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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记者获悉，中国内地已
选送《哪吒之魔童降世》竞争第92届
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原“最佳
外语片”奖）。

本届奥斯卡有93个国家和地

区 选 送 影 片 冲 奥 斯 卡 国 际 电 影
奖，12月16日公布入选的10部影
片，明年1月13日公布提名，2月9
日颁奖。据悉，《哪吒之魔童降世》
是中国内地首次选送动画电影冲

击奥斯卡，也是中国电影多元化
的一次探索。《哪吒之魔童降世》
目前还在上映，目前票房已经突
破49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发现城市之美，共绘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10月8日，2019首届成都国际
青少年美术年展在成都博物馆拉开
帷幕。本次年展系列活动由共青团成
都市委员会、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主
办，成都市青少年宫承办。

主办方介绍，本次年展自2019年
7月开始在全球范围征集美术作品以
来，受到了世界各地青少年的踊跃参
与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到10月展

出历时3个月共征集国际国内作品近
3万件，评选展出的100多幅精品，题
材丰富，内容灵动，洋溢着青少年的
生机童趣和丰沛想像力。

其中，由成都选拔的100名青少
年绘制的“公园城市”长卷尤为引人
注目。恢宏的长卷生动形象地再现
了成都外揽山水之幽、内得人文之
胜的蜀风雅韵，表达出成都青少年
对家乡的浓浓深情和对祖国的真挚
祝福。创作过程中，小画家们多次前

往天府锦城锦江公园体系、绿道建
设重要节点及成都市规划馆、地标
建筑开展研学写生活动，为成功绘
制长卷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
感源泉。

据悉，本次展览展期从10月8日
至10月13日，其后将陆续在域上和美
艺术馆、大邑安仁镇等地巡展，部分
作品将有机会受邀参加“童绘未来”
文化艺术交流与展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系列艺术普及讲座、多场城市音乐
快闪、一部文明观演导赏短片渗透全
域，营造积极向上、文明热烈的城市音
乐文化氛围，厚植城市艺术土壤，献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第25届“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
季自9月12日正式开幕以来，将在近3个
月的时间内为成都市民带来超过80场
室内音乐演出、200余场户外音乐活动。
在已经结束的9月，“蓉城之秋”带来了

《人生首席-honor of life》音乐会、俄罗
斯圣彼得堡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金承
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音乐会、音乐
剧《大钊先生》等精彩演出。其中在成都
城市音乐厅举行的开幕演出《壮丽70
年·奋斗新时代》——礼赞祖国“天府之
歌”音乐会，更是以一首首歌颂祖国，歌
颂家乡的经典歌曲，以及全球征集的多
首“天府之歌”作品，用歌声礼赞伟大的
祖国，用音乐汇聚成都的力量。

在金秋十月，同样有众多重量级的
音乐演出将出现在“蓉城之秋”的舞台
上。《漫步经典·盛京故事》沈阳交响乐
团专场音乐会，李云迪《奏鸣曲》2019世
界巡回钢琴独奏音乐会，意大利原版歌
剧《图兰朵》，《高原·听见贵州》民族交

响音乐会，张昊辰钢琴独奏音乐会，赵
季平作品专场音乐会等都会在这个十
月，绽放蓉城。这当中，当属中国音乐界
的泰斗级人物赵季平的作品专场音乐
会最受期待。届时，著名指挥朱其元，将
与小提琴演奏家宁峰、大提琴演奏家秦
立巍、女高音歌唱家张宁佳，携手四川
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共同为成都市民带
来管弦乐《大宅门写意》、大提琴协奏曲

《庄周梦》、音乐会小品《钟鼎长安》、古
诗词声乐作品《峨眉山月歌》《关雎》等
赵季平的传世作品。

除此之外，在10日晚举行的《漫步
经典·盛京故事》沈阳交响乐团专场音
乐会，也引起众多交响乐爱好者的关
注。作为沈阳交响乐团历史上首次委约
的原创交响乐作品，《盛京故事》充分发
挥交响乐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用音乐
语言讲好沈阳故事。据悉，这是丹东籍
著名作曲家崔炳元献给家乡的重要作
品。崔炳元告诉记者，为了创作这部作
品，他三次前往沈阳，经过近半年时间
实地采风，将第一交响曲《盛京故事》创
作完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任宏伟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B1江西全景 九江、浔阳楼、庐山、景德镇、石钟山、 鄱阳湖 、婺源
（月亮湾、 晓起、李坑、江湾）、三清山、井冈山、黄洋界、南昌 双卧9
日 10月17日 65岁以上26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390元 卧飞8日309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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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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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独立成团 全陪导游
品质保障纯玩无购物宇宙旅行社

许可证号：L-BJ01174-FS-001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68号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304室
公交人民北路二段站16/57/52/73/15/27/34
电话：028-83326628� � 19102693132

北京市宇宙旅行
社成都分公司 广告

（扫二维码查看更多线路）

天安门广场 故宫 毛主席纪念堂 国家博物馆 奥林匹克公园 升旗仪式 杜
莎夫人蜡像馆 前门大街 什刹海 八达岭长城 天坛 颐和园 圆明园 鸟巢
水立方 天津古文化街 周邓纪念馆 10月21日 28日
双卧8日2190元 卧去飞回7日2790元 双飞6日3290元

玩转北京+天津

(含三餐，有电梯，离海边走路5分钟，公交方便，
开展各种老年活动)�

（不含大交通，可代订火车票机票,房间有限,提早报名）
10天 1200元/人 15天1600元 /人
30天3000元/人 2个月5500元/人

三亚湾养生度假公寓双人间

B5安徽+江西 琅琊山 、九华山.太平湖风景区.黄山.九江、浔阳
楼、庐山、 景德镇、石钟山、鄱阳湖 婺源（月亮湾 晓起、李坑、江湾）
三清山 井冈山、黄洋界、南昌 双卧11日 10月15日

65岁以上3790元 60-64岁4690元 60岁以下5190元
E1浙东全景： 三大名山（雁荡山 天台山 普陀山） 大龙湫 灵岩
灵峰 国清寺 济公故居 琼台仙谷 绍兴 柯岩鲁镇 兰亭 鲁迅故
居、 周恩来故居 奉化溪口 蒋氏故居 天一阁 舟山连岛大桥 朱家
尖 杭州西湖双卧10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3290元

60-69岁3690元 60岁以下3990元 卧飞8日3790元起

F1陕西全景---西安、亁陵、法门寺（地宫、珍宝馆）、黄帝陵、轩
辕庙、壶口瀑布、延安 、兵马俑、华清池、华山、古城墙、大雁塔动车
去卧回7日 10月18日 65岁以上2390元 65岁以下3090元

G1:贵州大全线环游:中国天眼（世界口径最大）、梵净山、镇远古
城 、舞阳河、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织金洞、黄果树瀑布、马
岭河大峡谷、万峰林、遵义会议会址、赤水大瀑布、四洞沟、竹海、佛
光岩、丙安古镇、贵阳、青岩古镇、 黔灵公园、弘福寺、甲秀楼 往返
高铁12日 10月16日 70岁以上4990元

60-69岁5390元 60岁以下5990元

H1河南深度：开封府、大相国寺、登封、少林寺、龙门石窟、白马寺、
云台山、焦作、万仙山、郭亮村、红旗渠 林州大峡谷、太行天路、 殷
墟遗址、安阳 双卧8日 10月18日 70岁以上2790元

60-69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N1：湖南全景：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岛、南岳衡山、韶山、凤凰古
城九大景、芙蓉镇、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袁家界、十里画廊、金鞭
溪 长沙橘子洲头 双卧9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2890元 65-69岁3090元 60-64岁3490元

Z1广东精华:韶关.丹霞山..越秀公园.海心沙亚运公园.黄埔军校.
肇庆.七星岩.鼎湖山.自力村碉楼群.铭石楼.珠海.澳门环岛游.圆明
新园.深圳.莲花山.红树林森林.博览园.大梅沙海滨 陈家祠 荔枝湾
涌双卧9日 10月28日 11月17日 70岁以上3190元 60-69岁3490元

Z2广西全景：桂林、漓江风光、阳朔西街、象鼻山、刘三姐大观园、
银子岩、少数民族村寨+寿乡巴马、百鸟岩、田州古城、母鸡山、 德
天跨国大瀑布、北海银滩、冠头岭、贝雕博物馆 高铁去卧铺回8日

10月30日 2990元 Z3:福建全景--永定高北土楼、承启楼、侨福楼、厦门鼓浪屿、南
普陀寺、曾厝垵、胡里山炮台、莆田湄洲岛、福州、三坊七巷、武夷山、
天游峰、虎啸岩、大红袍景区飞去高铁回7日

10月26日 11月13日 3990-4290元

（特色餐：柴鸡宴 全聚德烤
鸭 东来顺、宫廷小吃等）

仇先生表示，这篇作文的起因
是一项家庭作业，“学校要求写‘假
期生活’，没有限制话题。《警察的孩
子讨厌放假》这篇作文，可能这就是
小朋友的切身感受吧。”仇先生印象
中，小仇是在10月4日写作文的，仇
先生在执勤完回家后才看到作文。

“其实自己当时真的愣了一下，半天
没缓过神来。感觉作为父母亲，对小
朋友亏欠得还是有点多，陪她过节
的时间真的很少。”

对于这样的放假安排，小仇没

有说什么。“她已经习惯了。爸爸妈
妈放假值班，基本是常态。这些对于
公安民警的子女来说，已经司空见
惯。”仇警官准备“等到调休的时候，
带小朋友出去转一下，感受一下祖
国的大美山川，放松心情。”

在四川公安的微博下，小仇的
作文也引发了很多公安民警的共
鸣。乐山公安局一位民警评论，“同
样的孩子…国庆在家哭得不要不要
的。”截图中是正在和警察父亲视
频，包着眼泪花儿的一个小朋友。公

安部新闻中心官方微博@中国警方
在线 评论，“警察的孩子早当家。”

“我们只是全省10多万公安民警
的一个缩影，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
队伍中还很多。职责所在、义无反顾，
对小朋友的亏欠只有看以后有时间
慢慢补偿吧，相信随着小朋友的逐渐
成长，她会理解她的父母亲，会体会
到‘欢度佳节’的背后，有很多人在默
默值守、守护平安。”仇先生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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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城之秋”10月将迎重量级演出

女声合唱，因为其特有的
女性纯粹美、婉转悠扬的音
色，带给人一种空灵和美的愉
悦享受。9月30日晚，成都女声
室内合唱团的亮相惊艳全场。
数十位团员青春动人，纵情高
歌。《祖国颂》《经典颂》《欢乐
颂》三大篇章，精选了《我爱你
中国》《我和我的祖国》《边疆
泉水清又纯》《Canon》等中外
曲目。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

《菩萨蛮》《雨后彩虹》等风格
各异的歌曲，优美动人的旋
律，低音与高音丝丝入扣的衔
接，纯净的歌声，在这个秋夜
温暖了无数人的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了解到，这支合唱团由来自四
川音乐学院、四川传媒学院、四

川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声乐
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具有丰富舞
台经验和声乐基础的优秀女声
组成。平均年龄26岁的她们，是
一支充满活力、怀揣着音乐梦
想的年轻队伍。力争通过专业
化的训练，成为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专业女声室内合唱团。合
唱团团员们均接受过专业声乐
训练，有各类专业比赛参赛及
获奖经历，有良好的音乐素养
及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

合唱团也有强大的艺术
团队护航。合唱团艺术总监朱
曦是川音歌剧合唱系合唱教
研室副主任、中国合唱协会理
事、四川省合唱协会理论学术
委员会主任，曾获“文华奖”及
国际国内重要合唱比赛金奖

十余次，并五次获优秀指挥
奖。常任指挥柳秀妍（韩国）现
任川音大地男声合唱团指挥、
浣花交响乐团副指挥，毕业于
奥地利格拉茨音乐与艺术表
演大学获指挥、艺术指导专业
硕士学位，2011年荣获第30届
Belvedere国际声乐比赛歌剧
艺术指导部门一等奖与特别
奖。声乐指导唐竹雅是著名青
年男高音歌唱家、四川音乐学
院歌剧合唱系主任。合唱团顾
问、著名指挥家李西林说，他
非常乐于为合唱团提供艺术
指导，希望合唱团在成都建设
国际音乐之都的大背景下，全
团上下尽心尽力，唱响自己的
品牌，成为一支国际舞台的合
唱生力军。

无论是经典的民歌《半个月亮爬上
来》，还是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动画电影

《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抑或
是古典遇上爵士的经典作之一《Sing a
new song》，成都爱乐合唱团都在创始
人、青年合唱指挥家、四川音乐学院歌
剧合唱系合唱教研室副主任朱曦的指
挥下，于9月26日在特仑苏音乐厅给成
都 市 民 带 来 精 彩 的 音 乐 会“Sing a
new song”。

当晚，特仑苏音乐厅灯火通明的舞
台上，朱曦手中的指挥棒在半空中画出
一道优美的弧线，宣布这场精心筹备的
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而合唱团的团员
们也随着朱曦手中的“魔法棒”，为成都
市民带来了《牧歌》《绿衣》《半个月亮爬
上来》《Remember me》《Let it go》《天
堂的城市》《Sing a new song》等中外名

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发

现，本场音乐会在选曲上体现了作品风
格的多样性、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音色
结构的多维性。当演奏到《NyonNyon》
这首曲目时，全场灯光暗了下来。突然，
舞台上照射出很多束光芒，紫色、黄色、
绿色、红色……甚是好看。丰富幻变的
色彩，让现场观众在色彩的交织、碰撞
和流动中得到音乐的满足感。

“但凡音乐氛围比较浓厚的城市，
都有一个高规格的合唱团，像柏林爱乐
合唱团，维也纳爱乐合唱团，他们能够
引领市民的审美。我希望我们可以慢慢
唱响我们中国的文化，把我们引以为豪
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也为成都打造

‘国际音乐之都’贡献微薄之力。”朱曦
坦言道。

成都女声室内合唱团高歌一曲《我爱你中国》

成都爱乐合唱团让音乐变得有色彩
“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

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伴随着《我爱你中国》悠扬美妙的旋
律，每一位中华女儿都对祖国唱出最
深沉的告白。9月30日晚，一曲女声合
唱《我爱你中国》拉开了第25届“蓉城
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成都女声室内
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的序幕。特仑苏音
乐厅内座无虚席，成都市民听众沉醉
歌声中，流连忘返。加上之前9月26日
晚成都爱乐合唱团的“Sing a new
song”专场音乐会，也是“蓉城之秋”
成都国际音乐季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送上的一份礼物。

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成都市
音乐影视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指导，成
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成都市音乐影
视产业推进办公室主办，四川音乐学
院、成都商报社承办的第25届“蓉城之
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已经拉开华丽大
幕，一场接一场的好戏让成都市民应
接不暇。在9月，“蓉城之秋”迎来了圣
彼得堡交响音乐会、音乐剧《大钊先
生》、彩虹室内合唱团等高水准的演
出。而在10月，则会有赵季平作品专场
音乐会、张昊辰钢琴独奏音乐会、歌剧
《图兰朵》、沈阳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
李云迪世界巡回钢琴独奏音乐会等高
水准的演出接踵而来。

9月10月“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精彩不断

10岁女孩写作文“控诉”双警父母
“警察的孩子讨厌放假”
警察父亲说：职责所在、义无反顾，对小朋友的亏欠只有以后慢慢补偿

这是一条引发无数警察共鸣的
微博。

微博讲述了一位成都双警家庭
的10岁孩子小仇“吐槽”自己警察
父母的作文：“说起（国庆）放假，大
家想必都很开心，可是像我们双亲
都是警察的就不一样了……我在想
假期跟妈妈备勤，还是与爸爸加班
……警察们为人民服务，从不为孩
子着想。”该微博阅读量超过35万
次，引发无数警察共鸣。

今年的国庆节，小仇是在父母
的工作单位度过的。小仇的父亲仇
先生是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
队一名民警，母亲也是一位民警。
仇先生相信女儿一定会明白也会
理解，“对于公安民警子女来说，已
经司空见惯。”

10岁的成都女孩小仇迎来7天
国庆假期，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小
意很不开心，小仇的父母都是警察，
她直言“警察的孩子讨厌放假”。

“说起放假，大家想必都很开
心，可是像我们双亲都是警察的就
不一样了……我在想假期跟妈妈备
勤，还是与爸爸加班……警察们为
人民服务，从不为孩子着想。”——
今年10月4日，小仇在完成假期作业
我的假期生活中，写下了一篇《警察

的孩子讨厌放假》的作文。
作文辗转被发到四川省公安厅

官方微博@四川公安 上，引发无数
网友关注感叹，也引发很多警察的
共鸣。

记者了解到，小仇的父亲、母亲
都是成都民警，因为工作属性，重大
节假日都需要值班在岗。小仇的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外地，不放心
小仇一个人在家，放假的小仇只能
陪着爸爸妈妈去上班。

10月8日，记者辗转联系上小仇
的父亲仇先生，仇先生是四川省公
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一名民警，今年
国庆假期都在单位值班，“今年国
庆，小朋友1号到3号陪妈妈在单位
值班，4号陪爸爸在单位加班。我们
国庆7天没放假，小朋友只有在成
都，就没出去。”仇先生透露，4号当
天，自己忙着撰写一篇紧急的警情
通报，小朋友在一边写作业，一直忙
到晚上6点才下班。

10岁女孩“控诉”双警父母：警察们为人民服务，从不为孩子着想

警察父亲回应：作为公安子女，她已经习惯了

中国内地选送《哪吒之魔童降世》
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2019首届成都国际青少年美术年展开幕

女声合唱

成都爱乐合唱团演出现场

成都爱乐合唱团指挥朱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