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儒之祖
杜甫韩愈都受他影响很深
“扬雄被称为‘文儒之祖’，这是他

最大的特质，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
要转折。”主讲嘉宾刘跃进介绍道。“文
儒”何解？有着强烈的圣人情结，以儒
者自居，但同时又是文人。“在扬雄之
前，儒家孔孟等人，皆是纯粹的儒者。
自扬雄开始，儒者兼具文人的身份，后
世杜甫、韩愈等大家对他评价很高，都
受到他的影响。”

研究扬雄多年，在刘跃进心中，
扬雄就好像冯友兰。冯友兰一生著
作等身，致力于学术，被称为“现代
新儒家”，而他的晚年生活也同样充
满荆棘与坎坷。“为什么首批四川历
史名人要选扬雄而不选司马相如，
因为扬雄对蜀地文学、中国文学与
文化的意义是更为巨大的。”刘跃进
说道。扬雄独创“连珠体”，不仅是
在辞赋的认识上，也在其他文学、文
化领域有独特的开创。扬雄备受争
议，却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
印记。

沉郁顿挫
与杜甫在气质上有相似性

与司马相如的聪慧与现实不同，
扬雄则显得糊涂与迂腐。“扬雄非常矛

盾，他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又想摆脱
政治而不可得。”刘跃进评价道，“他42
岁离开蜀地前往长安，做了17年的小
官，和他的性格特征分不开。”

扬雄的理想主义使他难以妥协于
现实，在矛盾夹缝中书写了一条自己
的传奇之路。他晚年落魄，并且放弃
了一些曾经坚持的文学主张，倒戈相
向。相对于司马相如顺遂美满的一生
而言，扬雄是沉郁而落寞的。杜甫评

价扬雄“沉郁顿挫”，后人又将此四字
用以形容杜诗，可见二人在气质上的
相似性。

今晚开讲
了解历史上真实的扬雄
“名人大讲堂”公益活动将邀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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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大讲堂”已陆续邀请到李
敬泽、阿来、李舫、郦波、于丹、孙小淳
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举办过六期讲
座，共有数千人报名参与现场活动。
截至第六期，已经有1200多人到现
场参与过活动。除了有千名幸运读
者在现场接触这些名家，更有几百万
的读者守在网络上，通过直播来参与
名人大讲堂活动。据统计，已经有
700多万人通过在线收看参与了名家
的讲座。

25日晚，让我们相约新一期“名人
大讲堂”，聆听主讲嘉宾刘跃进的演
讲，了解历史上真实的扬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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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汉代”“成都”“文学”这
三个关键词，你可能会首先想到
司马相如，这位因“琴挑文君”的
典故而浑身充满浪漫色彩的西汉
辞赋家，也许承包了当代人对西
汉蜀地文学的大部分记忆。实际
上，在他之后几十年，另一位追寻
着他的人生轨迹入世的文人，从
后世那里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而
他的人生，则更为传奇跌宕。他
就是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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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大厅
迎来第七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
遗产》杂志主编刘跃进将做客“名
人大讲堂”，谈一谈扬雄其人、其
文，以及他不凡的晚年。

3月24日，成都望江宾馆国际会
议厅，上百名棋迷津津有味地看着棋，
热气腾腾的感觉一扫周末的“倒春
寒”。棋圣聂卫平挂盘讲棋，接近尾声
有些困倦的他点了目：“白棋赢大发
了，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党毅飞大势已
去了，希望明年他能夺冠吧。”这样，执
白中盘胜的柯洁终于在第八次冲刺西
南棋王赛修得正果。

世界冠军一年好几个
西南棋王赛一年就一盘

领奖台上，柯洁也很感慨：“我感
觉西南王太难拿了，终于拿到了！比
世界冠军难多了。”22岁的柯洁，目前
坐拥七个世界冠军，距离中国围棋世
界冠军数量最多的古力只差一冠。

“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圆梦了，太
不容易了。”的确，作为云南队棋手，柯
洁第一次来到西南王还不到17岁。
当时的柯洁还理着小平头，不时与其
他同辈棋手无所顾忌地开着玩笑，仅
仅两年后，他就成为炙手可热的明
星。他真正的职业人生起步始于
2014年，在那一年他第一次获得国内
棋战头衔，第一次打进世界大赛决赛，
而他起步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西南王
赛。“回顾自己的西南王历程，最好的
成绩是倒在四强，其他输得都很惨。
虽然说西南王是西南地区的比赛，但
冠军争夺一直很激烈。”

早年西南王压轴的重量级人物是
重庆队的古力，随后特邀了常昊。这

两年，随着中国年轻围棋选
手的崛起，西南棋王赛积淀
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来参赛
的世界冠军真的很多，16
位参赛棋手中9位世界冠
军。除了常昊、古力两位

“老大哥”，其余的7位世
界冠军都是手很热的：
新科世界冠军杨鼎新、
党毅飞、等级分排名
第二的芈昱廷、排名
第七的时越。如此
多的顶级选手，稍
微晃个神儿，就出
局了，这是西南王
难 拿 的 一 个 原
因。另一个原因是，用柯洁自己的话
来说，世界冠军赛一年好几个，西南棋
王赛一年就一盘。

国内比赛战绩不佳
这次用西南王证明自己

夺冠后，柯洁也检讨自己国内赛
战绩不佳的毛病：“之前我一直将重心
朝世界大赛倾斜，国内的比赛感觉激
不起自己斗志，这也是很不好意思的
一点。”当然，这个“毛病”也让柯洁国
内战绩不佳：“输了国内比赛以后，很
多人说我棋不行了。其实我状态如果
不是特别不好，一般不会出现低级失
误。这一次拿到冠军，也就证明自己
其实还是有实力。”

相比柯洁成功在第八次西南王比

赛夺冠，党毅飞有些遗憾，已经成就
为世界冠军的他，作为成都队主将至
今未封“西南王”。队友古灵益四次
加冕，党毅飞只有两个亚军。“这盘棋
开局不是很好，下了一步很过分的
棋，导致局面很被动。中盘阶段有了
一些挽回，但后面又下了一步缓手，
这盘棋就大势已去了。”就连聂卫平
都说，如果明年党毅飞在决赛再碰柯
洁应该会拿冠军，“当然如果碰其他
人，也就不好说了。”

第八年柯洁封王，这也是他今年
第一个国内战头衔。一年一个世界冠
军“进度”的柯洁，借这股东风为2019
奠定了不错的开局，追上古力大哥第
八个世界冠军或许就在今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3月24日，首届“聂卫平杯”中日
韩围棋大师邀请赛在成都望江宾馆收
官。闯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比赛决
赛，“棋圣”聂卫平最终却不敌昔日日
本“六超”之一的小林光一，获得亚军。

首届“聂卫平杯”中日韩大师邀请
赛齐聚了中日韩三国最顶尖的元老级
棋手——中国棋圣聂卫平、前中国围
棋协会主席王汝南、中国第一个围棋
世界冠军马晓春、“西南王”宋雪林。
日本则是“宇宙流”开创者武宫正树、

“小林流布局”的小林光一。韩国方面
邀请了“不死鸟”徐奉洙，以及同为“四
大天王”的刘昌赫。

一路过关闯入决赛的聂卫平，被
寄予厚望，大家都很期待他能拿下首

届“聂卫平杯”冠军。 毕竟这是中国
围棋历史上第一个以棋手名字命名的
比赛。

决赛遭遇的小林光一堪称老对
手，用聂卫平的话来说：“缠斗一生，不
离不弃。”两人都是1952年出生，聂卫
平8月的生日，比小林光一大了一个
月。当年，二人在1985年首届中日围
棋擂台赛上的一战，堪称世界围棋史
上的经典战役。可以说，如果没有当
年聂卫平惊险逆转取胜，并由此开始
擂台英雄的连胜神话，今天的“聂卫平
杯”恐怕也很难出现。

30多年前的巅峰对局，如今再现
成都望江宾馆，酷爱实地的“小林流”
也是再现棋盘，执黑的小林光一“先捞

后洗”，将白棋中央潜力限制得极好。
官子阶段，聂卫平顽强打劫，无奈劫材
不足，难以为继。聂卫平哈哈一笑，爽
快认输。

老聂并没有显得沮丧，他爽朗地
表示：“祝贺小林先生赢了我。今天这
盘棋我上来其实感觉自个儿非常好，
是这次比赛发挥最好的一局。”

而对于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成
都棋院院长蒋全胜表示：“非常满
意，非常高兴。没有想到影响力会
那么大。稍微觉得遗憾的，就是聂
老没有在首届‘聂卫平杯’夺冠，但
留一点遗憾也是好的。这样明年更
有盼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名人大讲堂“扬雄月”主讲嘉宾刘跃进：

“扬雄在我心中就是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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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加冕西南棋王
柯洁八年圆梦

月 24 日，第十八届中国围
棋西南棋王赛在成都上演
大结局，九大世界冠军争
锋的西南棋王赛，最终诞

生了新王——中国围棋等级分第
一、七冠王柯洁中盘击败成都队棋
手党毅飞，首次摘得西南王。党毅
飞则收获第二个西南王亚军。

今年，“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
中国围棋西南棋王赛迎来了“18
岁”的“成人礼”，同时也迎来了最
强战队——九位世界冠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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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道主成都队则由
世界冠军党毅飞携古灵益、廖元赫、
马逸超参赛。

作为夺冠呼声最高、等级分排
名第一的柯洁，最终如愿以偿。此
前，柯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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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柯洁发挥很不
错，第一轮与唐韦星、第二轮和廖元
赫的比赛都很快结束，而且都是屠
龙大胜。半决赛面对新科世界冠军
杨鼎新，最终柯洁也笑到最后。

东道主棋手、世界冠军党毅飞，
其实前面发挥也不错，击败了世界
冠军周睿羊和卫冕冠军芈昱廷，以
及重庆队黑马。最终两位世界冠军
进入决赛，不过，党毅飞发挥确实不
如柯洁，聂卫平挂盘讲棋也认为柯
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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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名人大讲堂”的主讲嘉宾刘跃进。

女子重剑世界杯成都站落幕

中国队憾负意大利
无缘奖牌

3月24日，2019国际剑联女子
重剑世界杯（成都站）团体赛在成
都东郊记忆落幕，在铜牌争夺战
中，中国队28：31不敌意大利队，
无缘奖牌。冠亚军分别由德国队
和爱沙尼亚队获得。而在前一日
的个人赛中，被寄予厚望的中国队
员状态不佳，仅有朱明叶一人跻身
八强。

事实上，相比单枪匹马的个人
战，女重团体赛一向是中国击剑的
优势项目，2012年，中国女重在伦
敦奥运会上折桂，四年后又在里约
获得银牌，中国队还是亚运会该项
目的卫冕冠军。

国际剑联女子重剑世界杯赛，
是除奥运会与世界锦标赛之外，最
高级别的世界击剑比赛，本次比赛
的成绩与排名，与即将开始的东京
奥运会击剑项目资格赛息息相
关。赛后，最后一个上场的孙一文
表示，姑娘们的状态没有调整到最
好，想法太多、顾虑太多，“打得很
紧张没有完全释放”。对于教练组
的战术安排，孙一文也解释道，由
于对方多是交锋型选手，擅长打反
攻的自己不占优势，所以才被安排
在末局登场。

尽管丢了铜牌，中国女重教练
员黎国介认为，虽然有遗憾，但已
经到达了积分的目的。“赛前，我们
排名世界第五，离波兰和法国都差
着分，不过这次两支队伍都没有进
前四，所以我们的积分应该会有
优势。”目前离东京奥运会越来越
近，由于世界排名前四和各大洲
排名第一的队伍可以直通东京，
黎国介告诉记者，中国队接下来
的目标是在之后的积分赛以及世
锦赛、亚锦赛上获得好成绩，锁定
前四的位置。

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重获得
一枚宝贵的银牌，这几年，中国女
重也进入了新老交替的阶段。受
到伤病影响，世界冠军许安琪缺
席了本次世界杯，何时康复还是
未知数，但她仍是中国队争夺奖
牌的有力人选。新人里，近年才
入选国家队的朱明叶成长极快，
在大赛里已经可以担当主力，只
是经验还相对缺乏。“现在的这支
队伍和 2016 年相比整体弱一点，
但是我们的训练丝毫不会落后，
东京奥运会目标仍然是争金牌。”
黎国介坦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不敌老对手小林光一
聂卫平获“聂卫平杯”亚军

“西南王比世界冠军难拿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