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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近历史名
人，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他们留下的宝贵
精神财富，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
办、省教育厅、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四川日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
四川省青少年文联协办的2018首届青
少年“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活动，已
于9月中旬正式启动。

截至11月30日征稿结束，活动组委
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青少
年书法作品和国画作品五千余幅。据统
计，参加活动的四个组别中，即小学生A
组（1-3年级）、小学生B组（4-6年级）、
中学生组（初中、高中）、大学生组，投稿
最多的组别是小学生B组，作品数占参
赛总数的47.8%。也就是说，将近一半
的参赛选手，集中在4-6年级。这些作
品中，有人为十位四川历史名人画人物
像，也有人结合他们的诗词文章意境写
景、造像，还有人挥毫书写十位历史名人
的名篇、名句，在书香墨韵中感受四川文
化的精髓之处。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李白
《月下独酌》中的千古名句。描写诗人在
月夜与“我外之我”的影子及月亮一同畅
饮的情景，以奇特的构思、浪漫的想象，
深刻地表现出诗人的独斟独酌情景。11
岁的张若水，就通过作品《邀月》将这一
场景绘于纸上：树下一壶美酒，大诗人李
白举杯向天，邀请明月对饮。

张若水爸爸告诉记者，她五岁开始
学画，一直坚持国画创作。“她对传统文

化很感兴趣，尤其是古诗词。学校举行
的一些飞花令、诗词大会活动，她都比较
拔尖。”因为喜欢古诗词，所以在根据历
史名人诗词进行国画创作时，张若水很
自然地将自己的理解画进作品。“学习国
画对她的审美很有帮助，通过画画把自
然的美、人间的美、诗词里的美展现出
来。”

和张若水一样，11岁的李梓萌也选
择为李白的故乡江油画像。作品《江油
李白》中，高山、流水、远亭、近屋……以
及右上角题写的“旧是谪仙栖隐处,恍闻
昔日读书声”，都展现了李梓萌对李白故
里的理解。“这是他自己选的题材，创作
了很长时间才完成。”李梓萌妈妈表示，
作为成都本地人，孩子从小就对四川历
史名人有一定的了解。“他学画启蒙很
早，学了五六年了。之前一直画写意，这
两年开始接触山水画。通过参加这次书
画传习活动，他更进一步接触、理解了历
史名人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参赛选手中，还
有来自韩国的书法爱好者——10岁的朴
芝贤。据悉，因为爸爸妈妈在成都工作，
朴芝贤从小就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喜欢毛笔书法。这次，她手书苏轼
的《题西林壁》，在书写的过程中，细细品
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
景。在书法老师眼中，“朴芝贤跟普通中
国小朋友差不多，中文还挺好的，有些时
候还能从不一样的角度提出一些有趣的
问题。”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率领华夏先民
走出洪荒的大禹、
为天府之国引来万

世不竭活水的李冰、把名字
刻在星空之上的落下闳、有
着古蜀“百科全书”之称的
扬雄、完美诠释了“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用
一块无字碑“记录”空前绝
后的武则天、伟大的浪漫主
义诗人李白、把最美时光和
诗留给四川的杜甫、“不可
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
之远”的杨慎……作为首批
十位四川历史名人，他们承
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
品格，闪烁着四川人民独特
的气质风范。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征稿结束

五千余幅青少年书画作品参赛
连韩国小朋友也来参加了

1975年出生的张鸥影，18岁就入
选了中国女足国家队，开启了自己的
国 脚 生 涯 。 虽 然 未 能 赶 上 1994
年-1996 年的三届大赛，但从 1998年
开始，她就成为了中国女足的主力成
员。随队征战了包括1998年曼谷亚运
会、1999年女足世界杯以及1999年女
足亚洲杯等多届大赛。2007年世界杯
在中国本土举办，张鸥影在组队的最
后阶段回归国家队，这也成为了张鸥
影在国家队的谢幕演出。

作为一名前锋球员，身披7号战袍
的张鸥影在入选国家队伊始，便展现

出了极其出色的天赋。她的速度和爆
发力，在当时的中国女足运动员中是
极其罕有的。在前锋线上，她依靠自
己的速度优势和门前嗅觉，成为了中
国女足摧城拔寨的重要武器，为中国
女足打入了超过20粒的进球，是一名
非常出色的前锋球员。

2007年，她作为一名32岁的老将，
回归国家队和球队一起征战在本土的世
界杯。最终中国女足在1/4决赛中不敌
挪威，无缘八强。赛后，张鸥影含泪走过
混采区，对于失利她非常不甘心，在采访
中她回顾了1999年世界杯中国女足拿

下亚军时的不易，勉励年轻球员能够继
续走下去。

2007年10月21日，张鸥影和38岁
的美籍丈夫爱迪在她的家乡张家口举
行了一场中式婚礼，婚后两人育有一子
一女。

退役后，远在大洋彼岸的张鸥影一
直心系中国女足，她在美国从事足球教
育工作，也曾多次回国参与青少年足球
活动。今年3月，在带女儿回石家庄时，
因胸部剧痛被120送往医院，随后辗转
到北京肿瘤医院进行检查，被确诊为肺
癌。医生评估，后续医疗费用高达250

万元人民币。
美国方面给张鸥影提供了最好的治

疗方案，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她在美国所
在的非盈利俱乐部在当地发起了募捐。
孙雯等老女足队友也为其在国内筹款援
助。美国著名的众筹网站上，网友还为她
制作了专门的页面介绍，方便更多人了
解、帮助这位老女足队员。

遗憾的是，12月2日早上7时47分，
张鸥影最终还是没有战胜病魔，永远离
去。玫瑰凋零，愿她在天堂能够再次绽
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1986年生于四川泸州的七堇年，在
单亲家庭长大。母亲是一名大学老师，
一人含辛茹苦把她培养成人。母亲在她
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给予了毫无保
留的爱，同时也有超乎常人的严厉。内
心敏感细腻的七堇年，有着不同于同龄
人的成熟。

她一直怀有一颗文学的梦，在高中
岁月，就她利用晚自习时间写下了一篇
篇优美的文章，并凭借《在路上》一文获
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如今已
步入而立之年，七堇年对“少作”《被窝是
青春的坟墓》进行了逐章逐节全新修订，
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再版。

12月1日，七堇年在成都言几又书
店，举行了一场读者分享会，分享了自己
的写作、成长与感恩。

修订“少作”展现绚美青春风景
七堇年的文学梦萌芽于高中时期，

高中时凭借《在路上》一文获得了第六届
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7年11月
出版的首部随笔集《被窝是青春的坟
墓》，收录她高中时代的《远镇》等作
品，还有后来写作的《灯下夜祷》《薄
奠》《流景闲草》等。在这部书中，她用
精致个性的语调气韵，写出青春期的
叛逆与迷惘，其中有年少岁月的荒诞

与无羁，也有美好年华的友情与温暖，
引发大量青少年共鸣，畅销多时。

10年之后，进入而立之年的七堇年
对《被窝是青春的坟墓》这部“少作”进行
了逐章逐节全新修订，由四川文艺出版

社再版，还收录曾发表在《最小说》上大
受好评的中篇小说《少年残像》，更加完
整呈现那绚美残酷的青春风景。

新的反思用笔表达时代忧思
近十年来，七堇年的写作不断趋于

成熟，小说多次发表于国内顶级文学
期刊《收获》《人民文学》等，并逐步开
始涉及编剧、翻译等领域。她相继推
出了《澜本嫁衣》《平生欢》等长篇作
品。

2018年4月，七堇年出版了自己的
第四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无梦之境》。这个小说故事设定在
一个模糊的未来时代，以基因技术、人工
智能、虚拟在线社交的极致为典型特
征。她将重心放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家庭关系的同时，也对技术发展
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忧思。可以看出，七
堇年的写作正努力摆脱过去的青春写作
的痕迹，下笔更加冷静，感情更加节制，
她也正尝试与过去的影子告别。然而，
她并不是以决绝的方式，“新作与青春成
长的特色一脉相承，只是站在三十而立
的关口，我会对成长有新的反思。”

感恩成长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七堇年乖乖听母亲的话学钢琴、绘

画等。中学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
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香
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专业，获硕士学
位。如今是一位专职作家的七堇年，
自言是“避世”的人，早上写作，下午锻
炼身体，晚上看书、看电影，“简单的老
年人生活”。社交并非她所热衷的事
情。她也很少参加作家的聚会，“其实
我日常来往的很多朋友，都是来自其
他行业的人。跟他们交流，大家从事
的工作不同，反而话题会很有趣。如
果同行见同行，很多时候，我不太知道
聊些什么。”

随着 80 后一代青春文学作家都
进入熟年，七堇年也很感恩自己当下
拥有的一切，不忌讳年龄，“少年时光
本身很好，但没有任何人能永远不长
大。在写作上，大部分80后作家没有
局限在某一个类型之下，大家都在各自
成长，渐渐成熟、慢慢进步。在生活中，
同龄人写作者都各自深入各自的生活，
有的进入大学教书，有的出国，有的结
婚生子。我也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
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对生活有了自
己的掌控度，写自己喜欢的东西。这
是值得感恩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荀超）这两天，
成都锦江剧场人气爆棚。上下两层的
观众席中，既有头发花白、看了几十年
川剧的老戏迷，也有首次走进剧场、青
春靓丽的年轻观众。齐聚这里，他们有
着共同的目的——观看谍战题材川剧
《天衣无缝》！

由《伪装者》编剧张勇亲自操刀、修
改升级的红色谍战传奇川剧《天衣无
缝》，讲述了红色特工“烟缸”在成都营救
了被捕的地下党资历群，二人与敌人博
弈周旋、斗智斗勇，在共同的战斗中收获
了爱情。但当真正的“叛谍”浮出水面，
石破天惊。

其实，早在11月6日，川剧《天衣无
缝》就曾在成都举行首演，容纳1500人
的锦城艺术宫座无虚席，叫好声掌声不
断。翌日的专家座谈会上，戏剧界业内
人士也从剧本创作、演员表演、音乐舞
美等方面肯定了《天衣无缝》。随后，他
们还就其中的一些瑕疵给予建议。

12月 1日、2日，作为 2018年“荟
萃蓉城”精品剧目惠民展演的重要演
出之一，再次登台的川剧《天衣无缝》，
是在吸取戏剧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的
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加工调整。与
首演相比，《天衣无缝》剧情更加完整，
细节更加完善，尤其结局部分也做了
修改。不少看过首演的戏迷表示，“再
看一遍获得不少新感受”。也有观众
直言：“看完两个小时的川剧之后，更
加期待电视剧的播出。当然，在开播
之前，要先去读一遍张勇的原著小说
《贵婉日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恩湖）12月
1日，留学美国的90后成都女孩马维思
的《建筑与城市摄影》展览，在成都锦绣
街七号附4号的“一介画廊”开展。

走进马维思的《建筑与城市摄影》
展览馆，近百幅作品呈现在眼前。这些
摄影作品地域跨度很大，从美国纽约到
日本东京，令参观者十分震撼，唯美、黑
白之间，有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

马维思展览的作品分为四个系列：
时间、生活、距离、死亡。每一个主题都
带着作者独到的视角，将纽约与东京拍
摄的照片对比成列。每一幅作品都很
好地表达了城市、文化的惊人差别，让
人感叹作者对城市建筑的细腻而又深
刻的认知。

马维思介绍，她是成都女孩，几岁
时开始学习绘画，师从本土成都知名画
家黄振国先生，高中起沉溺摄影，后来
师从世界摄影大师Attali Henrietta博
士；她还当过模特儿。几年前留学美
国，开始学习建筑设计，曾就职于日本
设计大师伊东丰雄事务所、石上纯也事
务所。目前，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
在读研究生。

对于回成都办展的初衷，马维思告
诉记者：“我在纽约念书，在日本东京工
作，对成都一直深深眷恋着。成都是非
常包容的多元文化城市，我把不同国家
的文化差异，通过摄影作品来表现，并
且放在成都举行，也是向家乡人汇报我
的留学成果”。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12月 9
日。

四川历史名人书画传习季
2018 首 届 青 少 年

铿锵玫瑰

凋谢
前女足国脚张鸥影因肺癌去世

当青春文学作家步入而立之年
七堇年：反思成长感恩成长

12月2日，足球圈传来
让人扼腕的消息，一朵铿锵
玫瑰早早凋谢，身患肺癌的
前女足名将张鸥影未能战
胜病魔，最终不幸去世，年
仅43岁。

张鸥影是中国女足黄
金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跟
随中国女足拿下了1999年
世界杯亚军，并且在作为主
力球员参加了2000 年悉尼
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
以及 1999 年-2007 年三届
世界杯。

留美90后成都女孩马维思
《建筑与城市摄影》在蓉开展

修改升级再登台
谍战川剧《天衣无缝》

人气火爆依旧

韩国小朋友朴芝贤作
品《题西林壁》。张若水作品《邀月》。

12月1日，七堇年在成都举行读者分
享会，分享了自己的写作、成长与感恩。

女足名将张鸥影病逝，铿锵玫瑰早早凋谢。（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