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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助力
超两千万网友打call

历时八个月的评选时长、涵盖
六百多个文化地标的获选名单、破
两千万的网络投票数……“天府十
大文化地标”活动自开展以来，就在
大众中引起了轰动。不少网友为了
能让家乡的文化地标上榜，纷纷化
身“自来水”，不仅每日参与投票，还
转发到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号召亲
朋好友来助力。

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天府十大
文化地标”活动还获得了川内众多
文化名人、明星艺人打call。学者
流沙河、著名诗人梁平、当代著名辞
赋家何开四、“巴蜀鬼才”魏明伦、演
员刘晓庆、歌唱家廖昌永等，都纷纷
化身蜀地文化代言人，为活动建言
献策，推荐心目中的文化地标。

拜春节之源，到阆中过年”。春节
文化发源地、春节老人故乡——四
川阆中，今年春节将增添新的打开

方式：5G首秀！1月26日晚7时，第二届
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将在阆中开幕，封
面新闻在向全球观众直播的同时，将与中
国联通一起，现场打造四川首个5G+VR
全景体验。联通5G邂逅融媒体，千年古
城文明与现代信息科技文明元素碰撞，带
观众畅游年味儿十足的阆中年。

18大活动
带你畅游春节发源地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隆重的

传统节日。这个节日与四川有着底蕴
深厚的历史联系。西汉时期，巴郡阆
中人落下闳编制了太初历，恒定了春
节，中华民族才有了过春节的习俗。
落下闳因此被誉为“春节老人”，阆中
也被称为中国春节发源地。

第二届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
有民俗文化大联展、阆苑仙葩迎春灯
会、海内外家庭阆中过大年等18个年
庆活动。整个博览会从1月26日持续
到2月19日，将是一场“年味最浓、时
间最长、舞台最大、传承最广”的春节
文化盛宴，将让人们充分感受到春节

发源地浓郁的新春气息和传统文化的
无限魅力。

5G+VR体验
打卡最具年味的阆中年
活动现场，中国联通利用与华为

联合建设的5G网络大宽带和低延时
特性，将和封面新闻联手推出四川首
个基于5G网络的8K高清视频和VR
视频直播试点，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在

“观众席”上直击阆中开幕式现场，自
由选择想看的角度，还可以现场体验
5G的高速和畅达，享受“飞”一般的感
受。这是阆中这座千年古城的5G首
秀，千年古城文明与信息科技文明首

次碰撞，带全球观众畅游春节源、感受
阆中年。

2018年11月，封面传媒与联通启
动全面战略合作，打造全国首个融媒
体中心解决方案“沃·封面”。同月，中
国联通和阆中市政府联手，共同打造

“数字阆中”，高起点推动数字阆中城
市建设。封面传媒作为中国联通战略
合作伙伴之一，全力以赴参与数字阆
中建设，包括共同构建“数字阆中·智
慧旅游”新格局，积极宣传阆中文旅资
源，实现阆中丰富的旅游资源数字
化。这次全新的5G融媒直播，加上
VR全景式沉浸体验，将有力地带动全
球观众打卡最具年味的阆中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第二届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期间，阆中将举办阆苑仙葩迎春灯会。张晓东 摄

周五，澳网赛场升起了五星红旗，
上一次则要追溯到 2014 年李娜夺
冠。作为中国女网“五朵金花”之后略
微尴尬的“小花”，刚刚迎来30岁生日
的张帅收获了最好的礼物，她也成为
比肩郑洁、晏紫、李娜、孙甜甜、彭帅的
第六位内地大满贯冠军。

仅次于五朵金花的张帅，职业
生涯走得并不如意。2009年中网，
她曾横扫世界第一萨芬娜，一战成
名。那时人们无比期待这位小将能
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在中国还没有拥
有单打大满贯的时代，任何一次微小
的突破都弥足珍贵。

2011年法网，随着李娜在罗兰·
加洛斯捧杯，中国网球被拉升到一个
新高度，摆在张帅等小花面前的，是难
以逾越的“遗产”。

而到李娜退役时，张帅正在经历
另一个低谷——大满贯一轮游，在
2016年来到澳网时，她已经遭遇了连
续第14次一轮游。

那一年张帅的“剧本”如果又是一
轮游，大概就回家退役了。好在退无
可退的她终于捅破了窗户纸，冲过首
轮后仿佛变了一个人，第二轮、第三
轮、第四轮，她一直杀到了澳网八强，

这是李娜退役后中国金花的第一次，
带给球迷不小的惊喜。

14次一轮游，从张帅曾经的耻辱
变成一个标签，她也赢得了“励志姐”的
称号，赢爽了的她也继续着网球生涯。

当然，打开了这扇窗，并不意味着
张帅从此一路顺风。2018年雅加达
亚运会，她在女单决赛中不敌卫冕冠
军王蔷，颁奖典礼上她哭了。29岁的
张帅或许没有下一个四年，或许下一
个四年进不了决赛。

2019年澳网期间，30岁的张帅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想保持那份
单纯，做想做的事，坚持想要坚持的梦
想。而闲暇之余，她的爱好是听一听
周杰伦的歌。

25日这一天，张帅终于圆梦，捧
起了大满贯奖杯，她感到无比幸福：

“这是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我在前进
的道路上得到了太多的帮助 。”

为中国内地金花拿到第八座大满
贯冠军奖杯，成为继五朵金花后又一
位在大满贯冠军杯上刻上名字的中国
选手，一路走来，张帅最需感谢的是自
己这么多年来的坚持，以及那颗百折
不挠的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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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两千万网友打call

候选“2018四川十大年度文化大事件”

今晚看阆中古城5G首秀
第二届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开幕

封面与联通将联手打造四川首个5G+VR全景体验
首次在大满贯赛事女双加冕

澳网夺冠 张帅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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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庄，20世纪巴蜀画坛巨匠。他
涉足巴山蜀水，着墨最多的是最普通、
最常见的村舍溪流、草虫花卉、风土人
情。此前在拍卖市场上，其作品至少是
每平尺25万元的高价。如今，四川人
在家门口就能围观陈子庄真迹了。

1月25日，吴凡、任启华捐赠陈子
庄作品展亮相四川博物院。此次捐赠
是川博继张大千家属捐赠、李一氓先生
捐赠后，接受的第三次重大捐赠。

这批捐赠品共213件，其中包括陈
子庄书画作品、亲笔书信、便条、学生
代笔书信百余件，以及其他著名老一
辈巴蜀书画家诸如冯灌父、吴一峰、伍

瘦梅、晏济元、周抡园等人的作品，还
有陈子庄先生拓制或收藏过的拓片，
任启华先生手拓的皖北汉墓拓片以及
与研究陈子庄艺术相关的任先生的早
年作品。

开幕式前，八旬老人任启华娓娓道
来他与陈子庄结缘、捐赠书画的缘由。

任启华是陈子庄生前好友，1959
年毕业于浙江美院，在时任校长潘天寿
推荐下，他到四川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
工作，在组织巴蜀书画家进行创作的过
程中结识了陈子庄，两人结下深厚情
谊。

从任启华回安徽后直至陈子庄辞

世，二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陈子庄给
他创作了140多幅作品，大都是其创作
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品。

这些年，任启华奔走于多个博物
馆、美术馆之间，寻求值得托付的对
象。他对收藏单位提出的要求只有两
个：能够展出，持续研究。

于是，川博2013年4月成立了“陈
子庄艺术研究工作室”，广泛收集陈子
庄资料。2017年7月10日，川博院长
盛建武前往安徽宿州，到任启华家中去
劝说他将藏品捐赠。任老被诚意打动，
毅然捐赠213件藏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年度文化大事件

新春之际
各大地标重磅活动不停

细看“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的
入选名单，每一个地标都“大有来
头”。不管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都
江堰，还是代表了三国文化的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入选都是众望所
归，令人信服。在获得“天府十大
文化地标”称号后，各地标并未停
下前进的步伐，而是朝着发扬天府
文化的方向不断努力。

“‘天府十大文化地标’评选在
社会上的关注度非常高，反响也很
好，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现在正在做
三国文化遗存调查，四川有两百多
处三国文化遗存，这也是我们天府
文化一个非常独特的风貌。”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马萍说。

三国文化是天府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武侯祠的一举一动，
也在为天府文化做出积极的贡
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辞旧迎新之
际，武侯祠也迎来了一年中隆重的
文化活动——大庙会。据了解，

“2019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暨己亥游
喜神方”，即将于2月3日晚在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正式开庙，活动将一
直持续到2月20日，连续呈现18
天的文化精彩。与此同时，20名喜
气可爱的“己亥年小喜神”正式出
炉，他们将在庙会期间化身文化小
使者，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

“在我看来，‘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活动，是对四川文化全方位的巡视和梳
理，有助于大家了解四川的文化，也是
对四川文化的一种普及。”著名辞赋家
何开四早在活动伊始，就推荐了心中的
文化地标，并且担任此次活动的评委之
一。“文化说来飘渺，其实通过实物载
体，人们就可以感受触摸到四川文化真
正的精粹。所以，这是件‘功莫大焉、德
莫大焉’的事情。”何开四评价。

最终，经过从文化内涵、地理标
志、艺术审美、现存状态、社会影响五
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后，峨眉山、青城
山-都江堰、三星堆遗址、广安邓小平
故居、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
堂博物馆、阆中古城及“春节源”纪念
地、眉山三苏祠、凉山冕宁彝海结盟遗
址和五粮液老窖获“天府十大文化地
标”称号。

势陡峭又风景秀丽的峨眉山；
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
结晶的都江堰；诉说着神秘古

蜀国密语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享有“三
国圣地”美誉的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漫步于蜀地之上，能感受到这片土
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和悠久历史。
2018年8月31日，由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主办的“天府十大文化地标”颁
奖典礼在南充举行，全方位、多角度的
对川内文化地标进行了梳理，再次刷新
了代表四川的“文化名片”。

直到现在，这股文化地标的“热潮”
仍旧没有消散。1月24日，“名人堂·
2018四川十大年度文化大事件”评选
活动正式开通网络投票通道，在入选的
20个文化事件中，“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赫然在列。

目 前 ，只 要 登 录 封 面 新 闻
（thecover.cn），点击“我的封蜜CIub”
进入名人堂投票专区，就可为你心目中
的年度文化大事件投票打call。每位读
者每天可以投出宝贵的10票，投票将
于1月31日截止。届时，我们将综合读
者网络投票和专业评审，综合评选
2018四川十大年度文化大事件。

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雨心 杨帆

继张大千李一氓家属捐赠后川博获捐213件陈子庄作品

1月25日是澳网倒数第三个比赛日，作为正赛签表里唯一一名还
在征战的中国“金花”，张帅与澳大利亚老将斯托瑟组成的跨国组合在
墨尔本公园中心球场，以6：3、6：4击败卫冕冠军、赛会2号种子匈牙
利的巴博什与法国的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夺得女双冠军。

上榜“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的成都武侯祠。

大庙会上，“小喜神”们将为观众送上新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