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08

2019.2.12
星期二

编
辑

王
浩

版
式
易
灵

校
对
张
晓

文
体
汇

报料热线
028-86969110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人日草堂”
各界群众缅怀诗圣

上午10时，在盛装仪仗的带领下，
伴着古乐声，庄严肃穆的祭祀队伍缓缓
走向大雅堂，主祭人李敬泽先生神情肃
穆、仪态庄重地完成了净手、奠帛、诵读
祭文等环节。随后，各界群众在司仪的
唱礼声中向诗人塑像三鞠躬，以表达对

诗圣杜甫的深深敬意。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介绍，

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古礼祭拜诗圣仪式自
2009年恢复以来，先后邀请了文化名人张
志烈、谭继和、魏明伦、康震、梁平、阿来、吉
狄马加等担任“人日”祭拜仪式主祭人。
此番，历时三年建设的“杜甫千诗碑”于去
年岁末落成，今年的“人日”，草堂邀请到
《杜甫千诗碑记》作者、中国作协副主席李

敬泽先生担当主祭人，旨在大力弘扬和
传承诗歌文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到更广阔的空间。

“草堂唱和”
新春诗会精彩纷呈

祭拜仪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了“草堂
唱和”诗会。今年诗会进一步挖掘以诗
会友、以诗传情的文化内涵，特别邀请了
四川省杜甫学会的专家学者、广大诗歌爱
好者、成都市中小学校代表参加，为广大
观众朋友献上了一台精彩的新春诗会。

成都唯一的京剧“梅花奖”得主、成
都市京剧研究院院长刘露女士，演绎了把
现代流行音乐与传统戏曲唱腔、经典诗词
融为一体的《锦色》，将成都温情缱绻的文
化特质展露无余，展示出迷人的文化魅
力。登陆2019央视春晚舞台的节目《英
姿》也在草堂闪耀亮相。此外还有充满浪
漫与传奇的诗意舞蹈《浣花溪月》、体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诗歌吟诵《江畔独
步寻花七绝句》……精彩的节目、热情洋
溢的氛围，引来大批游客驻足欣赏。

如果说诗圣祭拜仪式是后人表达对
先贤的尊崇，那么“草堂唱和”诗会则是
传承诗歌文化的途径。新年“人日”的杜
甫草堂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观众们在
缅怀诗圣杜甫之余，欣赏杜诗风采，领略
文化盛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张杰

人日祭杜由来已久
明蜀王朱椿开先河

传说女娲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
羊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
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自汉朝开
始，便有了人日节俗，魏晋后开始重
视。晋人董勋《答问礼俗说》云：“正月
初一是鸡，初二是狗，初三是猪，初四
为羊，初五为牛，初六为马，七日为人。”

“人日游草堂”则始于宋，每年人
日，文人墨客纷纷来到草堂祭拜诗圣
杜甫。明清时期，这一祭拜活动流传
更广。据史料记载，明初蜀王朱椿就
开祭祀杜甫之先河。又据文献《修杜
少陵草堂以陆放翁配飨记》所载，“以
涓吉日，以中牢祀先生（杜甫）。”中牢即
猪羊二牲，反映当时祭祀杜甫是以猪
羊二牲进行祭礼，可见祭礼极为隆重，
说明了祭祀杜甫的活动由来已久。至
清代，人日祭杜已成为成都的一大风
俗。

溯其渊源，还要从杜甫与高适的
友谊说起。当年杜甫漫游时，曾与李
白和高适两位大诗人相遇，结下真挚
的友谊。杜甫流寓成都时，高适正在
蜀州（崇州）做刺史，经常资助杜甫。
公元761年，高适在人日那天题诗《人
日寄杜二拾遗》寄赠杜甫，表达对朋友
的思念。公元770年，飘泊于湖湘的杜
甫有一天重读高适这首诗，当时高适
早已亡故，睹物伤情，遂写下《追酬故
高蜀州人日见寄》，以寄托哀思。从
此，高杜人日唱和的故事便传为诗坛
佳话。

清咸丰年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
绍基熟知高杜人日唱和的典故，在果
州（南充）返成都的途中拟成一对联，
抵蓉后特宿于郊外，等到初七人日这
天，才进草堂题就“锦水春风公占却，
草堂人日我归来”。此联一出，文人墨
客竞相效仿，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
挥毫吟诗，凭吊诗圣。此后便成为成
都人的一项重要文化生活，直至近代
有所衰落。

1992 年，杜甫草堂博物馆为弘
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首倡恢复人日
游草堂的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二十
七届。如今，“人日游草堂”已成为四
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年人
日这天，成都市民便扶老携幼，相偕
至草堂凭吊诗圣杜甫，吟唱杜诗，赏
梅祈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为今年草堂“人日”的主祭人，著
名作家李敬泽表示自己“很荣
幸”，他认为，“对于每一个中国

的读书人来说，都深深地受惠于杜甫。
杜甫对我们都有一份文化上的恩情。”

“杜诗充满对人世间美好的领悟”
作为杜甫的热爱者，李敬泽对诗圣

的评价充满敬意，他说：“杜甫是一位属
于人间、歌唱人间的伟大诗人。杜甫永
远在教我们爱生活，在告诉我们如何以一
个宽厚丰富的心灵，感受生活的美，生活
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他教会我们如何
用文学抵挡挫折和不幸，如何面对时间
的磨损，如何面对山水、自然。”因此，李
敬泽表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日子来
追怀杜甫，庄重地来表达对于杜甫的敬
意，是非常应该的，也是特别合适的。”

李敬泽说：“当我们判断一个城市
有没有文化，一个方面，我们要看看，能
不能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感受到他们热
爱生活的气息。老百姓能把日子过得
滋润，本身就饱含着文化。把生活过得
滋润，这其中包含着对生活的爱和一代
代人对于生活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
就是看这个城市有没有丰盛的文化生
活。当我们想起成都，我们会想到这是
杜甫的城市，这是陆游的城市，这是巴
金的城市，是沙汀、艾芜的城市，是马识
途的城市，是这么多的大诗人大作家的
城市。因为一个美好的城市，绝不仅仅
是用砖瓦建立在地上的，还是被写在纸
上写在诗句和文章里的。”

李敬泽对杜甫和杜诗有深刻的理
解。他提到，“每次看到杜甫的塑像，都
是很瘦很苦的样子，杜甫的一生当然是
饱经忧患的，但我想提醒的是，他的形
象并不一定完全都是瘦骨伶仃、愁眉苦
脸的。杜甫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的性
情的宽阔和丰富。在他的诗中，不仅仅
有人世的痛苦和不幸，也充满了对人世
间美好的领悟。正因为他是如此的领
悟到生活的美好与可贵，同时也受到生
活的苦难，他才如此的敏感。特别是他

在成都期间，是他的生活中相对平静的
时间。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看到
他写的诗歌，比如刚才唱到的《春夜喜
雨》，充满了生的欢悦。在那个时候，在
这个城市，在浣花溪边，他完全是以充
满着精力的状态去感受山水，感受飞
鸟，感受树上的花，充满了欣悦。”

“杜甫千诗碑应是西南第一碑”
今年恰逢“杜甫千诗碑”落成后的

第一个“人日”。在祭祀仪式活动结束
后，李敬泽与阿来、书法家洪厚甜，在杜
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的陪同下，来到

“杜甫千诗碑”林，欣赏杜甫千古诗句。
在铭刻《杜甫千诗碑记》的总碑面

前，众人更是驻足赏析多时，并合影留
念。其中杜甫千诗碑总碑身《杜甫像》
由蒋兆和绘，《杜甫千诗碑记》由李敬泽
撰文、洪厚甜书写，戈春男镌刻。

李敬泽作为《杜甫千诗碑记》文章
的作者，洪厚甜作为文章的书写者，名
字被铭刻在一起，两人还幽默称有“同
碑”之缘。立在碑文前的阿来，在欣赏
《杜甫千诗碑记》时，还诵读了李敬泽写
的碑记全文。

“凌绝顶而览众山，杜甫是中华民

族伟大诗人。他亲历大唐盛衰，以圣哲
胸怀体察世上疮痍、民间疾苦，他的诗
作构成了中华文脉中光耀千秋的诗
史。杜甫一生困顿流离，安史之乱，天
下鼎沸，杜甫挈妇将雏，跋涉于走投无
路的黎民百姓中间。直到一日，如诗如
画的锦官城在前方展现，此地有放得下
书案的平静，有可以投奔的故友，杜甫
止于斯，在浣花溪畔营建草堂而居。漂
泊疲惫的伟大灵魂在此暂歇，前后三年
九个月，留诗二百四十余首，在历史的狂
风暴雨中吟咏世间的简朴美好，呼唤正
义与太平……”《杜甫千诗碑记》不夸饰
文辞，不矫揉造作，明白晓畅，典雅简洁。

书法家洪厚甜说，杜甫千诗碑总碑
高5.68米，宽2米，厚0.4米，重23吨，

“不管是从重要性还是规模之大，这应
是西南第一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刘可欣 摄影报道

绿色奥运、环保，一直是
近几届奥运会的一大趋势，作
为回收废物循环领先的国家，
东京奥运会将在 2020 年将

“回收”主题进行到底。据
BBC报道，东京奥组委表示，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所有奖
牌都将由回收金属制成，这个
目标预计在2019年3月底实
现，目前已接近完成。

最早制定金属回收目标
是2017年，东京奥组委启动
了这一项目，组织者制定了
30.3 公斤黄金、4100公斤白
银和 2700 公斤铜的回收目
标。这一项目主要从公众手
中回收包括手机和笔记本电
脑在内的小型电子设备，以从
中获取金属，同时也从日本当
地的企业和工厂中收集金属。

截至去年11月，东京市
政当局已经收集了47488吨
的废弃设备，公众还向当地网
络供应商交付了500万部二
手电话。据组织者透露，“制
造奥运会和残奥会奖牌剩余
所需的目标，可从捐赠者的设
备中提取出来。”在2月10日
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组委会表
示所需回收的金属目标，将于
3月底实现。事实上，去年6
月，铜牌的所需目标便已达
成，而到了去年10月，90%的
黄金和85%的白银也已经收
集完毕。

在过去几年中，回收金属
就曾被用来制造奥运奖牌，如
里约奥运会，奖牌中约 30%
的银和铜正是来自回收材
料。据悉，东京奥运会和残奥
会的奖牌设计，将于今年晚些
时候公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作为博物馆总数位居全
国城市第一位的成都，春节期
间打拥堂的地方绝不仅仅在
各大景点，成都各大博物馆精
彩纷呈的主题展览和年味浓
郁的社教活动，同样吸引了众
多观众参与其中。截至2月
10日晚7点，记者从成都各大
博物馆获悉，在博物馆里过大
年的人数超过165万人次，是
2018年国庆档客流量的2倍。

过年来成都逛博物馆，观
众们不仅可以看到高规格的
展览，还能寻回浓浓的年味。
武侯祠大庙会、金沙太阳节、
草堂诗圣文化节精彩纷呈，让
新春的博物馆蕴含着传统文
化的味道。除夕夜在三义庙
前的新年敲钟、游喜神方，正
月初一的仿古祭祀，都是很多
老成都人过年的首选项目。

而在春节大假期间，还有
一件令博物馆之城感到骄傲
的事情。2月9日晚，央视《国
家宝藏》第二季迎来收官盛
典，九大博物馆27件国宝的
前世今生故事都已讲完。九
大馆长再次齐聚国宝舞台，现
场揭晓参考广大网友投票情
况、结合各界专家意见的最终
进入特展的9件国宝名单。中
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樱宣
布，来自四川博物院的后蜀残
石经入选《国家宝藏》特展，视
频在故宫博物院箭亭广场“九
州幻方”与观众见面。

后蜀残石经正在川博展
出，是传诵千年的“史上最强
教材”，吸引众多观众慕名而
来寻宝。最早的“后蜀石经”
为五代时期后蜀宰相毋昭裔
主持刊刻的儒家经典石经，立
于文翁石室，为学子们研读摹
拓。毋昭裔之后，宋人续刻，
最终历时近200年，集结了儒
家十三经，奠定了儒家经典十
三经的格局。蜀石经不仅刊
刻经文，最为珍贵的一点是还
刻有注释。它更以拓印本的
形式影响全国，在宋代广为流
传。而千余块后蜀石经因南
宋末年的战乱而散佚，现仅存
几块残石，故名“后蜀残石
经”，现仅可从宋拓本中窥得
石经原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人日”祭拜诗圣杜甫
著名作家李敬泽担任今年的主祭人

“锦水春风公占
却，草堂人日我
归来。”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初
七，杜甫草堂风

和日丽，花团锦簇，“第十届成都
诗圣文化节初七人日祭祀”如约
而至。这也是成都一年一度的
“人日游草堂”传统文化活动。

主祭人、著名作家、中国作
协副主席李敬泽，著名作家、四
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以及四川省
杜甫学会专家学者，首批“四川
十大历史名人”相关单位，省内
诗人，博物馆代表及社会各界群
众齐聚草堂大雅堂前，祭拜先
贤，缅怀诗圣，传承中华文脉精
神，弘扬民族道德华章。

主祭人李敬泽：

“美好的城市，不仅用砖瓦建
立在地上，还被写进诗文里”

阿来、刘洪、李敬泽、洪厚甜（从左到右）在铭刻《杜甫千诗碑记》的总碑前合影。

165万观众
春节涌入博物馆

蜀石经入选《国家
宝藏》特展

东京奥运会奖牌
用啥做的？

全是“废柴”

主祭人李敬泽在祭祀活动中。 杨安迪 摄

作

2月11日，“第十届成都诗圣文化节初七人日祭祀”活动在草堂大雅堂前举行。 王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