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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演而优则导”，这几年跨界当导演
的演员不少，从歌手到MV导演也算常事，但
你看过歌手直接变身综艺节目总导演吗？如
果你觉得稀奇，那今晚浙江卫视vivo《梦想的
声音2》将带你感受一期由华语流行乐女歌手
张靓颖导演的节目，除了讨教顺序跟节目流
程统统变样，张导演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意
外惊喜？

张靓颖玩坏节目规则却掀高潮
上周主持人华少曾说这个节目是“没有

规则的”，本周总导演张靓颖可谓是把这句话
实践到底。导师们用“你划我猜”的方式猜出
各自的歌名，让现场立刻变成动物模仿课堂，
林俊杰现场学猫叫、羽泉组合猴子上身，在一
番爆笑中大家终于确定自己的歌单，没想到
任性的总导演连首位导师的演唱顺序也用大
家熟悉的“黑白配”小游戏来确定，华少都忍
不住调侃“这也太随意了吧”。

不过也正因为规则被打破，才让现场充满
意外惊喜，总导演张靓颖不仅用自己的特殊权
力更好地助力每个前来圆梦的讨教者，也不忘
乘机调侃一番身边的导师，更开玩笑要给林俊
杰的“铁刘海”打马赛克，首次上任就用随意
有趣的方法掀起现场阵阵小高潮。

谭维维用摇滚跳脱舒适区
本周大提琴演奏家欧阳娜娜也前来助

阵，跨刀为张靓颖演唱的《天真有邪》伴奏。
当悠扬的大提琴声与张靓颖充满磁性的嗓
音融合，观众只怕要陶醉在两人编制的音乐
世界里了。

神秘X导师谭维维这周也将在梦想舞台
突破自我，跳脱舒适区玩起摇滚乐，把张靓颖
为她选择的歌曲《城市船夫》融入民间音乐的
风格。张靓颖听完表示“控制不住自己的头，
想跟着狂甩”，原本还沉浸在火爆音乐氛围中

的现场，立刻变成一场关于刘海的讨论大会，
好不热闹。

林俊杰饶舌改编《我们的爱》
虽然拥有总导演身份的张靓颖在节目流

程与环节上花费不少精力，但身为导师，依旧
需要接受讨教。“睡衣”造型上场的她跟欧阳
娜娜罕见同台，拉着大提琴的美少女与诉说
着心事的知心姐姐，令现场秒变女生宿舍，似
乎是两个女孩子正用琴声与歌声，在把自己
的故事说给你听。

此外，一直在突破自我的林俊杰把飞儿
乐队《我们的爱》改编成饶舌歌曲，高潮迭起
简直要嗨翻现场；羽泉组合则再次挑战粤语
金曲《一生中最爱》让“粤语老师”林忆莲都称
赞这是听过最性感的粤语歌；本周带病上阵
的林忆莲让众人为她捏了把汗，不过就算支
气管发炎，情歌女王也会用另一种方式告诉
你，原来有些歌可以唱得这么“高级”。

想知道这期节目到底怎么玩，与以往有
什么不同吗？今晚浙江卫视vivo《梦想的声
音2》完整视频将在独家合作视频平台爱奇艺
播出，独家互动平台QQ音乐也将同步上线
节目中的歌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谭维维演绎摇滚风。

《梦想的声音2》张靓颖成总导演

谭维维玩转摇滚民乐

落下闳创建太初历
贡献太大了

“春不种，秋无收”“立夏勿下雨，犁耙倒
挂起”“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说到二十
四节气，一定会想到它在生产生活上的重要
作用。在古代诗人笔下，更有如“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
等诗句歌咏二十四节气。把二十四节气纳
入中国历法体系的，正是四川阆中人落下
闳。2017年，四川省启动实施历史名人文
化传承创新工程，最终确定10位首批四川
历史名人，落下闳就是其中之一。

落下闳是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太初历
的主要创立者。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
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他是世界天文学领域
一颗“灿烂的星座”。李约瑟还把落下闳所
处的时代的东西方天文成就作了一个比较，
共列出了十大成就，其中落下闳的成就有三
个，包括：编制《太初历》、提出浑天学说、发
明通其率。

落下闳是在历法上确定春节的天文学
家，老百姓还亲切地称他为“春节老人”。
2004年9月1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
名为“落下闳星”。蔡少波告诉记者，川剧版
《落下闳》将围绕落下闳创建太初历的跌宕
起伏的过程展开，讲述他对世界天文学、对
农业生产、对人民生活的贡献。

用川剧讲川人故事
更有表现力

“落下闳是四川阆中人，川剧是四川最
有特色的地方剧种，乡音话乡情，用川剧讲
述四川人的故事，更能有表现力。”蔡少波初
识落下闳，是源于自己在阆中的川剧粉丝，

“他们给我讲了落下闳的故事，特别感人。
后来我们又几次到阆中拜访研究落下闳的
专家，被他的科学精神感动了。”为了让更多
人了解落下闳，蔡少波决定以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川剧形式，把落下闳的故事搬上舞台，
“用新的演绎方式演绎四川历史名人。”

为了创作《落下闳》的剧本，蔡少波和吴
泽地多次到阆中采风，就连当年落下闳观察
天文星象的地方，他们也多次造访参观，只
为更贴近历史人物。“其实关于落下闳的历
史资料并不多，这是创作的双刃剑，资料少
可以让我们在创作中多一些发挥，但我们也

怕创作失实。”
目前，《落下闳》的初稿已经经过了7次

修改，但蔡少波还不满意，“还需要邀请专家
学者来探讨指点，要把《落下闳》打造成一个
有啃头也有看头的剧。”据悉，该剧将由蔡少
波领衔主演，预计将于今年10月和蓉城观
众见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1 月 11 日，2018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
开幕首日，由新华文轩旗下四川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新书《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
在北京国际展览馆1号馆的四川出版展
厅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著名诗人吉狄马
加与《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主编之一、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北京大学法语系主
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董
强，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诗歌评论家汪剑
钊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朗诵，吸引了众多参加
展览的读者目光。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狄马加
的诗歌与世界》共有80多万字，收入了阿
多尼斯等世界多国重要的诗人、学者、评
论家对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赏析和评论，
多角度解剖了这位优秀的彝族诗人诗歌创
作的特点和成就。全书采用中文与外文对
照的方式排列，汇集了包含英语、德语、俄

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斯瓦
西里语等在内的18种文字，54个版本信
息，无论从语种还是容量来说，都是一本
超级厚重的“大书”。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吉狄马加说：“这
是国际诗人对近20年来我的诗歌评价的
总汇。我觉得这不只是对我个人诗歌的
一份鼓励，更将之理解为是对中国当代诗
歌的关注。诗歌作为人类最古老优美的语
言之一，必将在未来世界里发生更重要的
作用，成为全世界人民精神沟通的桥梁。”

201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是党的十九
大召开后，图书出版发行界的第一次盛
会。经过30多年的沉淀和成长，北京图书
订货会已成为每年开年之初规模最大的一
次，为出版、发行、经销单位和读者之间搭
建沟通、交流与交易平台的华文图书盛
会，是中国出版的风向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
京现场报道

“春节老人”落下闳

四 川 历 史 名 人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工 程

在川剧舞台
“活”起来

落下闳纪念馆门前的雕像。

《201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在京首发

机器人小冰
位列“00后十大诗人”
1月11日下午，《201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

首发式暨诗歌朗诵会，也亮相2018北京图书订
货会的现场。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机器人小冰
的诗作也被收录其中，小冰被编选者评为

“2017年度00后十大诗人”之一。
2017年，机器人小冰写诗、出版诗集，引发

诗坛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触发了包
括诗人、科幻作家、科学家在内的各界人士对人
工智能、诗歌本质的深入探究和思考。作为
《201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的编选者，同时也是
一名当代诗坛在场的诗人，诗歌观察家、调查者
周瑟瑟提到，小冰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人类想象
的诗意空间，诗歌之所以能够让人获得精神的
能量，是因为诗歌充满了对未知的想象，小冰是
人类对求知领域想象的结果。“我将之归于00
后诗人，可能会引起争议，但人类发展到现在，
中国新诗一百年了，请给小冰一些宽容，请尊重
人类的智慧，诗无所不在，机器人也有权利写
诗，不要剥夺其写诗的自由，不要以人类为中
心，不要不相信未来。”周瑟瑟这样说。

周瑟瑟还透露，有读者此前表示，期待看到
机器人小冰出现在首发式现场，因为小冰入选了
00后年度十大诗人。在活动现场，周瑟瑟也转达
了有关方面的回复，“机器人太大，未能前来参加
首发式，只有等合适的时机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北京现场报道

追 涨 杀 跌

区块链火爆

白 杰 品 股

挑战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

冲高震荡，收盘微涨，你怎么
看？

答：受益于金融股回升，
沪指收出10连阳，超出多数
人预期，盘面上，次新和区块
链板块遭遇疯狂炒作，相关
龙头个股如贵州燃气再度2
连板，而易见股份已经4连
板。截至收盘，两市涨停54
只，无一只个股跌停。技术
上看，沪深股指盘中再度考
验5日均线，但最终再度刷
新近期收盘新高，但日线
MACD指标红柱继续缩减；60
分钟图显示，虽然收盘仍收
于5小时均线之上，但60分

钟MACD指标继续保持死叉状
态。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明显减少，各期指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增
加。综合来看，由于市场明显
缩量，在存量资金博弈的市场
里，此消彼长的道理大家都懂，
从形态来看，沪指将在周五挑
战11连阳的历史纪录。

资产：周四按计划没有操
作 。 目 前 持 有 南 山 控 股
（002314）20万股，维格娜丝
（603518）4 万股，工大高新
（600701）11万股，启迪桑德
（000826）1.5万股。资金余额
3821249.22 元 ，总 净 值
7513199.22元，盈利3656.6%。

周五操作计划：南山控
股、启迪桑德、维格娜丝拟持
股待涨，工大高新拟先买后
卖做差价。 胡佳杰

易见股份（600093）：1
月11日涨停，连续4个交易
日涨停。区块链概念继续火
爆，壹桥股份、安妮股份、易
见股份等个股涨停，恒生电
子、广电运通等个股涨幅超
过5%。有统计显示，2018年
以来，区块链指数上涨幅度
超10%，在所有概念板块中涨
幅居前。易见股份、壹桥股
份、四方精创、安妮股份等个

股的涨幅超过20%。
蓝帆医药（002382）：1

月11日涨停，连续4个一字
板涨停。公司拟通过一系列
收购，从而实现间接持有柏
盛国际93.37%股份。柏盛国
际主要从事介入性心脏手术
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蓝帆医疗本次拟通过控股柏
盛国际进入全球介入性心脏
手术领域，实现向高端医疗
器 械 及 耗 材 领 域 转 型 升
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上交所发函质疑蹭热点

所谓区块链，就是一种
特殊的分布式数据库。如果
把数据库看成是一个大账
本，目前是各自记各自的账；
而区块链却像是一个相同的
账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账
本，这样就确保了账本记录
过程是公开透明的。由于没
有中心化的中介机构存在，
让所有的东西都通过预先设
定的程序自动运行，还能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

目前，已经有不少上市
公司涉足于区块链业务。

2017年4月初，易见股
份宣布，推出基于区块链的
医药采购供应链金融服务平
台，合作方为IBM。壹桥股
份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壕
鑫互联于近期推出全球首款
区块链电竞加速基础服务
——壕鑫竞斗云，是电竞娱
乐智能终端，能够给用户畅
享区块链技术带来电竞泛娱
乐体验。

然而对于个股蹭热点的
行为，上交所态度非常强硬，
1月11日，上交所就媒体报
道的游久游戏“蹭区块链热
点，信披存疑”的情况发问询
函。上交所指出，公司前三
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均高比
例质押，公司发布区块链相
关内容，是否为主动迎合市
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上
交所要求公司自查并说明未
以公告形式在指定媒体披露
上述内容的行为是否违反相
关规定；说明前述有关区块
链业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也有不少公司撇清了与
区块链的关系。

高伟达表示，截至目前，
公司在2017年的业务收入
中并未有关于区块链技术的
研发成果而直接产生的业务
收入。暴风集团称，全球首
个BCN区块链基础服务平
台暴风BFC播酷云由北京
暴风新影科技有限公司推
出，后者不属于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子公司。

三五互联、汉王科技、浪
潮信息、电连技术等也表示，
暂未涉足区块链或应用领
域。

历史上连阳过后波动大

据统计，上次沪指收出
10 连阳是在 2015 年 3 月。
以史为鉴，沪指在10连阳后
将如何走呢？从统计中可以
看出，8、9连阳发生后，未来
1年指数波动很大，大涨或
者大跌的概率都很高。

对于后市，湘财证券认
为，短期市场出现预期中的
震荡，不过在震荡过程中，不
管是次新股还是白马股，都
是板块内的龙头股表现最强
势，再次诠释了擒贼先擒王、
买股买龙头这个亘古不变的
道理。

操作上，巨丰投顾表示，
元旦节前以及近期有加仓和
建仓的，建议短期逢高减持，
耐心等待指数回调的低吸良
机。此外，可继续关注成长
性良好的超跌股以及个股的
年报行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朱雷

平纪录！
沪指罕见十连阳

发问询！
上交所质疑区块链炒作

1月11日沪深两市股指双双小幅低开，沪指整体
处于震荡整固的状态，最终收出十连阳，追平A股

历史上的最大连阳纪录，上一次的十连阳，发生在2015年3
月24日牛市火爆行情中，上证指数当时实现了“十连阳”行
情，此后一月内上涨19.71%，然后加速奔向5178点大顶。
这意味着，剔除早期数据，十连阳与历史最高连阳纪录打平。

区块链概念，成为这波十连阳中被“炒爆”的题材股。1
月10日，区块链概念掀涨停潮，易见股份、游久游戏、广电运
通和四方精创等10只个股涨停。1月11日，区块链概念继
续火爆，壹桥股份、信雅达、科蓝软件等8只个股涨停，高伟
达、飞天诚信等个股涨幅超过5%。

制图 高翔

1 月 11 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获
悉，为了让文化传承

“活”起来，让历史名人
的故事为更多人所知，
该院副院长、国家一级
演员蔡少波，联合知名
编剧吴泽地共同创作
川剧《落下闳》，用四川
特有的艺术形式，来演
绎四川历史名人。

四川出版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

《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