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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VS 天津
今晚7：35

如果川军运气好
今晚就进季后赛

2月17日晚，四川男篮将打响“三大战役”之
“决战光明顶”，主场对阵已无缘季后赛的天津
队。虽然这还不是最后一战，但如果运气好，川
军在拿下天津队的前提下，一旦江苏队和山东队
双双输球，川军将提前一轮闯入季后赛。

四川男篮在本周三主场战胜山东队之后，
已经爬上了积分榜的第七位，将命运牢牢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四川队就能

掉以轻心，任何闪失都可能造成整个赛季的努
力打了水漂。四川男篮一名高层表示：“不管怎
么说，自己努力最重要，其他的结果不用去关
心。不过我希望中国篮球能够越来越好，大家
都能够努力积极争胜。”这番言论当然是希望在
剩下的两轮比赛中，即便是前八的球队也要努
力赢球而不要去“放水”，给与中国篮球一个更
加洁净的比赛环境。

实际上，如果广东和新疆各自战胜对手的
话，四川男篮只要在主场赢下天津队，就能提
前一轮闯入季后赛。反之，如果江苏和山东分
别战胜广东和新疆的话，那么四川队还需要在
最后一轮到五棵松去与北京队进行决胜大
战。只要四川队最后一轮能够战胜北京，还是
能够顺利晋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四川男篮迎“三大战役”②光明顶之战

刚从湖南卫视《歌手》节目结束艺人造型
工作的陈瀚龙，此刻又投入到了成马氛围演
员造型的工作中来。其实，这也是他第二次
和成马合作，在去年成马的蜀道驿传中，陈瀚
龙曾采用过古装元素作为背景来布置赛道，
绚丽的唐代服饰文化融入现代的设计和造
型，这种匠心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认可和点赞。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今年的成马，让陈瀚
龙非常期待，“相信到时候的参赛者都会有一
场更为华丽，更为震撼，具有穿越感的参赛体
验。”他透露，服装会严格按照唐代女装的三要
素裙、帔，为女性志愿者设计造型，运用唐朝经
典元素的同时，也将和现代时装元素结合。

穿越中的另一个亮点，无疑是范冰冰的
同款戏服。“《武媚娘传奇》的服装实在是太深
入人心了，每一场戏的衣服都非常华美，让人
过目不忘。”在组委会的努力下，这些华美的
戏服将出现在成马的赛道上，陈瀚龙说他会
尽量做到百分百还原：“范爷本人穿过的戏服
实在是太贵重了，有一些服装加头饰可能就
达到几十斤重，我们会尽量做到还原戏中的
角色。”陈瀚龙开玩笑道：说不定在现场，大家
就会有以假乱真的感觉，“是范冰冰来了吗”。

当然，范冰冰的《武媚娘》播出后，演员
“袒胸露乳”的造型引发很多争议，陈瀚龙说
成马的志愿者不必担心：“袒胸露乳在唐代其
实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女子可以宫廷和闺房
这样穿戴。当然，我们会为志愿者做相应调
整，将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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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文联赛主场全胜
巴勒莫或输球赢盘
尤文图斯（-2）VS 巴勒莫 胜平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意甲打响第25轮，本赛季联
赛主场保持全胜的尤文图斯，将迎战深陷降级区的
巴勒莫。由于下周中尤文将出战欧冠淘汰赛首轮比
赛，而且是客场挑战波尔图，阵容轮换在所难免，这
也给了正苦苦挣扎的巴勒莫一丝机会。

客观上讲，在意甲战罢24轮之后，仅积14分排在
倒数第三的巴勒莫，保级前景十分糟糕，他们目前距
离“上岸”竟相差8分之巨。不过，作为意大利足球百
年老店，他们仍没有放弃努力，就在三轮前，他们还
客场1：1逼平了本赛季同样很热门的那不勒斯，而且
巴勒莫惨不忍睹的成绩单中，客场战绩略好于主场。

对尤文而言，此战并不是他们思虑的重点，下周
中的欧冠淘汰赛，才是重中之重。事实上，尤文确有
因分心欧冠而在联赛中被爆冷的先例，那也正是尤
文上一次联赛输球，他们1：3客场输给了降级区边缘
的热那亚。鉴于尤文赛季初客场仅1：0小胜巴勒莫，
而此战只开放了尤文让两球竞猜，有必要防冷。

从中国竞彩网数据看，截至笔者发稿（2月16日
20点），尤文（－2）主场对阵巴勒莫的最新单场固定
奖金为胜1.98、平4.00、负2.67，而最新彩民投票支持
率则分别为胜54%、平34%、负12%，在主队让两球
的情况下，彩民并非一边倒支持尤文。综合欧洲各
大博彩公司数据，亚盘主流盘口为主队让两球/两球
半，也凸显此战尤文介于赢球赢盘和赢球输盘之
间。让球胜平负（尤文－2）推荐3/1。 福克斯

2月15日，由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
成都博物馆举办的“一带一路看春天”开学第
一课活动，刷爆了成都人的朋友圈。活动结束
之后，成博的热线电话都快要被打爆了。16
日，记者从成博开放讲解部获悉，目前已有十
几所学校预约学生团专场参观，总预约人数超
过1500人，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二三月
份的学生专场档期已全部排满”。

行情看涨 1500名学生预约看展
去博物馆里看春天的活动，经过本报持续

报道之后，在成都教育圈掀起一股“看展潮”。
15日活动结束之后，成都市实验小学综合办主
任方慧敏意犹未尽：“以后还会组织更多班级
来参观，五年级的7个班全部都要来。”

敦煌·丝路大展在成都热闹了一个多月，
累计接待观众50多万人，其中包括10场中小
学生团体参观，学生专场参观人数超过1000
人。截至16日，成博已登记学生团预约超过
1500人，爱思瑟国际学校、川大锦城学院、成
都外国语学校、成都44中等学校都向成博伸
去橄榄枝。

“一带一路看春天活动热闹过后，很多学
校慕名而来。此外，不少中小学开设了‘博物
馆课’，加之春天出游的习惯，这些因素叠加，
都促使学生团预约异常火爆。”成博开放讲解

部工作人员介绍，预约人数还在不断攀升，“二
三月份的学生专场档期已全部排满”。为了学
生团队参观的有序进行，同时保证参观安全和
讲解质量，成博针对学生团参观人数有一定限
制，周三、周四全天为学生团专场接待日，上下
午各300人。

除了集体看大展，不少学校还希望效仿石
室中学和成都实小，把成博作为社会活动基地，
把课堂搬进博物馆。成博也有相关的计划，准
备下一步开展系统化的社教活动，将会把博物
馆延伸进入课堂，与学校合作开发课程。

效果显著 娃娃记住了这些文物
参观敦煌·丝路大展之前，成都实小给孩

子们布置了任务，说说你们最感兴趣的一件文
物。学生们带着问题参观，收获颇丰，他们不
仅拍下了文物的照片，还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讲
解员的介绍。

法国男孩皮埃尔说：“我最大的收获是对
丝绸之路有了很多了解。原来我只知道张骞
出使西域始于西安，今天才知道，成都是南、
北、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蜀锦通过丝绸之
路远销海内外。”皮埃尔准备把自己参观的心
得，回家分享给父母。严宽最喜欢的文物则是
青铜象棋，“我本来就喜欢下象棋，之前只见过
木质的没见过青铜的，宋代的成都人就会下象
棋，感觉很炫酷！”

在孩子们评选的最喜欢的文物中，除了出
现在语文课本上的“人气王”——九色鹿壁画，
另一件被提名最多的文物是制作精良的七宝
阿育王塔，因为“这个展品非常精致，木头外面
裹着一层金灿灿的黄金外皮，闪闪发光，还镶

嵌着水晶玛瑙等七种宝物，美丽极了”。在徐
若溪看来，这样层层包裹、珠宝镶嵌的设计，体
现了古人的审美和智慧。

一位家长为活动点赞：“今天的开学第一
课非常圆满，孩子回来后滔滔不绝地讲述博物
馆见闻，比我们自己带孩子去看有效果得多。
既能与课文紧密衔接，又能对小学高段学生现
有的历史知识和人文素养进行提升，同时通过
与历史对话，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
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张峥摄影吕甲

公示
根据《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关于开展

2016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川新广函
〔2017〕31号）的要求，经报社严格审核，现将通过
2016年年检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名单附后）。举
报电话：028-86969220，028-86693162。

华西都市报社
2017年2月17日

通过核验人员名单：
赵雅儒、李青青、刘卓、陈甘露、杨涛、王科、

肖翔、张磊、谭曦、雷远东、谢婷婷、何玙、席秦岭、
陈羽啸、吕甲、马皓月、张峥、喻奇树、董天刚、韩
钦清、刘陈平、宋扬、罗其、陈怡然、王丹、王卉、李
东阳、陆阳阳、王仁刚、陶颖、李天宇、田雪皎、唐
金龙、贾知若、崔燃、徐湘东、陈颖、李逢春、王蕾、
徐亚岚、张晓琴、朱雷、石莉芳、杨志、黄勇、黄强、
李晓亮、张菲菲、王国平、孟红梅、杨锦、龚爱秋、
刘念、黄明君、且菲、钟蓉、熊浩然、罗婕、王浩、赵
萍、王矜、杨东、叶红、闫雯雯、张旭杰、李寰、丁
伟、谢梦、胡佳杰、张发扬、刘春梅、向鹤玲、罗曙
驰、欧阳春、张杰、吴德玉、杨华、王浩野、伍翩翩、
李兴罡、谢颖、汪仁洪、李庆、陈代阳、熊丽、刘诚、
周葱、高冰洁、罗暄、赵晓梦、张雁飞、李鹏、张海
军、李贵平、石岗、启扎丹增、任翔、赖芳杰、姚茂
强、罗提、冉梅、方埜、曹峰、周琪、刘秋凤、白兰、
杜恩湖、梁书豪、肖茹丹、杨莉、刘建、张路延、吴
柳锋、余行、谭璩、殷航、黄瑾悦、张想玲、杨弘农、
张华、李媛莉、冉志敏、饶媛媛、李昊皎、荀超、程
渝、向雷、李春、林建平、曹春阳、吴冰清、刘皓洋、
董兴生、蒋璟璟、杜江茜、朱昌俊、宁芝、刁明康、
燕磊、易文颖、刘彬焕、卢荡

《走在小康路上》
唱出祖国发展美丽蓝图
经过“中国梦”主题歌曲创作推广组委会遴选出

的第四批“中国梦”主题创新歌曲已经出炉。由著名
词作家陈道斌作词，著名作曲家王黎光作曲的《走在
小康路上》，曾以歌舞的形式登上了2016年央视春
晚，深得大众喜爱。女高音歌唱家金婷婷演绎的《走
在小康路上》，让每一位听众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走在小康路上，一路阳光灿烂，在那美丽的故事里，
我们描绘中国的画卷。”金婷婷不仅唱出了大家的心
声，还唱出了对我国未来蓝图的畅想和向往。

曲作者王黎光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写作了很
多脍炙人口的主旋律歌曲。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他认为，很多人包括一些业内人士，把音乐不受
观众喜欢的原因归咎于主旋律，认为似乎主旋律音
乐就不好听，这是很大的误区。“什么是主旋律，主旋
律等于主流，主流等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受群众喜爱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作品。”《走在
小康路上》创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紧扣时代的脉搏，描绘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美好明天。“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
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王黎光
认为，只有先触动自己的内心，才能创作出感动他人
的作品。“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希望把我的感受、
感悟融化到作品当中，分享给听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翩翩

甜甜的梦想
播种在心田
是你为我们带来了
崭新的春天
迎着清新的风儿
抒发喜悦的感言
你让金秋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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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希望的田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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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小康路上
一路阳光灿烂
在那美丽的蓝图中
我们许下未来的心愿
蓝蓝的天空
放飞着爱恋
是你为我们耕耘着
生活的美满
翻开崭新的日历

记载快乐的体验
你让绿色的家园
融入自然的诗篇
走在小康路上
一路歌美花香
在那希望的田野中
收获富裕的明天
走在小康路上
一路阳光灿烂
在那美丽的故事中
我们描绘中国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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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希望的田野中
收获富裕的明天
走在小康路上
一路阳光灿烂
在那美丽的故事中
我们描绘中国的画卷
描绘中国的画卷

预约“看春天”博物馆电话被打爆

陈瀚龙，国家高级化妆师、高级
造型师，成都灵美广告造型总监。合
作的艺人有吉杰、谭维维、Rosemary、
温岚、茜拉、阿雅、江映蓉、苍井空
等。多次参与电影造型和卫视节目
造型设计，如《我要上春晚》、《我爱记
歌词》、《爽食行天下》、《最美和声》、

《年代秀》、《歌手》、《快乐大本营》等。

人|物 |资 |料

有人说，来成马跑步最享受的不仅是沿途的美景，
还有那些为跑友装扮“风景”的人。穿越古今、穿越双
遗，是最美赛道成马最大的特色。2017年不负跑友的
组委会，又让这条亮眼的赛道更加美艳——从宣化门开
始的千年穿越之旅，你会艳遇“武媚娘”、“花蕊夫人”。

据记者了解，成马组委会特别邀请了如今各大当红
综艺节目资深造型师陈瀚龙，专门负责成马赛道上穿越
部分的造型和妆容，并特意透露，成马的赛道上，将有范
爷“武媚娘”同款华服惊艳亮相！

有了华服，更重要的，还要有精致的妆
容，唐代女性的服装、发型、妆容都很讲究，发
髻的样式就有数十种，眉毛的画法也有很多
款式。作为专业人士，陈瀚龙希望自己可以
尽量还原最原汁原味的“唐妆”，同时也适当
地创新和调整：“我们在做参考的时候发现，
唐朝的妆容虽然种类繁多，大胆华丽，但是如
果真的原封不动还原在模特身上的时候，以
现代人的审美来说，会觉得让人接受不了，比
如眉毛，”娥眉“只有前面有眉毛，这在现代的
女生来说，这简直是悲剧，所以我们会把唐妆
的经典元素和时下流行的风格进行一个融

合，大家都更容易接受。
此外，成马赛道上的古装志愿者还会根

据“功能”不同，妆容也不同，“不同点位上的
志愿者，为他们的造型设计当然不同，比如补
给站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宫女造型的志愿者
为参赛者服务，颁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为华
丽的造型，比如说妃子，皇后，甚至是武则天为
选手颁奖，每一个地点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功
能性来安排，甚至参赛者在跑田野小路的时
候，能看见在路边耕田的农夫也说不准。”

来成马参赛的小伙伴们，请努力跑出好
成绩吧，说不定给你颁奖的就是“武媚娘”呢！

除了造型和服装上的精致和用心，赛道
的其他细节，也都不马虎。比如，无数成马跑
友在朋友圈必发的照片——宣化门下留影，
今年，宣化门的造型和表演也相当有吸引
力。组委会透露，宣化门下会有一位凯旋归
来的“将军”，威武英俊的“将军”会下令打开
城门，一位英姿飒爽的骑手，骑着高头大马踏
入宣化门，那种身临其境的视觉震撼感，肯定
会继续刷爆朋友圈。

之所以要大玩儿古今穿越，除了让跑友们
在漫长的42.195公里中能有点乐子，有点趣味，
更重要的一点是，组委会希望用穿越的方式，来
展现都江堰、青城山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成马赛道穿越两个世界遗产，此外，还有
许多历史文化名迹，比如，我们的赛道会经过

中国四大美人花蕊夫人的故居，成都平原的
美女资源，那是多么深厚的历史。而这，也是
陈瀚龙为成马造型的初衷，“参加成马的选手
来自世界各地，让外国人更深切地感受中国
唐装的魅力。我们除了要表达体育精神外，
更重要的还要表达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人
文精神，我们更重要的还要表达都江堰的历
史人文文化。以不同的表演形式来让参赛者
感觉到都江堰的历史文化，甚至连路边不起
眼的路人都会有戏，你也可能在一个路口欣
赏到一场宫廷歌舞表演，甚至是来自西域的
金发碧眼美女，让不同的文化相结合，体现出
都江堰本地花蕊夫人的原貌以及当地历史人
物，跑一场马拉松不仅穿越千年，更是一次盛
大的旅行马拉松。”

《走在小康路上》
作词：陈道斌
作曲：王黎光
演唱：金婷婷

范爷的戏服“亮瞎”双遗赛道

精致的妆容“媚娘”给你颁奖

花蕊夫人故居 路人甲都有戏份

汽车行业独家赞助商、至尊合作伙伴：宝马汽车
赛事唯一指定用水：怡宝

赛事唯一指定饮料：怡宝魔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实习生 王雅蝶

1、在“丝绸之路”展馆
里，我们知道了“丝绸之路”
路线图，还看见了许多华丽
的饰品，精致的画卷。当看
见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
矛时，我们仿佛又梦回战国
时期的那场大战……回过神
来，才发现自己原来身在博
物馆。走出博物馆，我们还
意犹未尽，刚才的情景，还历
历在目。“敦煌艺术展”与“丝
绸之路展”让我们既增长了
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七中育才汇源校
区2018级云班 胡盟伟

2、叩动历史神秘大门，
沉醉千年古都文明。“跟着
一带一路看春天”，在成都
博物馆我看到了历史奇妙
的春色。神秘而珍贵的莫
高窟，贯通世界的丝绸之
路，从古至今，源远流长。
浏览过一间间独特的充满
壁画的屋子，洋溢着文化
的气息，细心的讲解，专业
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亲近这
份文化，更深刻地感受千古
文明。这次有意义的旅程，
丰富了课余生活，使我们生
动而深切地体验那千年之间
巴蜀的繁荣昌盛。

——石室中学北湖校
区初二五班 曹冉

学 |生 |观 |后 |记

双遗成马
梦回千年
古今穿越
武媚娘与花蕊夫人
在最美赛道等你

九色鹿壁画让孩子们倍感亲切。

成马感受千年古风，
还可以艳遇“武媚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