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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张新泉年届八旬出新作

《事到如今》
迎面走来

一位诗人做过纤夫、搬运工、修
路工、铁匠、剧团乐手，丰富的人生
经验，必然给他创作诗歌带来很大
的养分。诗歌成为他缓解疼痛、自
我弥补的特殊方式。这位诗人就是
张新泉。平民身份、生存经验以及
对命运的探询与叩访，决定了他的
诗歌视角更多地俯身于那些低处
的、细微处的人生世相和日常生活
的褶皱。因而他的诗歌，也被他自
称为“在低处歌唱”。

诗人张新泉的平民身份、生
存经验以及对命运的探询与叩
访，决定了他的诗歌视角更多地
俯身于那些低处的、细微处的人
生世相和日常生活的褶皱。因而
他的诗歌，也被他自己称为是“在
低处歌唱”。

如今已年届八旬的张新泉依然
笔耕不辍，写出很多好的诗作。这
些诗作也被诗歌圈口碑甚高的“小
众书坊”列为“中国好诗”丛书第四
辑中，以《事到如今》为名，由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

3月23日，一场以张新泉新作
首发为主题的诗会“看见迎面走
来的暮年”，在成都散花书院举
行。诗人、评论家、《诗刊》社主编
助理霍俊明专程从北京赶来担任
诗会主持。《星星》诗刊主编龚学
敏，《散文诗世界》执行主编龚静
染，《四川文学》副主编杨献平、靳
晓静，以及聂作平、山鸿、杨宗鸿、
桑眉、程川等川内重要诗人参加
了诗会，集中讨论了张新泉的诗
歌特点、人品魅力，并进而讨论了
整个诗歌的现状。

《事到如今》分“岁月摇滚”“暮
色斑斓”“域外书”3辑，收入作品
130余首。资深诗歌评论家霍俊明
高度评价，“这是一个诗人临近暮年
时期的诗歌集成，是一个诗人的精
神档案，也是一生为人法则的自况，
是一个我与另一个我的逼视。经历
了时间的淬炼之后，张新泉的诗作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像是沸腾
和淬火之后的冷器，没有了火气、躁
气、戾气，而多了精神的自审、睿智
的讽喻、智性的盘诘。”

在出版社、诗歌刊物杂志社工
作很久，张新泉扶持过很多年轻诗
人，但他依然谦虚，“我很想说，我
尽力了。但同时我辜负了自己。
我遇到过很多写得好的年轻诗
人。我热爱诗，不仅热爱我自己的
诗，还热爱跟我同时代的所有的好
诗。爱诗不光写诗，还要读诗、享
受诗。这些好诗，也值得更多的读
者阅读。”

“中国好诗”丛书责编彭明榜透
露，张新泉是“中国好诗”系列的第
一位作者，“四川是诗歌大省，今后
将出版更多的四川诗人的作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号称“史上最强”的西南棋王
赛3月23日在成都望江宾馆落子，
当今围棋第一人柯洁不负众望，上
下午两轮比赛连胜强敌唐韦星、廖
元赫，挺进半决赛，将对阵新科世
界冠军杨鼎新。另两位进入四强
的是东道主党毅飞，以及淘汰了古
力、时越的“黑马”新锐何语涵。

第十八届中国围棋西南棋王赛
迎来了“成人礼”，也迎来了最强战
队——九位世界冠军。常昊、古力、
芈昱廷三位世界冠军作为特邀棋手
参战；贵州队派出了唐韦星、时越两
位世界冠军；云南队由最具人气的
柯洁领衔；重庆队则由刚刚获得第
23届LG杯冠军的杨鼎新压阵；西藏

队派出世界冠军周睿羊出战；东道
主成都队则由世界冠军党毅飞携
古灵益、廖元赫、马逸超参赛。

夺冠呼声最高、等级分排名第
一的柯洁，展现出不俗的状态。虽
然他刚刚在日本参加完世界最强
棋士战，马不停蹄飞到成都，看上
去有点憔悴，不过发挥很不错，上
午与唐韦星、下午和廖元赫的比赛
均很快结束，而且都是屠龙大胜。
柯洁半决赛的对手是新科世界冠
军杨鼎新，双方必有一场恶战。

重庆队1999年出生的小将何
语涵六段是本次比赛最大的黑马，
两轮比赛先后战胜了古力、时越两
大力战型世界冠军。半决赛何语

涵将面对世界冠军党毅飞，后者刚
刚击败了世界冠军周睿羊和卫冕
冠军芈昱廷，也是状态火热。

经过一天角逐，九位世界冠军
最终有三位打进半决赛，存活率极
高。半决赛四位棋手中云南队和
成都队各有一位，重庆队有两位。

本届比赛采用中国围棋规
则，每手棋30秒，每方保留10次1
分钟的机动用时。24日9时将进
行半决赛的争夺，下午3时决赛。
棋圣聂卫平与美女棋手徐莹五段
下午3：30-5：30将进行大盘讲
解，欢迎棋迷朋友到场观战听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第十八届西南棋王赛首轮，古
力不敌重庆队小将何语涵六段。
再一次在西南王开赛的上午就结
束比赛。赛后，古力没有着急走，
而是慢条斯理地与何语涵复盘，一
直研究到上午的比赛差不多全部
结束，他才收拾桌面，准备离席。
迎接他的，是早已准备好折扇等待
签名的棋迷。

作为中国围棋唯一的八冠王，
古力是当之无愧的“西南王”。每
次来成都比赛，他都可以畅快地说
重庆话。“今天这个棋，中间还是太
乐观了，所以还是没下好。”古力摇
了摇头。连续两年输给重庆队的
小兄弟，他感慨这种快棋比赛似乎
更适合“年轻人”，西南王四强出
炉，年龄最大的竟然已是1994年
出生的党毅飞。

如今古力在清华大学历史系
读研究生，有富余的时间，他会抽
空去讲讲棋。今年2月的贺岁杯决
赛，古力搭档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
明讲棋，深入浅出之中不乏幽默，
两人默契的分析让这场“本世纪最
大的勺子”更加一波三折。

“可能是我们这种年纪大的棋
手平时和棋迷朋友交流得比较多
一点，明白他们希望听到什么，可
能更懂得什么地方该讲得浅显、什
么地方该讲得细一点。”古力说，如
果可以的话，很愿意多花一些时间

在讲棋上，“年轻的时候比较注重
竞技、比赛，可能现在年纪大了，该
讲棋了吧。”说完，他自己也忍不住
笑了。

古力讲棋水平如此突出，也离
不开“大弟子”——女儿的功劳。
有空时，他会亲自辅导女儿。“她，
时好时坏。”说起女儿，古力满脸笑
容，“不指望她下棋，只是觉得女孩
子如果会下棋的话会很好，不论是
在气质上还是生活上，都会有一定
帮助吧。”古力说，对女儿的要求就
是“会下”。

16位来到西南王的选手中，放
眼望去，“80后”已经不多了，除了

老大哥常昊，古力是16位选手中年
龄第二大的。上一次他拿到西南
王已是16年前，难怪要以“别看我
两鬓微白”来吐槽。当然，作为世
界围棋响当当的“古大力”，嘴上说
老的同时心里并不服老，“我希望
自己还可以再坚持十年嘛。”

淘汰了古力大哥的何语涵没
有让人失望，继续以黑马姿态挺
进，来到西南王四强，将和党毅飞
争夺一个决赛席位。而柯洁则两
次屠龙，轻松晋级半决赛，他的对
手是新科世界冠军杨鼎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摄影报道

客场战平湖南湘涛
成都兴城

收获新赛季第一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羽啸）3

月23日下午，在中乙联赛第2轮赛事
中，成都兴城客场挑战湖南湘涛。
全场比赛，成都兴城一直占据场上
主动权，多次创造进球机会，可惜王
超龙、曹添堡都与进球差之毫厘。
最终经过90分钟激战，成都兴城与
湖南湘涛0：0握手言和，取得本赛季
首个联赛积分。

首轮客场输球，让兴城将士背
负了很大压力。此番再度征战客
场，兴城球员一上场就展现出了足
够的拼劲，整场比赛都占据优势。
作为上赛季中乙联赛第10名，湖南
湘涛虽然主场作战，却选择了严防
死守的“摆大巴”战术。上半时补时
阶段，曹添堡门前抢射，湘涛门将舍
身封堵，兴城队错失全场最佳的一
次破门机会。

下半时兴城队大举压上，球员
也显得有点心急，老将刘宇、唐淼先
后领到黄牌。全场比赛，成都兴城
展现出了积极的精神面貌，多次创
造破门良机，可惜与进球失之交
臂。90分钟战罢，成都兴城与湖南
湘涛0：0握手言和，收获新赛季首个
联赛积分。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卡
洛斯对比赛进行了总结：“今天我们
整体踢得不错，控制了比赛，只可惜
缺少一个进球，没能拿下比赛很遗
憾。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下一场
能够做得更好。”

对于远征的球迷，卡洛斯表示
了感谢，他说，“从上一个客场到这
个客场都有球迷来现场支持我们，我
们知道身后一直有你们的陪伴。球
队需要更多的磨合，请大家放心，我
们会努力改善和解决目前的问题。”

3月30日，成都兴城将参加足协
杯第二轮比赛，客场挑战南京沙叶
河海。

于德陆操纵比赛
被中台协终身禁赛
3月21日，在2019中式台球世

锦赛抽签仪式上，中国台球协会宣
布了追加于德陆终身禁赛的处罚决
定。

32岁的于德陆职业生涯曾打出
单杆最高分147分的成绩。2018年
5月他因涉嫌赌球被临时禁赛，同时
接受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
（简称世界台协）的调查。去年12
月，世界台协正式公布了对于德陆
和另一名中国选手曹宇鹏的调查报
告。报告指出，在为期两年半的时
间内，于德陆在5场赛事中5次操纵
比赛，并因此获得回报。

2018年12月，世界台协发出公
告，对于德陆处以10年9个月的禁
赛，而此次中国台协的追加处罚，彻
底宣告了他职业生涯的结束。

中国台球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涛介绍，世界台协和中国台球协
会先后作出处罚决定后，于德陆对
自己的错误没有正确的认识。王涛
表示，中台协“对赌球零容忍”。

据了解，中国台协在开出罚单
的同时，还出台了三项政策，以防类
似事件发生：中国台协与世界台协
签署联合监管球员协议；成立职业
斯诺克球员委员会，由丁俊晖担任
主任；在所有国内比赛赛前进行警
示教育大会。 据新华社

幽默开场
机长戴墨镜不是为了耍帅

在节目的开场，刘传健机长身着飞
行制服，拖着拉杆箱英姿飒爽地登上节
目舞台。他向观众展示了神秘拉杆箱
里装的物品，包括体检合格证、飞行执
照、危险品运输执照、飞行员应急生存
训练合格证等。

说到飞行员，大家脑海里想到的第
一个形象，可能就是飞行员戴着墨镜特
别酷。但墨镜真的是用来耍帅的吗？
刘传健在节目中澄清，告诉大家并非想
象的那样。因为飞行时，空中光线很
强，而驾驶舱的光线相对又比较暗，人
的肉眼在看里面和外面的光线转换时，
会调节不过来。所以必须戴上墨镜，让
人尽快适应内外光线变化，以保证飞机
安全。主持人小撒在看到戴上墨镜的
刘传健时，不禁感慨“说了那么多关于
墨镜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还是用来耍帅
的！”引来现场观众一片笑声。

创造奇迹
来源于平日的一丝不苟

在“5·14”事件中，面对当时的极端
情况，刘机长能冷静果断地应对，平安
将飞机降落。这次奇迹究竟是偶然还
是必然呢？

刘传健在节目中向观众讲述了他
在部队经历的一次惊险万分的飞行特
情，他说：“从那以后，我每次检查飞机，
都会多看一眼，哪怕有一点的疑惑，我
就会向机务维护人员询问。飞行不能
有半点的含糊，只有你一丝不苟地把每
一个动作做好，才能保证安全。”

说到机长的飞行工作，刘传健说看
起来好像每一天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甲
飞到乙，飞的机型也一样，但实际上每
天又不一样。他把每一次飞行都当作
第一次飞行，因为每天的乘客会不一样，
每天的天气会不一样，甚至每天连副驾
驶都不一样。刘传健说：“你只有掌握了
这种不变中的变化，那你才是真正的飞

行员，你才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

乘客感言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在青年代表提问环节，刘传健见到
了“5·14”事件的乘客代表王维。当王
维以颤抖的声音对刘传健说想当面说一
声谢谢的时候，那一瞬间刘传健红了眼
眶。此情此景，主持人撒贝宁也哽咽
了。王维说，这是从去年5月14日至今，
她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机长。除了父母
外，刘传健机长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因为刘机长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紧接
着，她上前给了刘传健一个大大的拥抱。

而刘传健在经历了此次事件之后，
对生命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节
目中说：“我觉得人活着就有一切。生
命活着的意义，就是让别人感觉你的存
在，当别人都感觉你不存在的时候，你
生命的意义和高度就会大打折扣。”“5·
14”事件后，刘传健的手机收到了很多

不知名的人发来的短信，他说知道大家
都在关心他，觉得很幸福。“所以只要你
为大家做出一点成绩，所有人都会看
到，都会关心你，这时候你的心是热
的。”

在整期节目中，刘机长分享了他
长达28年的飞行生涯经历，身体力行
地告诉大家，把平凡做到了极致就是
非凡。而自从去年5月14日成功备降
以来，他用了大量时间来调整身心健
康，直到去年11月16日才开始再次飞
行。

节目最后，撒贝宁说，“听完您的开
讲之后，尤其见到了王维，你们可能能
够更深刻地认识到，上天赋予我们这样
一个生命，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
怎么过才能不浪费这每一天，尤其是劫
后余生的每一天，让它变得更有意义。
而我们没经历过的人，可能也能从今天
开始，好好地审视一下生命的意义，和
我们的未来，也许这就是机长带给我们
的最有力的一份财富。” 综合央视

女子重剑世界杯成都站
法国“黑马”夺冠
中国剑客止步八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雨恒）3

月23日下午，2019国际剑联女子重
剑世界杯（成都站）结束个人赛争
夺，一路过关斩将并淘汰中国选手
朱明叶的法国“黑马”恩戈姆，击败
意大利名将、世界冠军菲亚明戈，最
终夺得冠军。中国选手则遗憾止步
八强。

此次杯赛，可谓世界女子重剑
顶尖高手之间的一次较量，世界排
名前十的选手有 8位都来到了成
都，名将孙一文带领30名中国选手
出战。22日的比赛里，中国女重共
6人晋级64强正赛，其中孙一文和
朱明叶作为种子选手直接晋级，许
诚子小组赛6战全胜晋级，林声、邵
文雪、李兴慧则通过预淘汰赛晋
级。。遗憾的是，在8进4的比赛中
朱明叶7：15不敌法国选手恩戈姆，
止步八强，而孙一文则在16进8时
惜败给了队友朱明叶。

恩戈姆称得上是本次赛事的
“黑马”，此前她世界排名并不高，世
界杯从未进过前四。淘汰朱明叶
后，恩戈姆又在半决赛中以15：11
力克美国选手、2018世锦赛团体赛
金牌得主赫尔利，闯入决赛。决赛
中，恩戈姆在前两局落后的情况下，
第三局开始逆转，最终以15：12击
败意大利名将菲亚明戈夺冠，后者
曾连续两届获得世锦赛个人赛冠
军。

24日，女子重剑世界杯将展开
团体赛的较量，中国队是奖牌争夺
的热门之一。女子重剑团体是中国
击剑的优势项目，中国队不仅在
2012年伦敦奥运会折桂，2006年和
2015年还曾两夺世锦赛冠军。

“我觉得刘机长对我来说，是除父
母外，对我最重要的人，他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时隔十个多月，川航“英
雄机长”刘传健走进CCTV1《开讲啦》
节目现场，首次与去年5月14日川航
3U8633航班上的乘客面对面。这样
的见面场景，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热泪
迎眶。

3月23日晚间十点三十分，《开讲
啦》节目邀请到英雄机长刘传健，再次
详细讲述川航3U8633航班史诗级备
降的经过。节目中，刘传健还向观众
分享了他长达28年飞行生涯中的经历
和感悟——“把平凡做到了极致就是
非凡”。

英雄机长刘传健央视“开讲啦”：

将平凡做到极致就是非凡

西南棋王赛
柯洁党毅飞杀进四强
黑马小将连胜世界冠军

古力首轮出局
讲棋水平高离不开“大弟子”

刘传健登上《开讲啦》舞台讲述史诗级备降。

古力（左）首轮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