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频直播观看方式
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封

面新闻”APP，在直播频道观看。
或者关注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封
面直播官方微博同步观看。

06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责编刘卓 版式高钰松 校对高利平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名家书名人①

今天10:30 视频直播“名家书名人”

著名书法家谢季筠
书写四川历史名人诗词

读者推荐⑥

读四川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帆）3
月22日，“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在全省范围内启
动，旨在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四川文化软
实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活动立
刻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将力推读者荐
名人、名家荐名人、名家读名人、
名家谈名人、名家书名人、名家
访名人、举办“四川历史名人文
化周”等七大子活动。“名家书名
人”单元出场的首位书法家是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
馆馆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顾
问、成都市书法家协会顾问谢季
筠，他将于3月29日现场书写名
人诗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自3月
22日开启“四川历史名人”专题报
道以来，已在新闻客户端发布文
字报道 20 多条，并通过视频直
播、短视频、H5、互动投票等多种

形式，全面展示四川历史名人的
风采。

四川书画圈名家辈出，接下
来我们会邀请著名艺术家参与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在“名家书名人”单元，他们
将以“四川历史名人”为主题，以
书法形式写出蜀中先贤留给我们
的妙思佳句，用画笔墨再现先贤
的容貌，以供后世永远怀念。

第一个获邀参加“名家书名
人”的是著名书法家谢季筠。谢
老1943年3月生于四川雷波，祖
籍隆昌石燕桥，在蜀中书坛德高
望重。谢季筠曾发表书论、画论
三十多篇，其作品曾获文化部、中
国书协、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地
震书画展书法一等奖、四川省政
府颁发的首届巴蜀文艺奖书法一
等奖。其作品、传略、辞条入编
《东方之子》、《中国美术年鉴》、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3》等
数十种大型典籍。

3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将在谢季筠位于成都麓山国
际的工作室进行视频直播，为大
家现场展示谢老高超的书法造
诣，之后还有更多“名家书名人”
视频直播将精彩亮相。

薛涛
（约768年- 832年）

薛涛，字洪度，长安（今陕西西安）
人，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唐代女诗
人，流传至今诗作有90余首，与卓文君、
花蕊夫人、黄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

幼年随父薛郧流寓成都，八九岁
能诗，16岁入乐籍，脱乐籍后终身未
嫁，后定居浣花溪。现成都望江楼公
园有薛涛墓。

在刘小川看来，把苏东坡排在
四川历史名人之首，跟两人是眉山
老乡，没有丝毫关系。“就算我是江
油人，照样会把苏东坡排在首位。
影响我的中外大师，苏东坡未必会
列入前五名，但说起四川历史名人，
苏东坡排在第一，完全没悬念。”

刘小川心中，像苏东坡这样
的全能天才，简直是千年难得一
见。在学术上，苏东坡对《易经》
《论语》《中庸》均有深入研究，堪称
学术泰斗。在书法上，苏东坡留下
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乃宋代

四大书法家之首，开创从写实到写
意的新画风，并且留下理论建树。

“他还是科学家、工程师、医学家、
美食家……他既能创造，又能推
广，还能做到第一流。”刘小川说。

更难得的是，苏东坡还是一
个“最具良知的官员”。刘小川
说，苏东坡一生为官40年，做过兵
部、吏部、礼部尚书，做过皇帝的老
师，完全可以一生荣华富贵，但面
对国家命运，他两次上书皇帝，反
对骤变改革，提倡渐变改革。“这在
当时，意味着赌上全家人的命运，

这种不向权贵服软，只向真理低头
的良知，是让人无比敬佩的。”

古来圣贤皆寂寞，但苏东坡
不是。“即使是被贬到黄州、惠州、
儋州，人生最落魄时，苏东坡还是
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刘小川说，
就像苏东坡自评一样，“上可陪玉
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在刘小川看来，这种魅力甚
至超越苏东坡的传世文章。“他生
命的饱满度，人格的魅力，真的是
千古一人。我把苏轼称为生活大
师，热血智者。”

著名作家刘小川谈“四川历史名人”

“就算我是江油人，依然首推苏东坡”

“你来自遥远的古代，黄河是源岐
山是根，敬畏自然是你的本性，珍爱
生命是你的情怀……”今年2月，四川
第一首以合唱形式弘扬中医文化的
歌曲——《中医赞》问世。这首歌的
创作者是谁？创作背景是什么？近
日，词作者、四川省名老中医蓝肇熙
教授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说，《中医赞》歌词其实是对
中医的道本溯源，反映了中医追求自
然的理念以及对生命的珍视。

下载封面新闻APP
为家乡名人点赞

黄峨
（1498年- 1569年）

黄峨，明代蜀中才女、文学家，字秀
眉，四川遂宁人（今遂宁市安居区玉丰
镇），明南京工部尚书黄珂之女。黄峨
为明代文学家杨慎之妻，能诗词，散曲
尤有名。所作有《杨夫人乐府》，其中多
与杨慎《陶情乐府》所收者相混，近人将
两人之作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又
有《杨状元妻诗集》。黄峨与卓文君、薛
涛、花蕊夫人并称“蜀中四大才女”。

李调元
（1734年- 1803年）

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别署童
山蠢翁，四川罗江县（今四川省德阳市
罗江县调元镇）人。清代四川戏曲理
论家、诗人。李调元与张问陶、彭端淑
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

名家荐名人⑦
“四川历史文化名人，当然首推苏东坡。跟我是眉山人没关系，就算我是江油人，依然首推苏东坡。”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苏东坡是宋代文化的最高峰。苏东坡最具魅力的，不是文章，而是人格。”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在全省范围内重磅启动，也吸引了著名作家刘小川的目光。眉山东
坡湖畔，刘小川细数他心中十大四川历史文化名人，认为苏东坡排名第一。

刘小川也列出了自己心目中，
排名前十位的四川历史名人。“我本
人是个作家，更多是从文化来考虑。”

“苏东坡、李白、杜甫、诸葛亮、
陈子昂、苏洵、杨玉环、司马相如。”
反复斟酌，刘小川列出了这个名单。

李白第二，在刘小川看来，不
论是名气还是作品，当之无愧。“古
代中国人缺乏自由奔放，而这一点
在李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李
白是生命冲动的典范。”

杜甫虽然不是四川本土人，只
在四川待了9年，但丝毫不影响刘

小川把他排进前三。“杜甫很伟大，
一辈子胸怀民本思想。”

刘小川心中，诸葛亮是个近乎
完美的人。“长这么帅，娶的老婆却
很一般。权力这么大，却不篡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扬雄是汉赋代表人物，但因
为有司马相如，所以没有排进去。
苏辙虽然也是唐宋八大家，官也当
得大，但文学造诣差一点，所以排
不进前十。”在刘小川看来，四川历
史名人，放眼全国，这份榜单也是重
量级的。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
工程”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在刘小
川看来，很有必要。“宋代GDP，占
到全世界超过30%，高居世界第
一。不仅是经济的高峰，更是文化
的高峰。”刘小川说，“今天我们国
家强大了，但一些城市的文化氛围
有待增强，社会上的浮躁顽疾，令
人忧虑。”

刘小川觉得，做好文化传承创
新，首先是要扎实地传承。“创新往
往是意外的产物，有了基础，才能
从量变到质变。”刘小川建议，首先
要从书籍到影视剧等，推出能够精
准把握传统文化的作品。其次，要
拿好高考指挥棒。“目前的教改课
改，开始注重阅读、写作，社会上也
相应而生各种国学班，这是好事。”

最后，刘小川还觉得，家风家
教特别关键。“现在很多娃娃炫富，
实际上是心理贫穷，这和他们的父
母有很大关系。”刘小川说，父母天
天打牌、上网、追名逐利，自然不会
有读书的家庭。

“宋代的眉山，十户人家九户
有藏书，正是这样的环境，才孕育
了苏东坡，孕育了两宋900进士。
如果扎实传承，社会蔚然成风，眉
山、四川也说不定可以再出一个苏
东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四川58岁教授
创作《中医赞》
道本溯源为歌颂中医文化

老中医突发灵感 即兴作词赞中医

蓝肇熙今年58岁，四川富顺人，目前在成都
体育学院任教，教授中医。近日，蓝肇熙在家中接
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蓝肇熙
的家中干净简洁，墙上挂着的几幅花鸟画和山水
画尤为显眼。“我喜欢大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个有
机整体，相生相长，这与中医理念不谋而合。”蓝肇
熙告诉记者。

2016年，我国颁布了《中医药法》，于2017年
7月1日正式施行，这在中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2017年元旦前日，蓝肇熙得知消息后激动
不已，这天晚上，他彻夜难眠，直到窗外清脆的鸟
鸣划破清晨的宁静，思考已久的他突发灵感：“何
不来一首中医赞歌？用歌曲的形式把中医推向世
界，那该多好！”随即，他赶到双流一位朋友家，把
这一想法告诉了他，午餐时，两人推杯换盏，憧憬
着中医的美好未来。饭毕，蓝肇熙来到书房，用毛
笔在宣纸上即兴挥毫，写下“你来自遥远的古代，
黄河是源岐山是根……”共四张纸，洋洋洒洒概括
了中医的前世今生，这便是《中医赞》初稿。

几番斟酌修订后，蓝肇熙回到家乡富顺，找到
了老乡、民间音乐人王正冶帮忙谱曲。2月15日，
以激情昂扬合唱形式歌颂中医的《中医赞》问世。

12岁开始学医 终成四川名中医

《中医赞》的创作离不开常年的积淀，蓝肇熙
出生于医学世家，10岁时就有了学习中医的念
头。当时，3岁的弟弟不幸患病，天天拉肚子，情况
危急，幸得伯父蓝述苍的救治，连喝了一个月的中
药后康复了。

两年后，作为老师的母亲在课堂上突发急性
阑尾炎，同样是伯父开了些中药，一周之后，母亲
的病在没有动手术的情况下痊愈了。这件事更坚
定了蓝肇熙学中医的决心，“那时我觉得中医太神
奇，太博大精深了！”于是，12岁的他报了父亲的
医学班，正式学习中医，课上学理论，假期去山里
采集黄栀子、石伟等多种中草药。

1978年，蓝肇熙考入成都中医学院，5年后，
因成绩优异留校读研，毕业后，被分配至成都中医
学院任教，同时从事临床工作。现已成为四川省
知名老中医，不少人慕名找他问诊。

出生“音乐之乡” 迷二胡自学成才

蓝肇熙的家乡四川富顺，是出了名的“音乐才
子”之乡。在音乐文化的熏陶下，蓝肇熙也是自幼
自学成才。上初中时，村里的广播播放二胡曲子，
听得多了，他渐渐地对二胡产生了兴趣。12岁
起，他开始自学，用街上买来的弦和砍好的竹筒，
仿照表哥的二胡，自制了一把。自此，他常拉二
胡，1997年通过艺术水平考试，二胡达到了十级。

到如今，蓝肇熙已经用过五六把二胡了，能熟
练地拉《二泉映月》《江湖水》等高难度曲子，同时，
他还略懂小提琴、笛子等其他乐器。二胡和中医
一样，伴随着蓝肇熙生活，采访结束时，他还弹了
一曲《赛马》。

一方水土育名医为中医之乡点赞

在蓝肇熙看来，《中医赞》的歌词，是对中医精
华的高度提炼，表达了中医的伟大情怀，宣扬了中
医文化，体现了中医自信。其中有些歌词是从《四
书五经》《黄帝内经》中概括而来的，比如，“藏象是
你的丰功”“发现经络是你的伟绩”“歌唱你，东方
医学的珠穆朗玛”等。

“蓝肇熙中医底蕴深厚，对《黄帝内经》倒背如
流，只有他才有能力创作出《中医赞》这样的歌
曲。”王正冶长期从事民间音乐创作，和蓝肇熙曾
有过多次合作，他说：“这次作曲是我凭长期经验
和对音乐的感觉创作的，我想用大气恢弘的合唱，
突出中医的博大精深，先是合唱，之后女声独唱高
音，再合唱，之后男声独唱高音，如此往返。整首
歌热烈昂扬、抑扬顿挫，在小圈子内传唱，大家都
评价不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芝 摄影报道

谈文化传承“关键在于扎实地传承”

谈名人排名“东坡李白杜甫排前三”

首推苏东坡“他最有魅力的是人格”

蓝肇熙（右）在家中给朋友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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