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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乡名人点赞

夜跑虽美 安全常识要记牢

一幅厚重一幅随性
《临江仙》别有风味

现年61岁的舒炯自幼开始书
法学习，到现在已有57个年头。
这些年间他陆续参加过各类书法
作品展览，并在展览中获得了极
高的赞誉。舒炯个人传略被《中
国美术年鉴》、《中国古今书法家
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
《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书收
录。他还出版了《舒炯书法艺
术》、《色相非相-舒炯书法艺术》、
《寻梦草堂舒炯书法展作品集》等
一系列的个人作品专集。

舒炯曾强调“为学，贵在取
舍，贵在心悟。无取舍则囫囵吞
枣，不能取精用宏，化融碑帖；心
不能悟，则迷失于事物表象，不能
洞彻书法之奥义。”他学习期间临
习名帖、竹简、帛书、法帖，着重研
究的还是还是汉魏六朝的笔法，
这次的《临江仙》就采用了魏碑行
书这种字体。“魏碑行书更能体现
浓淡枯湿燥润的变化，更能体现
一种古意，让我们感受历史的厚
重感。”除此之外，舒炯认为，行草
也能展现出这首词的流动感，体
现作者当时的心境。

“全才”杨慎
文人与学者的结合体

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
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
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
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
人，祖籍庐陵。明代著名文学家，

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
廷和之子。他于正德六年状元及
第，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
宗实录》。杨慎在文学、儒学、书
法、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后人将他的主要作品收编
在《升庵集》中。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是杨慎著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
《说秦汉》的开场词，后经歌手传
唱变得家喻户晓。舒炯认为，

“《临江仙》这首词是杨慎官场失

意时的作品，面对着滚滚江水，他
感慨英雄易逝，功名利禄不过是
过眼云烟，畅快的生活才是自己
所追求的。词的内容不仅能体现
出杨慎本人的豁达、豪放，还凸显
了四川人向往自由的生活以及与
生俱来的包容性。”

在书写的过程中舒炯一直很
专注，待到写完后，他才讲述了选
择杨慎的原因，“我选择杨慎的原
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历史上少有
的全才型人物，他既有文人的感

性又富有学者的理性。相比其他
文人来说，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
就很值得人称赞，作为全才的他
需要被推广。”

四川文化
必须“走出去”

“四川还是有很多名人的，比
如巴金、郭沫若等，但是还有很多
名人仅仅是四川本地人了解，很
多外地人都不知道的。比如说，
很多人就不知道”赋“这种文体源
于成都，更不知道司马相如就是
成都人。”

舒炯认为自古以来四川受盆
地地形影响，文化很难传播出去，
导致很多人都以为四川闭塞，很
多名人名家都被埋没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没有全面挖掘。这一次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活动推介四川文化、历史名人
应该加大宣传力度，让四川文化
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了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杨小涵 摄影报道

书法家舒炯手书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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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
4月9日，青城派第36代掌门人、
四川省旅游学校巴蜀武术养生
学院院长刘绥滨及其五位弟子、
学生，在四姑娘山“大峰”之巅为
全球带来“雪山太极”之舞。同
时这场活动在全球进行了同步
直播，向全世界传播公益理念和
太极智慧，弘扬中华文化精粹。

11日，刚完成由太极集团独
家冠名的2017“为爱攀登·登峰
造极”活动的刘绥滨带领着古亚
鹏、赵迎、刘滨、松夏央宗、郝晓

栋等五位登顶弟子、学生来到四
川省旅游学校黄龙溪校区，向全
校师生介绍“为爱攀登·登峰造
极”公益活动，继续传播挑战极
限、奉献爱心的公益力量。

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副秘书长高敏向5位成功登顶者
颁发了登顶证，全国武术冠军郝
晓栋也拿到了登山高度证明
书。同时，四川省旅游学校正式
聘请这五位登顶弟子为学校巴
蜀武术养生学院和旅游艺术系
的特聘专家，并向他们颁发了聘
书。

最后，刘绥滨院长通过新闻
媒体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每
个人用更多的行动关注公益事
业，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唯一指定服装合作伙伴：

极星户外

“为爱攀登”
6猛将全部拿到登山证书

当今社会高速发展，健身成
为时下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
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为了锻炼身体
成了夜跑一族。本期安全警示栏
目，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
提醒您，夜黑风高存隐患，夜跑还
需注意安全。

跑步要留神。跑步的时候很
容易忽视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夜
间活动视线差，路面情况不清
晰。跑步者应提高警觉，避免意
外的发生，尤其是在无路灯的暗
处。尽量沿熟悉的线路跑。记清
沿途标志物的位置。

逆向车流跑步。逆着行车
方向跑步，一方面能让驾驶员
清楚地看到车前有人在跑步，
另一方面，也能让跑步者本人
看到迎面驶来的车辆，以备危
急时刻时做出自救反应。如果
可以的话，避免在高峰时段出

门跑步，路上车辆少一点，跑起
来更轻松。如果车的灯光让你
看不到东西，戴个帽子或者面
罩也是不错的选择。

跑步时别戴耳机。跑步时，
戴着耳机容易听不见周围的声
响，如有车辆和行人时不能及时
避让，遇突发情况也不能及时地
做出反应，增加了遭遇危险的几
率。要是习惯跑步听音乐，只能
戴一边耳机，留着一个耳朵来判
断周围环境声。

穿发光的或者亮色的衣服跑
步。夜晚视线差，最好能准备专
门为夜跑设计的反光装备，如夜
光服、夜光鞋、夜光帽等，能够给
车辆和行人以警示，避免发生碰
撞事故。最好能够头戴照明灯，
看清前方路况，同时还能警示过
往车辆。 齐思哲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作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动的“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子活
动，“名家书名人”邀请到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舒炯，手书名家名作。

4月11日下午2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了舒炯的书法工作
室，在这间名为“心香山馆”的工作室里，舒炯用行草、魏碑行两种不同的字体，
书写了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的名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同时，他希望

“全才”杨慎通过“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活动被众人熟知，而身为
成都人的杨慎更应该入选“四川历史名人”。

《汉书》云：“王者以民人为天，
而民人以食为天”，自古以来，吃作
为民生大事，不仅仅是解决温饱果
腹，更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传承。
而对于消防部队而言，“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吃出战斗力”更是后勤保
障建设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为推动基层中队伙食管理工
作，提高炊事员的烹饪技能，让官兵
吃饱、吃好、吃营养、吃健康、吃出特
色，提高基层官兵的幸福指数，4月
12 日上午，成都消防支队举行一场
激烈的“厨王争霸赛”，来自东、南、
西、北和特勤等5个片区代表队进入
决赛，角逐五强。回锅肉共土豆丝
一色，麻婆豆腐与西红柿鸡蛋汤齐
飞，在满场飘香中，这场厨艺比赛顺
利决出胜者。

逐鹿备战
24支队决出“五强”

“厨王”争霸各显神通

在本次厨王争霸决赛举行前，
成都市各个片区的消防队伍已先进
行了一轮激烈的预选赛。

“这次的5个代表，都是从东西
南北和特勤大队众多队伍中‘竞争
上岗’的。”成都市公安消防支队宣
传科副科长向发说，根据规则，成都
市消防支队下属各个大队在前期选
派厨师参加片区选拔，最终每个片
区确定1名现役干部领队，带领3名
厨师参加支队决赛。

五个片区共计24组参赛者，最
终角逐出5组“准厨神”候选者，站在
了12日当天的比赛现场。

上午9点30分钟，争霸赛正式
开始。5支代表队的厨师们，磨刀霍
霍，大展拳脚。

香飘会场
规定菜+自选菜
刀工厨艺争锋

本次比赛，成绩从预决赛开始
计算。共包括规定菜和自选菜两个

科目。其中，回锅肉、青椒土豆丝、
麻婆豆腐、西红柿鸡蛋汤四道菜，是
每支队伍的必做菜品。此外，各代
表队还要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一个
菜品。

“笃笃笃……”比赛一开始，北
片区代表队的厨师立刻吸引了许多
人的目光。他要做的是道松鼠鱼。
只见他手挥菜刀开始片鱼，鱼片与
鱼片之间根部相连，并未完全切
断。渐渐地，他手下的鱼开出了一
朵花，锦簇可爱，

而5号代表队——西片区代表
队，也选择在自选菜环节做鱼。不
过，他们选择是“石锅爆鳝鱼”。其
做法是，先用滚油加热石锅以及下
面铺设的鹅卵石，再把七成熟的鳝
鱼放进去，慢慢煨熟。当最后一瓢
热油“嗤啦”一声淋上去时，会场上
立刻飘起一股诱人香味。

严格紧张
45分钟做完5个菜
浪费食材也扣分

五道菜，除了要烹制外，还必须
完整地走完装盘流程。紧张的是，

整场比赛只给了厨师们45分钟时
间。在这45分钟里，前期准备、烹
制菜品、摆盘装盘、清理料理台，一
样都不能少。

早上10点42分，北片区代表队
首先完成所有菜品，第一个举手示
意。而45分钟比赛时间结束后，场
上仍有2支队伍还在紧张作业。“请
场上的各代表队注意，超过 45分
钟，5分钟以下扣2分、5分钟以上扣

4 分，超过 10 分钟就会被取消比
赛。”主持人的提醒，让场上气氛更
加紧张。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比
赛的相关规定中，浪费食材也是扣
分项，可以说各项规定都十分严格。

10点51分，最后一支代表队完
成所有工作。至此，5支代表队在
55分钟时间内，完成了五道菜的制
作，包括一道自选“大菜”，完美体现
了成都消防队伍“快”的特点。

三位专业评审正在仔细品尝
参赛作品。

菜做好了，谁来打分？为了
让比赛结果公开公正，此次比赛
共设评委25人，由22名普通评委
和3名专业评委组成。

当天出现在“厨王争霸赛”现
场的专业评委，各个来头都不
小。他们分别是成都世纪城洲际
酒店行政总厨梁锐、四川世外桃
源酒店中餐及宴会行政总厨李
桥，锦江宾馆餐饮娱乐部宴会中
心副总厨兰峰。

而22名普通评委中，除了9
名成都市公安消防支队的党委常
委，其余13名大众评委都是现场
随机抽签决定。

上午11点，所有菜品烹制完
成以后，25名评委开始仔细品尝
5支代表队带来的25道菜，认真
为每道菜打分。除了考虑色香
味，创意、健康度也是重要的考核
标准。“这道菜刀功很好，不过有

点淡了……”“这个回锅肉做得地
道，不错不错。”在评委们纷飞的
筷子下，菜品的各项分数也逐一
出炉。

武能爬楼灭火 文能下厨烧菜

成都市公安消防支队举办“厨王争霸赛”

经过激烈角逐，上午11点50
分，“厨王争霸赛”结果出炉。

特勤大队代表队获得了创意
奖，北片区代表队获三等奖，东片
区代表队获二等奖。一等奖最终
被西片区代表队喜滋滋地抱回了
家。

“这次比赛的最终目的，是希
望通过比赛，不断提高部队伙食
质量、满足应急作战需求，为工作
提供坚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对于
举办此次“厨王争霸赛”的目的，
成都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喻平
文说，伙食管理看似小事，但却直
接影响官兵生活，关系官兵健康，

“要让官兵在完成繁重执勤任务
的同时，能够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吃得营养，吃出幸福感，这是
对伙食管理工作提出的新挑战和
新要求。”

除了提升厨艺外，举办“厨王
争霸赛”也体现了成都消防在加

强后勤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上下
的功夫。“厨师比武，竞赛并不是
最终目的，而是希望全市消防部
队以此次厨王争霸赛为契机，认
真研究新时期、新形势下消防部
队后勤建设的新思路、新方向，
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应全市消防
工作和部队建设的后勤保障新
路子。”喻平文支队长认为，后勤
工作涉及消防工作和部队建设
方方面面，必须有一支业务精
湛、作风优良的后勤人才队伍做
支撑。经过多年艰难探索和努
力，成都消防支队已经积累了一
流的硬件基础、优秀的人才队伍
和较为完善的保障制度，经受住
了多次急难险重任务的实战考
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才和
尖子，正是通过各类比武竞赛磨
练成长，脱颖而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受访单位供图

队伍建设
用比武选尖子 从厨艺促后勤

公开公正
专业评委来头大 大众评委随机抽

评委们正在品尝参赛作品。

比赛进行中。

舒炯书写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名家书名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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