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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期间
来蓉与小朋友见面

鞠萍，是中央电视台著名少儿节
目主持人、高级编辑，先后主持了中央
电视台名牌栏目《七巧板》《大风车》
等。目前，鞠萍姐姐还是央视少儿频
道金牌栏目《大手牵小手》栏目制片
人。从最初的《七巧板》到后来的《大
风车》，鞠萍姐姐多次捧得“金话筒”
奖，用自己的招牌笑容，给全国的小朋
友带来了快乐，陪伴了他们的成长，成
为许多孩子心目中最喜欢的主持人。

鞠萍笑声朗朗地向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说：“今年六一儿童节期
间，我有机会来成都与四川的小朋友
见面，心里很高兴，还将带着自己的新
书与成都的读者见面。”

据悉，鞠萍将于6月2日上午做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参加封面小读
者见面会暨恒大·六一公开课，与封面
新闻的小记者、小朋友见面。6月2日
下午2点至4点，鞠萍姐姐又将现身新
华文轩成都购书中心，举行“读者见面
会暨新书签售会”。

恒大地产集团四川公司购买了
100本鞠萍姐姐的新书《萍聚》送给小
朋友，并准备了小礼物，他们说：“孩子
是未来，希望借助这样的活动培养孩
子喜读书、爱读书的良好习惯。”四川
电视台主持人海光老师也将参加见面
会，就关于如何培养优秀的小主持与
鞠萍姐姐进行交流，华西都市报诵读
班、联海文化诵读的小朋友准备了精
彩的节目，将逐一展示。

携新书而来
展示一个真实鞠萍

鞠萍已经多年没有在成都公开露
面了。作为央视的著名主持人，鞠萍
姐姐深受观众喜爱，“用爱守护童年，
用心播撒希望”，2016年推出的《萍聚
——鞠萍姐姐32年童心之旅》一书，记
录了鞠萍的奋斗历程，也是鞠萍从业
32年的珍贵纪念册。全书以真切的情
感、真实的故事和细腻的笔触记录了
鞠萍生活的点滴，记录了一个爱唱爱
笑女孩的成长历程和心路轨迹，记录
了一个主持人微笑背后的艰辛，也记
录了鞠萍与观众的一段段情缘。鞠萍

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将自己的成长故
事，与父母、家人和朋友的真情实感，
以及成为少儿节目主持人之后难忘的
人、物和事娓娓道来，向读者展示了一
个真实而鲜活的鞠萍姐姐形象。

“我喜欢孩子，热爱我的工作，准
备将这一生都奉献给喜欢我的小观众
们。有人问我：‘等到年龄逐渐增长
后，是否要改做其他节目的主持人
呢？’我说：‘不，等当不了鞠萍姐姐时，
就改当鞠萍阿姨，将来还想当鞠萍奶
奶呢！’”这是鞠萍姐姐在这本书中写
下的一段话，2016年是她工作的第32
年，鞠萍姐姐仍然是70后、80后、90后
心中永远不老的“姐姐”，屏幕上的鞠
萍姐姐，用她那亲切的微笑和熟悉的
嗓音继续给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带来
欢乐。有她陪伴的日子，童年仿佛就
在昨天。

当鞠萍22岁第一次捧得奖杯时，
这个在屏幕上总是以微笑示人的女孩
竟对着镜头泣不成声。她说：“许多人
用无数次泪水换来了一次微笑，而我
却是用数不尽的微笑换来了一次泪
水。”然而，正如鞠萍姐姐所说的那样：

“微笑是幸福的，而流泪有时同样也是

一种幸福，而且是一种更深一层、更多
一点的幸福。”这位坚强努力的大姐
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
人要想事业成功，如果没有顽强的毅
力和不懈的奋斗精神，是万万不可能
的。成功，不会来自偶然，而是靠平时
一点一滴的积累和锻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猜法网女单冠军？
这是个高难度问题

法网历来是黑马的世界，这
里盛产“一满贯”（职业生涯只有
一座大满贯冠军），在罗兰·加
洛斯高傲地捧起冠军奖杯后，
他们不得不面对长时间的难以
突破和沉寂。很长一段时间，
李娜也曾怀疑自己是否会是法

网“一满贯”诅咒下的倒霉孩子，还
好，她最终在更爱的澳网夺冠。不
过，另一位华人大满贯冠军张德培
就没有如此好运，人生仅有一座大
满贯，就是青春期夺得的法网。

如今，奥斯塔彭科首轮出局，
让球迷们开始猜测这位小姑娘的
前途。一年前，奥斯塔彭科用她

“制胜分与失误齐飞”的进攻型打
法在法网一黑到底，一年后，奥斯
塔彭科依旧保持着她攻气十足的
打法，但是却因失误过多葬送了比
赛，首轮出局。

奥斯塔彭科的出局，让女单冠
军猜想难度更大，从博彩公司开出
的赔率看，乌克兰小花斯维图丽娜
和哈勒普夺冠呼声最高，紧随其后
的是科维托娃以及两届赛会冠军
莎拉波娃，然后才是产后复出的小
威。穆古拉扎、加西亚、贝尔斯腾
等小花种子又是另一个档次。从
前面的分析看，作为无冠小天后，
哈勒普已经拿到了三个大满贯单
打亚军，其中两个是在悲惨的罗
兰·加洛斯，作为世界第一、目前新
生代呼声最高的选手，她夺冠的呼
声也是最高的。哈勒普为网球的
付出相当大，当年震惊体坛的“缩
胸手术”后，哈勒普的职业生涯确
实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但始终难
以拿到大满贯冠军，可能这一次的
法网她会有所突破。

升级为妈妈后归来的小威，这
位无数次上演了“复出就夺冠”神
话的天后，这一次至少赔率不看好
她，之前她复出的好几场巡回赛打

得都不太理想，年龄这道坎儿看来
是小威必须突破的。至于莎拉波
娃，拼死能在第四轮遇到小威已经
是本次法网的成功，作为资深球迷
来说，或许看一次少一次、都不在
状态的“威莎对决”也算本届法网
女单的一大看点。

猜纳豆拒绝黑马？
他未必能撑到最后

和女子网坛在红土地诞生黑
马不同，男子网坛已经好几年没有
黑马了，而自从纳达尔时代以来，
罗兰·加洛斯就只有固定得主。曾
经有费德勒、德约科维奇的偶尔夺
冠，但不变的定律是，纳达尔十次
称霸。如无意外，今年的冠军还是
纳达尔，虽然他前两轮打得艰难，
从他手腕、脚踝、膝盖的各种伤势
看，纳达尔的敌人只有自己。他能
撑到最后，冠军也就没有悬念。从
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看，纳达尔夺
冠赔率排名第一，当红的兹维列夫

排名第二，不过两人的赔率差了差
不多六倍，也就是说，纳达尔夺冠
几乎没有悬念。

“费纳”成为2017年的关键词，
曾经辉煌而让男子网坛充满张力
的四巨头时代一去不复返，夺冠赔
率上德约科维奇排名第四，在兹维
列夫和蒂姆之后，可见这位塞尔维
亚天王如今的落寞。高芬、西里
奇、迪米特洛夫、锦织圭、阿古特、
德尔波特罗，这几乎就是男子网坛
前十的名字。这些面孔里，不乏小
鲜肉，不乏“老人儿”，但真正能屹
立不倒的，像四巨头一样撑起一个
时代的还是少。

纳达尔和费德勒都年过而立，
他们也在职业生涯的暮年做了最
聪明的打算，精选赛事、参加夺冠
把握大的赛事，成为一种他们的参
赛惯例。在这种氛围下，小鲜肉们
依然不能突破，2017年四大满贯到
2018年澳网，全部被“费纳”分走，
属于小鲜肉们的时代还遥遥无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六一儿童节 鞠萍姐姐来成都啦！
6月2日将做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与四川小朋友面对面

法 网 始 终 是 最 难 预 测 冠 军 的 大 满 贯法 网 始 终 是 最 难 预 测 冠 军 的 大 满 贯

“我一直很喜欢成都、喜欢四川。我期待着6月2日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小读者朋友见面！这次
从北京来成都新华文轩购书中心签名售书，心里很高兴。除了6月2日下午在成都购书中心签书活动，我们
还要录制节目。”5月3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电话采访了央视著名主持人鞠萍姐姐，她十分高兴地
表示，除了签名售书，还将在成都录制《大手与小手》，并邀请凉山的60个小朋友来成都参加节目录制。

谜之罗兰谜之罗兰··加洛斯加洛斯
卫冕冠军一轮游
下一匹黑马在哪？

这两天，俄罗斯世
界杯竞猜在刷屏，对法
国队高级黑的是某企
业，承诺法国队夺冠退
全款。而比世界杯更
难预测的，应该是本届
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
军。第二轮还没打完，
女单卫冕冠军奥斯塔
彭科已经“一轮游”，而
双手缠满了胶布的男
单卫冕冠军纳达尔，也
打得摇摇欲坠。

哈勒普、加西亚、
穆古拉扎、小威，还是
莎娃？女单冠军有可
能是她们中的任何一
个，也有可能任何一个
都不是，而男单唯一的
悬念，则是红土之王纳
达尔守得到最后吗？

5月31日，第二届京东文学奖正
式公布五大奖项获奖名单，通过评
选，《红豆生南国》《管家》《翼娃子》
《我在故宫修文物》《驱魔》5部作品
最终胜出，这些关注现实、表达人文
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受到了主流
文学奖和市场的双重认可。由京东
集团主办的京东文学奖，以2017年
出版的虚构类文学作品为评选对
象，旨在通过奖励优秀文学创作者，
推广普及优秀文化。

文学的机会来自于文学本身
流量入口的世纪性更迭，改变了

阅读和思考方式，纯文学的城池日益
被蚕食，文学创作正面临着流量经济
的巨大考验。随着第二届京东文学奖
的颁布，关于文学的讨论再次引发了
大规模的关注。

未来文学最大的机会还是来自于文
学本身。当前，内容经济开始步入高速增
长期，文学既有内部的积淀与迸发，又有
来自外部、来自市场的机遇和挑战。关

注现实、表达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品
受到了主流文学奖和市场的双重认可。

在第二届京东文学奖获奖名单
中，五部获奖作品横跨不同题材，创作
背景、写作手法、展现角度各不相同，
是全新而丰富的人文符号，也是新时
代下文学的代表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领衔的评
委团表示，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无一不
是在文学性、思想性方面达到较高标准
的优秀作品。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抑

或从人文关怀视野出发，无论是王安忆
的《红豆生南国》，还是玛丽莲·罗宾逊的
《管家》，都展现了非比寻常的人性光辉。

京东搭建好书与读者的桥梁

在颁奖典礼上，京东CMO徐雷回
忆了京东文学奖的来历：“八年前，京东
还是一家很小的公司，那个时候京东上
线了图书的品类，增速非常快，那时候
我心里就想，能否办一个文学奖。”徐雷
说，当时资源能力有限没有办，到了

2016年他再次想起这个事，于是付诸
行动。“我给同事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
不图任何商业回报，第二做最公正的奖
项，第三要做就做长期的。”

这个长期的文学奖正在影响着中
国人的阅读习惯。近年来，随着央视
《朗读者》、京东文学奖等接二连三出
现的阅读大事件，不断将大众吸引到
阅读的话题中来，给当下的“快”时代
带来了许多温情与韵味。

虽然国民的阅读规模在扩大，但

惠及全民的阅读时代仍然存在着许多
读者“没有书读”的窘境。如何在快节
奏的生活状态下选择一本有益于精神
的好书，越来越成为一个难题。

随着线上平台越来越成为用户购
书的首选，以京东为代表的大型零售
平台肩负着越来越多读者的信任。这
些拥有强大电商势能和大数据分析能
力的平台，成为了好书与读者之间的
桥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孟梅朱珠

王安忆《红豆生南国》折桂
第二届京东文学奖百万大奖揭晓：搭建好书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成都“街头艺术表演”常态化
第二批“领证”艺人上岗！

成都街头艺人在蓉城上线一个
月以来，各方好评如潮。5月30日下
午，“第二批街头艺人”共42名（组），
加入了街头艺术表演行列，恰逢首批
47名（组）艺人“试点月”即将期满，
两批街头艺人在成都市文化馆“胜利
会师”，分别进行了培训颁证和换证
仪式。据了解，成都街头艺人项目将
进一步走向常态化，更多的街头艺人
将参与到音乐之都的打造之中，而市
民欣赏到的街头艺人表演将更加多
样和精彩。

街头艺人将享受智能化管理

5月是“街头艺术表演”的试点
月，47名（组）街头艺人共在9个街头
点位开展了近300场演出，市民纷纷
为“街角遇到艺术”的美好体验点
赞。但是，“在试点过程中，我们也遇
到了安保隐患压力大、点位协调对接
不够及时和直接，以及难以全面满足
街头艺人对演出时段、点位的多方需
求等问题”，成都市文化馆相关部室
负责人介绍。

“尽管试点期间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处于探索阶段的街头艺术表演
得到了大家的包容和理解，更得到了
成都市政府和各级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成都市音产办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我们将一边加强联动工作
机制建设，一边优化对街头艺人的管
理和服务工作”。

在街头艺人管理方面，将实行
双积分制对上岗的街头艺人进行考
核，以期为市民提供更好的艺术服
务。成都市文化馆正在通过文化天
府APP开发街头艺术表演的智能化
管理模块，可以让街头艺人通过自
己的专属账号在平台上选择演出点
位、演出时间和时段，自主排期，实
现智能化工作管理，提高工作效
能。同时，该模块还将开设街头艺
人展示专区、街头演出TOP榜、演
出排表、街头演出视频、艺人直播等
丰富的功能，搭建街头艺人之间、街
头艺人与粉丝和社会机构之间充分
沟通的桥梁。

此外，基于试点月阶段街头艺
人、社会公众等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街头艺术表演将逐步增加339电视
台、少城视井等演出点位，时间上也
将不仅仅局限于周末，部分点位将
实现周一至周四的定点演出，同时
还将进一步扩大街头表演的艺术门
类。在不久的将来，成都市的市民
将在家门口欣赏到更多、更丰富的街
头演出。

给街头艺人更大的表演平台

在颁证现场，咪咕音乐有限公司
演艺事业部总监杨洋、酷狗成都地区
负责人张淼、腾讯音乐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凯等10多名相关企业负责人作
为嘉宾参加。他们不仅观看了街头
艺人的现场表演、聆听了大家的艺术
表演心得，更提出了众多有建设性的
意见。

成都市文广新局音产处处长王
丽祥介绍：“这些企业负责人此次
应邀前来，不仅是为了更加深度了
解街头艺人，还为了将来一同打造
更多的平台，助力成都音乐之都的
建设”。

酷狗成都地区负责人张淼表示，
“我们希望进一步为成都街头艺人赋
能，给他们更大的平台，包括唱片、直
播，甚至在平台上开辟专门通道”。
他还透露，下个月他们主办的大型活
动“音为蓉城”，就为街头艺人设置有
专门板块。

“组织一段时间的街头艺术表演
并不难，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个
平台能够留住优秀艺人，并让更多优
秀艺人积极加入。”成都市文化馆馆
长王健说：“我们着力思考的是如何
让这个平台更有价值。目前，我们已
经有了一些确切思路和举措。其中，
不仅包括搭建街头艺人与专业经纪
公司的沟通平台，加强媒体宣传推
广，给予优秀街头艺人奖励扶持，提
供免费优质的录音棚服务等，还有持
续为街头艺人提供免费的高品质音
乐节会观摩票，为优秀的街头艺人筹
备专场演唱会，推荐优秀街头艺人参
加知名汽车音乐节等各种节会表演
……”王健表示，希望通过持续的平
台搭建和打造，让街头艺术表演进入
良性发展轨道，为音乐之都建设耕耘
更深厚、更广阔的土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荷
实习生杨梦祺

中国金花王蔷职业生涯首次打进法网女单32强，她会成为一匹黑马吗？

夺冠呼声最
高的乌克兰小姐姐
斯维图丽娜，会是
那一匹黑马吗？

鞠萍姐姐要来成都过儿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