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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7月31日，由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主办，联海文化协办的2018“广场经典诵读”
走进杜甫草堂如期举行。四川电视台主持
人、四川省视协主持人专委会秘书长海光老
师，与20多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小读
者，一起聆听了杜甫草堂小小讲解员们的讲
解，并齐聚仰止堂交流了经典诵读。

现场聆听现场点评
杜甫草堂正门匾额上的“草堂”二字为清

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郡王所书写。小小讲解
员的第一站由此开始。每位小小讲解员任务
不同，王梓阳（诗史堂）、白皓天（少陵碑亭）、
邱月菡（茅屋）、刘丫莅、李进潇、邹忆昔（正
门）、赖紫嫣、胡润鑫、王晓沐协助，从正门到
大廨，穿过诗史堂，走进柴门，迈入工部祠，在
碑亭留步，在茅屋吟诵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让观者对诗圣杜甫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

每一位小小讲解员讲解完毕，海光老师
都进行了认真点评，比如：如何做到心中有观
众，如何让自己的音量提高，关照到更多的听
众，如何通过手势引领大家往前走。

诵读经典完善自我
听完讲解，大家来到古韵悠悠的仰止堂，海

光老师分享了主持与诵读的宝贵经验。小朋友
们争先恐后举手，提问如何克服紧张情绪，如何
记住诗文……海光老师说：“先不去想自己会不
会讲得不好，结果会怎么样，多想内容，只求耕
耘不问收获，心向外想不向内想。”

诵读环节，小朋友们依次诵读了《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赠花卿》等
杜甫的名篇或者和杜甫有关的诗篇。最后，
每位小朋友获赠了一本《杜诗全集》。

据悉，2018“广场经典诵读”还将走进武
侯祠博物馆，重温经典文化的魅力，探求经典
文化背后的情感共鸣。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将联合联海文化邀你“为爱诵读”，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为大赛准备了丰厚的奖金哦。

参与方式：
请您将录制的诵读音频以及姓名和联系

方式发送至hxjdsd@163.com。优秀的作品将
在联海文化上进行展播并投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德玉摄影报道

7月31日，成都国际网球赛在成都进入
了正赛的第二日比赛。首轮单打比赛全部结
束，中国选手张择、吴易昺、张之臻、夏梓皓闯
过首轮关，晋级16强。

由于亚运会的网球赛将于8月19日打
响，成都国际网球挑战赛之后就只剩济南的
一站挑战赛，因此这两站比赛也成为中国网
球男子国家队在亚运会前的一次宝贵练兵机
会，包括张择、吴迪、吴易昺等将要参加亚运
会的选手全部到成都参赛，国家队主教练姜
惟也来到成都督战。

主力战将张择胜了吴迪

吴迪与张择均为中国男网国家队主力球
员。吴迪是中国大陆男选手中首个拿下ATP
挑战赛冠军的球员，他曾蝉联三届全运会网
球单打冠军。2016年，吴迪在ATP成都公开
赛取得职业生涯巡回赛首胜。张择是公开赛
时代继潘兵之后第二位参加四大满贯单打资
格赛的中国大陆男子职业网球选手。首轮的
重头就在吴迪和张择之间进行的，结果张择
以7：5/6：2直落两盘战胜了吴迪。而在另外
一场中国德比中，吴易昺6：0/6：1横扫队友
高鑫。

张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吴迪是老队友
了，今年年初在日本输给了他，但是今天我们
两个人都发挥得不错，打出了一定的水平。
输赢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比较正常，为后面
的亚运会做准备。”

新晋国手吴易昺铆足劲

吴易昺去年在成都打了三次比赛，特别
是成都挑战赛期间打进了4强，刷新了自己
的最高排名，而后一鼓作气拿下了美网青少
年单打、双打的冠军以及上海挑战赛冠军。
今年第一次来成都参赛，对于这个熟悉的场
地吴易昺也显示出了极大的适应性：“去年在
这里打进四强，今年需要保分。但我没有把
这个看成压力，而是当作动力。”事实上，今年
九月的成都公开赛，吴易昺还将再次来成都
参赛。去年成都公开赛第一轮，吴易昺先赢
后输，他坦言在那场比赛中还是学习到了很
多东西，今年希望能够以不一样的心情和表
现来面对。

吴易昺也将跟随中国队奔赴印尼雅加达
参加亚运会，他表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我
很感激。第一次代表国家参加这种大型综合
运动会，对自己来说会是一次全新的经历，自
己一定会竭尽全力，希望能够为国争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广场经典诵读”
走进杜甫草堂

听谢涛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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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从事20多年“成都地
下秘密”探究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掘三部负责人谢涛，在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饶有兴
致地聊起了成都考古界的未解之谜。

老官山汉墓被盗之谜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模型，

为“成都造”高级丝绸提供了最有力
的证明，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
织技术的空白，同时出土的经络漆
人、简牍更是中华医学史上的重要发
现。就是这样一个保存完整、规模庞
大、随葬品繁多的汉代墓群，墓主人
的身份地位应该非常显赫，尽管如
此，也难逃下葬没多久就被盗墓的命
运。谁是盗墓人？

老官山汉墓中，出土了4座织机
模型的2号墓穴，只有一个盗洞，考
古人分析，最早的盗墓时间，发生在
墓主下葬之后不久，有3个非常充足
的证据。首先，椁石正中打了一个
孔，而椁石位于地下7米，说明盗墓
人对墓葬的位置非常清楚。其次，盗
墓贼盗取了墓穴南边的随葬品，而对
北边近在咫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
随葬品并不感兴趣。北边放置着陶
器、织机，在当时的人看来并不值钱，
可见盗墓人对墓穴随葬品的摆放也
了如指掌。

此外，2号墓穴只有一口单棺，
里面埋葬了一个女性，墓主人的骨架
并不在棺内，而是被拽出放在椁石中
间，说明随身佩饰遭到洗劫。然而奇
怪的是，考古人在棺材内并没有发现
一块人骨，整副骨架完整地保留在椁
石之中，包括最小的手指、脚趾都未
散落，这说明墓主人的筋肉还未腐烂
就遭到盗墓人的洗劫。

2号墓穴出土的织机模型，能够
复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样花样
繁多的图案，以及数量可观的漆器，
可见墓主人非富即贵。一个地位如
此显赫的人，没有后人守墓吗？为何

“入土不安”，刚下葬没多久就遭遇盗
贼，不得不令人怀疑，盗墓者很有可
能就是参与了埋葬的人。

蚕丛鱼凫埋在哪儿？
秦灭巴蜀之前，古蜀国肯定有个

政权存在于世，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
棺合葬墓、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基本
上就能确定那就是古蜀国的蜀王
墓。在此之前，文献上记载了那么多
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
等蜀王，他们都埋葬在哪里？成都考
古人一直在寻找。

成书于晋代、记载我国西南地区
历史的《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
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
次王曰鱼凫。”比如李白在《蜀道难》
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那么，古蜀王国是真实存在的吗？有
关古蜀初期蚕丛和鱼凫两代的记载，
只有史料中的寥寥数十字而已，他们
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人呢？

如果古蜀国存在多年，这一个政
权必然有许多皇亲国戚、大臣官吏，这
些人都埋在哪里？就像船棺一样，墓
葬就在那里，不远不近，等待考古人发
掘。文献上记载了那么多古蜀王，《华
阳国志》里带有神话色彩的杜宇等古
蜀王，到底有没有，是不是，在不在？

古蜀国的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
状态？到底有没有城，城又在哪里？
连宝墩遗址都有城的存在，谢涛推
测，古蜀国应该也有城，不管是防洪
还是军事用途，都应该在考古中有所

发现，可惜不管是城还是古蜀王都没
有找到。

唐代墓葬去哪儿了？
《资治通鉴》中形容扬州和成都

的富庶时说“扬一益二”，说明唐代的
成都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
一。然而在成都考古发掘工作中，汉
墓、五代墓、宋墓、明墓接踵而至，唐
代墓葬去哪儿了？

虽然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
盛时期，但令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的是，唐代墓葬在成都乃至四川都非
常少见，学术界一直苦于没有足够的
实物资料。在成都地区，能够准确定
性的唐代墓葬还不到30座。唐代的
成都平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生
活在这里的成都人，死后都埋葬在哪
里呢？虽然唐代时期，佛教的传入为
华夏民族带来了一种新的丧葬习俗
——火葬，唐代的火葬非常盛行，但
这么大一座成都，商业非常繁华，不
可能只有这么数十个人选择土葬。

与成都邻近的西安、洛阳，都有
大量唐墓出土，高官、平民墓穴应有
尽有，成都地区商业发达，人口应该
非常繁多，不可能没有墓葬。谢涛推
测，应该有一个区域埋葬着唐代的成
都人，只是现有的考古工作还没有揭
开那片神秘面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实习生曾贝佳 宋浩征

成都平原最早成都平原最早、、保存保存
最完整的人最完整的人骨来自哪里骨来自哪里？？

最早刻有最早刻有““成都成都””
铭 文 的 文 物 是 什 么铭 文 的 文 物 是 什 么
…………

最近几十年，成都地区
的考古成果不断揭开历史的
谜团。

不过，仍有一些未解之
谜令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
等待从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
中找到答案。

比如——

老官老官山汉墓为何下葬就山汉墓为何下葬就
被盗被盗？？

唐代墓葬去哪儿了唐代墓葬去哪儿了？？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成都国际网球挑战赛
国家队为亚运练兵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海光老师现场指导小小讲解员。

主创阵容强大，跨界顶级团队
今时今日，历尽一世情长。这是

一个英雄年代，一对时空恋人，一段关
于“爱”和“信念”之间选择的故事。

一切发生于四座古老公馆，空间
百年未变，时间进入定格。关于过往
的似水流年，都将一步步呈现于眼
前。昔日的鲜活气息，在今时今日一
一复苏：活色生香的公馆生活，咫尺间
的悲欢离合，真情实境，处处动容。

《今时今日安仁》主创阵容强大：
总制作人杨乐，视袭文化集团董事长，
旗下的君看文化亦是本次剧目的创制
方。杨乐是业界资深的跨界文化制作
人，曾担任央视《中国味道》《倾国倾
城》等栏目和演出的制作人和总导演，
并主持创作过《法门》《天鹅》等大型演
出和创新剧目。执行制作人、美术总
设计赵敏出身G20峰会团队，曾历任
金鸡百花电影节、亚洲艺术节等大型
活动的美术设计，同时也是近期
CCTV爆款节目《国家宝藏》的美术总

设计。剧目总策划芳懿，曾是四届央
视春晚的文艺总导演，除了参加央视
春晚策划及总撰稿，她还参与过北京
多个大型文化活动策划，策划的文化
活动，善于创新，时尚新颖，受到观众
和专家高度好评。

剧情神秘称奇，令人流连忘返
《今时今日安仁》的剧场，设立在

安仁古镇杨孟高公馆、刘元琥公馆、刘
元瑄公馆、陈月生公馆内，剧情精巧别
致，神秘称奇，令人留连忘返。在这
里，真实的四座百年公馆重构幻象空
间，保护完好的公馆建筑与全息境像、
裸眼3D、影像交互、激光矩阵、视觉装
置艺术等科技数字视觉影像完美结
合，让观众可以沉浸在古老公馆里的
鲜活气息中，感知故事里的活色生香，
光影中的似水流年。

据悉，《今时今日安仁》亦是中国
第一个实境演艺综合体品牌，剧目的
首演将标志着《今时今日安仁》整体品
牌的全面启动。项目对安仁古镇中杨

孟高公馆、刘元琥公馆、刘元瑄公馆、
陈月生公馆进行保护性、艺术性的活
化利用，结合白天和夜间的不同属性，
构筑起独特的、穿越时空的文化体验
空间。在不久的将来，活色生香的“大
型公馆实境体验剧”、集聚文化时尚生
活方式的“小微博物馆群”，以及当代
艺术三种文化表达形态将在这里跨界
融合，这将是一个“以戏剧、博物、艺术
为中心开启一切可能”的公共文化体
验地，并逐步成为中国最具趣味性的

“年代生活艺术馆”。

因剧而出彩，安仁古镇将大热
有关旅游专家表示，随着大型公

馆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的隆重
开演，因剧而出彩，安仁古镇很快将成
为旅游热点。

据了解，大型公馆实境体验剧
《今时今日安仁》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
三十年代的安仁，一段关于“爱”和“信
念”之间选择的故事。在民族危难之
际，天福会掌旗大爷刘雨知以代号“梅

花”的绝密身份，举全会之力投身国难
支援抗战，却遭兄弟背叛身陷险境。
生死关头，他的爱人梅晓梦，在自己的
大婚之日，用一场“血色婚礼”替自己
的爱人赴死，保他一世平安。用“爱”
成全了“信念”，把自己最极致的情感
献给了那个时代。

大型公馆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
仁》是由安仁华侨城与视袭文化集团旗
下君看文化，在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安
仁古镇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实境演艺
综合体。《今时今日安仁》二期项目正在
如火如荼进行。在这个浓缩了川西近
代史百年风云的“中国博物馆小镇”，在
中国最大的百年公馆群落中，一个基于
24小时365天持续运作的博物馆系统
与感官体验中心的大型集成空间正在
形成，请大家拭目以待。

万众期盼的大型公馆实境体验剧
《今时今日安仁》，将从8月3日晚开
始，每天在成都安仁古镇上演，给国内
外观众带来一流的视听文化盛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中国首部大型公馆实境
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将于
8月3日晚在安仁古镇隆重
开演。7月31日记者从安仁
古镇获悉，这台唯美、震撼、扣
人心弦的大型公馆实境体验
剧，是由G20峰会团队和央
视春晚的主创团队，集合国内
外青年艺术家和科技人员倾
力打造。

大型公馆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将于8月3日隆重开演

实境体验实境体验
神神秘安仁秘安仁

2001年，伴随着金沙遗址的惊世出土，成都考古步入了黄金时代。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老
官山汉墓等被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刷新了人们对成都历史的认知。

正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考古成都——新世纪成都地区考古成果展》，是这个夏天最为重
磅的展览之一，首次集中展示了成都商业街船棺葬、老官山汉墓、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等21世纪以
来成都地区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300多件/套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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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安仁》即将上演，安仁古镇“虚席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