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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也吸引了不少孩子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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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偶像是司马相如

提起汉代文学，有着《子虚》《上
林》二赋为代表作的司马相如可谓
独领风骚，又因着“凤求凰”的绮丽
故事，与卓文君的爱情也为“司马相
如”四字平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同为汉赋四大家，扬雄的名气却远
不如司马相如。但他上承相如大赋
之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玄学及文
学创作之先风，横跨公元前后，所谓

“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
雄”。蜀地文学灿若星河，西汉文化
影响深远，除了司马相如，扬雄无论
如何也是绕不过的大儒之一。

“扬雄生活在司马相如后几十
年，他从小就崇敬相如，用现在的
话说，就是视他为偶像。”主讲嘉宾
刘跃进对记者说道，“不管是诗词
文赋，还是政治主张上，扬雄都在
极力地模仿司马相如，说一句
COPY都不为过。”不仅如此，二人
的人生轨迹也是极为相似，“他们
俩都差不多在 40岁左右离开蜀
地，且两人又都有口吃的习惯。”

扬雄是对司马相如的简单模
仿么？这位被誉为“西道孔子”的
鸿儒因何而屹立在文学的历史
上？“扬雄晚年对辞赋的态度有极
大的改变，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
一些文学见解和主张深刻地影响

了后世。”刘跃进说道。在《法言》
中，扬雄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
篆刻”，“壮夫不为”，这种认识对后
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影响深远，著
有《文心雕龙》的刘勰、唐代大诗人
韩愈等人皆受其启发。

刘跃进开启“扬雄月”

“名人大讲堂”公益活动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以“名家讲名
人”专题讲座的形式，围绕大禹、李
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
李白、杜甫、苏轼、杨慎10位首批
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的核心理念、传
统美德、人文精神等进行深入浅出
的讲述阐释。

作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
创新工程品牌文化活动之一的“名
人大讲堂”，立足学术、着眼传承，
每月设置一位四川历史名人“主题
月”，邀请2至3位国内知名专家学
者，于每周一晚固定在四川省图书
馆星光大厅开讲。我们围绕首批
十大四川历史名人，逐一设置历史
名人“主题月”，2018年11月为“杜
甫月”，2018 年 12 月为“苏东坡
月”，2019 年 1 月为“李白月”，
2019年2月为“落下闳月”。如今，
来到2019年3月，将由刘跃进教授
开启“扬雄月”。

知名学者刘跃进 25 日讲述扬雄“追星人生”

追星最高境界是什么？
活成偶像的样子！
名人大讲堂“扬雄月”开启报名

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天津南开大
学中文系，后又在杭州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姜亮夫、郭在贻、
曹道衡等，研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及汉魏
六朝文学。1982年至1991年在清华
大学文史教研组、中文系任教，1991年
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
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
任《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
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
副主编及先秦卷、秦汉卷主编等。

出版专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
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
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赋到沧
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金瓶梅
＞中商人形象透视》《雄风振采——汉
代文学通览》等。论文集有《古典文学
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走向通
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
多种可能性》等。与曹道衡先生合著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南北朝文学编
年史》等。

油画川军的浓浓乡愁

本次参展的15位“油画川军”，都
是最为世人熟知的西南艺术家，他们
不但占据了中国当代艺术圈的“半壁
江山”，同时也是搭建成都“艺术第三
城”最牢固的基石。

1980年代初，四川美院这批影响
中国画坛的艺术家，以自身情感的表
现为依托，彰显了艺术对个体的尊重，
对生命的敬畏。展厅里“时代肖像”单
元就展现了四川当代油画对“人”的表
现，反映了油画家对人性的关注与人
道主义情怀。

尽管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原作
没来展出，然而展厅中《父亲》复制品面
前依然人满为患，与此相关的多幅创作
手稿表现出该作品的历程与阶段性变
化，深受观众的喜欢。《父亲》的出现，不
仅推动了四川油画从“知青题材”向“乡
土绘画”的过渡，也实现了“批判现实主
义”向“乡土现实主义”的转变。

四川油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及精
彩的地理人文环境下，形成了区别于
京津沪等地，独具鲜明的西南地域性
和独特的身份性的艺术创作，折射出

独具魅力的西南文化。策展人何桂彦
解读：“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中心与
边缘，地缘与身份始终是当代艺术无
法回避的问题。”1983年，川美毕业的
画家高小华去布拖县体验彝族人的风
土民情，随后创作了《布拖人》系列油
画，厚重的肌理诉说着彝族人民的民
族特色。

配套活动引全民参与

自开展以来，展览配套的学术研
讨会、讲座、社教活动精彩纷呈。开展
当天的学术研讨会上，19位学术大咖
共话“历史·记忆·西南经验”这一主
题。一向炙手可热的成博讲座，也为
展览增添了别样的乐趣。作为展览的
压轴讲座，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四川美
术学院与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吕澎带来
的讲座更是座无虚席，他分析了从
1840年至今不同阶段中国艺术的特
点，并通过艺术的发展解读传统对当
代艺术的影响。

为了让孩子们看懂展览，成博还
策划了“爷爷奶奶的时代”主题社教活
动，特邀艺术院校的专业老师参与执

教。老师在展厅中用专业又幽默的解
说带领孩子们参观，从艺术作品的表
达技巧以及创作的时代背景出发，走
进爷爷奶奶们生活的时代，感受家乡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而后，孩子们
在老师的引导下，用拼贴和绘画的方
式，在画纸上将爷爷奶奶的时代与自
己生活的时代进行了勾连，用无限的
创意展现了时代的变革。

将当代艺术搬进博物馆，“与时代
同行”对于成博而言也是一次新的尝
试。本次展览策展人、成博艺术总监
范犁介绍，展览的成功举办拓宽了成
博展览的主题，使其更具鲜活感和敏
锐度。在后续的展览中，成博也会继
续尝试用跨界的方式策划历史文物与
当代艺术交融的展览，借着艺术的魅
力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机。

华西都市报-面新闻记者 曾洁

◆ 中甲联赛 ◆

客战闷平上海申鑫
四川FC强取一分
3月17日，新赛季中甲战罢第二轮，四

川FC客场0：0战平上海申鑫，客场抢到1
分。

上周六，四川FC主场1球小胜呼和
浩特取得了赛季开门红，此番对阵上海申
鑫是本赛季第一个客场。申鑫在中超及
中甲联赛打拼多年，堪称老牌劲旅。他们
在休赛期人员变动较大，有多名上赛季主
力球员离队，在引入了包括国青门将彭鹏
在内的一众年轻球员后，本赛季主打青春
牌。此外，他们还拥有华裔球员罗伯特·
萧，以及迪拜巴这两位实力不俗的强援。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指挥四川
FC作战的，仍然是教练李胜。比赛一开
始，川军并没有因为是客战就怯场，反而
踢得十分积极主动，而坐镇主场的上海申
鑫同样不甘示弱，打出几次威胁进攻。双
方你来我往互有十多次射门，但始终无法
敲开对手大门，最终0：0互交白卷。

其实，四川FC有几次不错的机会，
但是都没能转化为进球。看得出来，球员
之间，包括外援的默契程度还需磨合，由
于冬训期耽搁了一些时间，队员还需要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再找找感觉。不过，对于
一支以保级为前提的升班马来说，两轮比
赛一胜一平还算是不错的开局，相信随着
比赛的深入，以及外援阿隆的归队，四川
FC能有更好的表现。

中甲第三轮，四川FC将于3月30日
下午4：00在主场迎战劲旅梅县铁汉生
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与时代同行”油画展圆满落幕

33万观众共享艺术盛宴

3月 17日，由成都博物馆主
办，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四川美术学
院支持的“与时代同行——四川油
画邀请展”圆满落幕。展览自1月
30日开幕以来，共吸引33万观众
走进成博，共享艺术盛宴。

本次展览集结了15位艺术家
的76幅（组）作品，其中包括罗中
立、周春芽、何多苓等知名艺术家
的代表性画作，涵盖了四川自改革
开放以来陆续出现的多种艺术思
潮与创作现象，是四川乃至西南地
区四十多年来绘画艺术发展最集
中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发
展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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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成都女谍战编剧的脑洞”有多大？
著名女编剧张勇
走进社区现身说法

很多看过《一触即发》《伪装者》以及
最近《天衣无缝》这几部大剧的观众，都为
其中虚虚实实的故事和生动复杂的人物
形象着迷。那么，这些谍战剧是怎么写出
来的？3月16日下午，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戏剧编剧、国内影视资深编剧张勇来到太
升路升平社区，做客“《天府文化》·星空讲
堂”，以“一位成都女谍战编剧的脑洞”为
题，为现场一百余位市民，上了一堂干货
满满的编剧课。

“创作不分楚河汉界。”张勇说，“‘剧’
的繁体字中有豚有虎，编剧就是要拿出野
猪和老虎搏斗的勇气创作美好的剧本。”
张勇提到了谍战剧本的三个重要特质：传
奇性、反转性以及征服性。剧本创作中有
四大要诀：内容为纲、故事为王、情趣为
辅、三观为正。

她回忆起写《伪装者》，自己每天都在
家里查阅历史资料，思考主角人设。为避
免一些现实纠纷，她往往需要将诸多历史
真实人物身上的故事，融合到一个影视人
物身上。“在我写的谍战剧中，故事都是发
生过的，是真实的，只是我把它们进行了
一些乾坤大挪移。比如发生在这个人身
上的，我写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或者历史
上这个人本来是那个人的弟弟，我在剧中
要把实事和虚构结合起来。比如明楼的
人物原型就有三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在里
面。我从历史中把他们一一找出来。一
个个人物的设定，就好像是栽培花花草
草，需要精心的呵护，才会有后期的繁花
似锦。前期这个搭架子的过程是最苦
的。《伪装者》的前期准备工作就做了一年
时间。但地基越稳固，后面的故事就能顺
理成章写下去。”

如何将自己的脑洞结合到观众的审
美取向？张勇也有自己的“绝招”，“身为
一位舞台剧的编剧，我经常在剧场里看戏
时观察观众们的反应，究竟是哪些情节让
观众反应最强烈，坐在剧场一定要看的。
这些抓情绪的点就是编剧要掌握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罗中立
《父亲》手稿
前人头攒动。

通 知
补缺牙？

种植牙省一半钱
春季来临万物复苏，是牙齿修复的好

季节。一年“植季”在于春，爱心单位造福
蓉城市民，“春牙”计划已启动，近期，市民
朋友纷纷拨电话028-86969110报名，想
参与领取种植牙福利金、种植2颗还送1
颗牙冠。

种植牙援助500颗牙冠免费送
此次援助，针对牙齿缺失、无牙、缺

损、松动，假牙不好用、烤瓷牙失败等市
民。

1、进口种植牙福利，可省一半钱，含
牙根、基台和牙冠。

2、种植牙种2免费送1颗，共免费送
500颗牙冠。

3、周六现场可每人抽取200-2000
元不等的种牙金。

4、全口/半口种牙可领取厂家援助1
万元。

5、牙齿矫正，可获赠价值9000元的
做牙项目（全家人均适用，含免费补牙、洁
牙、儿童窝沟封闭，牙美白减免金等）。

告别活动牙，种植牙可用40年
在过去，活动假牙和烤瓷牙是缺牙常

见的治疗方案，但反映假牙弊端的市民越
来越多。而种植牙咀嚼力媲美真牙，护理
得当可使用40年甚至更久，缺哪颗种哪
颗，对邻牙无损。半口、全口缺牙的市民，
种植2颗/4颗可恢复。

周六，免费领种牙金
口腔医生提醒：牙齿一旦缺失，需立

即修复，否则会加快牙槽骨的萎缩！想参
与种植牙援助、领取种牙金的市民请拨
028-86969110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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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本期主讲嘉宾简介扬雄究竟姓“杨”还是“扬”？历史上的他究竟为何而跳楼？扬

雄在文艺创作、人生轨迹上都与司马相如非常接近，不仅如
此，连口吃的习惯也照样COPY而来。试问什么叫追星的最

高境界？大概就是活成偶像的样子吧。
3月25日晚，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四川省图书馆
协办的“名人大讲堂”，将在省图星光大厅举办第七场讲座。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跃进，将做客“名人大讲堂”，为大家
拉开“扬雄月”的序幕，现场讲述扬雄的“追星人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刘跃进

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季
四 川 历 史 名 人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工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