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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
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
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
欢迎向我们推荐。

推荐
方式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
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标准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潘乃奇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青年

编剧，青年戏剧评论家，成都
新青年戏剧节总策划，国家艺
术基金青年创作人才（编剧）
获得者。作品入选文化与旅
游部剧本孵化计划，系四川省
重点关注剧作者。曾参与创
作川剧《琵琶声声》《武生》、话
剧《小镇琴声》、实验戏剧《断
章》、舞剧《偶然》、杂技剧《东
方有竹》等。

爱爱上川剧上川剧
东北姑娘来成都“追梦”

潘乃奇身上有很多标签：国家艺术
基金青年创作人才（编剧）获得者、青年
戏剧制作人、青年戏剧评论家……但她
最喜欢的是“青年编剧”。

“说起对写作的兴趣，应该源于读小
学前刚认字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爷爷
他们都喜欢读书，我也跟着读。像《封神
演义》《聊斋志异》《隋唐英雄传》这类故
事性比较强的书，里面有大量各具特色
的人物，特别好看。”长大后，潘乃奇考上
了一所与写作、与戏剧相关的大学——
中国戏曲学院，在该校戏文系的学习，开
启了她在写作与戏剧的道路上的探索。

潘乃奇是东北人，有着北方人的直
爽和开朗。读大学时，看到川剧表演，

“觉得特别有意思”，她一下子就被川剧
特有的火辣和热情吸引。毕业的时候，
有着众多选择的潘乃奇，最终决定来到
天府之国成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戏剧
道路”。

作作品创新品创新
把“直播”搬上戏曲舞台

“作为青年剧作者，我在创作中难免
有一种青涩感。也许正是由于我们川剧
界、戏剧界的包容，没人去计较这种青涩
感，反而有时候觉得会比较新鲜。”2016
年，由潘乃奇担纲编剧、制作人的都市情
感川剧《琵琶声声》，不仅主演全是90后
高颜值演员，剧中更不乏“三角恋”、“女
追男”、“青年创业”等贴近现代年轻人的
生活故事元素，打破了不少人心中“传统
戏曲‘老套’”的刻板印象。

除了题材，潘乃奇在海报设计上也
下了功夫：将戏中人物用漫画方式呈现，
贴近年轻人审美需求。实验戏剧《断章》
中，她尝试将川剧与话剧相结合。在川

剧《武生》里，她把“直播”搬上戏曲舞台，
并将角色的心理活动，通过另一位演员
的言行展现出来，颇具现代“意识流”。

她参与编剧的杂技剧《东方有竹》则
融合川剧、歌舞等艺术语言，以竹、茶、长
江水、古镇等宜宾文化元素，用爱情、乡
情、亲情、爱国情怀，精彩呈现了蜀南竹
海40年的历史变迁和美丽蜕变。

跨跨界写作界写作
立足传统寻找当下之美

潘乃奇擅长立足传统艺术寻找当下
之美，她把传统戏曲看作是自己的创新
根据地，把传统艺术视为自己创新的源
泉，“让传统与当下，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潘乃奇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让“戏
剧艺术焕发时代的光彩”。“在我的创作
中，会尽可能去表达真实的、有温度的内
容。”

潘乃奇总结自己的创作理念，即：
学习的，实践的，当下的。“作为年轻
人，始终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创作，
边学边做，在实践中创作，并尽可能的
去关注时代、深入时代，让戏剧艺术焕
发时代的光彩。”

2019年，由潘乃奇和著名编剧李宝
群联合创作的话剧《小镇琴声》登录国家
话剧院剧场。“通过这次创作，我感受到
前辈剧作家的精神，更加坚定去深入生
活找素材。在创作上，我会以青年人的
担当和责任感、使命感，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作品，奉献给我所在的城市和所处的
时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报道

青年编剧潘乃奇。

人 | 物 | 名 | 片

潘乃奇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2019年1月底，潘乃奇参与编剧的
话剧《小镇琴声》在北京首演。这部具有
浪漫色彩的戏剧，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民
对梦想、对美好生活和生命价值的追求。

潘乃奇创作的戏剧作品已不是第一
次聚焦当代生活，她参与创作的川剧《琵
琶声声》《武生》、实验戏剧《断章》、舞剧
《偶然》、杂技剧《东方有竹》等，都是关注
当代生活的精品力作。

改变传统戏曲“老套”的刻板印象，青年编剧潘乃奇不走寻常路

聚焦当代生活 让川剧“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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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5月1日起
携带“电子芯片宠物”

有望直接入境
华西都市报讯（记 者

杨尚智）3月27日，记者从
成都海关获悉，海关总署
发布2019年第5号公告《关
于进一步规范携带宠物入
境检疫监管工作的公告》，
规定对所有国家入境的宠
物，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
免 除 30 天 隔 离 ，直 接 入
关。公告将于今年5月1日
起正式实施。

根据新规，每人每次只
能携带1只犬或1只猫入境，
犬、猫要植入电子芯片，并随
附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动
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有效检疫
证书和狂犬病疫苗接种证
书。

据成都海关工作人员介
绍，新规定实施前，除导盲
犬、搜救犬等工作犬可免于
隔离检疫，其他宠物须在入
境口岸指定隔离场接受7天
或30天隔离检疫。

新规定实施后，对来自
指定国家或地区，“两证”齐
全，芯片符合要求且检疫现
场临床检查合格的宠物，可
免予隔离检疫；对来自非指
定国家或地区的宠物，还须
提供狂犬宠物病抗体检测报
告，方可免予隔离检疫，否则
只能从具有隔离检疫设施条
件的口岸入境，并在海关监
管下接受为期30天的隔离检
疫。

需要注意的是，宠物应
当具有电子芯片，宠物植
入的芯片须符合国际标准
ISO 11784和11785。15位
微芯片代码只包含数字，
并确保可被读写器读取。
如芯片不符合上述标准，
应自备可以读取所植入芯
片的读写器。

迎合新经济政策 建设中央厨房
成都伊藤用差异化构建品质消费新场景

如今是一个全民消费的时代，不
管男女老少，每个群体都有各自喜欢
的消费领域。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倾向于理性消费。在零售行业独
树一帜，特色分明的伊藤洋华堂，在
2019年会继续强化商品的开发，打
造更具体验性的卖场，为顾客提供更
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今井诚表示，伊藤特色需要继

续强化。首先是伊藤基本四原则的
精益求精，就是干净整洁的卖场、友
好的待客服务、丰富的商品结构、味
道与鲜度。二是强化商品开发力，借
助日本集团公司的力量，开发高品
质、高性价比的商品；与EC事业相
联动，扩大以日本为主的安全安心的
优良海外商品的进口数量。更加明
确商品管理标准和强化检查体制，加

强打造体验型卖场。在IT技术手段
的运用方面，从收集分析顾客购买信
息，到提高商品管理效率；从运用新
影像等技术开展大型营销活动，到通
过社交网络提升信息传播力；从导入
人工智能设备提升日常工作效率，到
实施会员制度强化顾客服务，在传承
与革新的并举中，锻造出让顾客更加
满意的零售企业。

回望 2018 年，成都零
售行业竞争加剧，市场格
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
已在成都扎根22年的伊藤
洋华堂，却在这股激流当
中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性
稳 步 发 展 。 3 月 26 日 ，
2019年成都伊藤洋华堂供
应商说明会在锦江宾馆召
开。超过1000名供应商参
会，成都伊藤洋华堂董事
长今井诚携成都伊藤全新
的管理团队亮相，包括总
经理黄亚美，副总经理惠
本芳尚、张俊，以及今年履
新的副总经理荒井达也。
会上透露了成都伊藤新一
年的经营战略，积极推进
二级市场及多业态品牌发
展，深化体制改革，继续打
造全方位的优良企业。

2018年，成都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6801.8亿元，同比增
长10%，跻身全国前五位。巨大
消费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品
牌关注成都，进而把西南首店、全
国首店、全球旗舰店落户成都。
去年，成都新增200家首店落户，
全球 80%以上知名品牌入驻成
都，其中，13家全国首店、75家西
南首店以及2家全球旗舰店。

商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首

店经济”的加持，因为首店能够形
成商场与商场、商圈与商圈之间
的差异化竞争。而在这方面，成
都伊藤显然很有信心。大家耳熟
能详的 ZARA、优衣库、无印良
品、大宇、日立、拉面竞技馆等都
是成都伊藤首次引入成都的品
牌。黄亚美表示，成都伊藤将不
停推动首店的引入，在春熙伊藤
的改造项目中也会有比较有影响
力的首店入驻。

今年，成都伊藤将继续推进
构造改革和投资，根据市场变化
变更商品结构。多店铺化，将是
未来发展的中心。除了开店乐
山，成都伊藤今年的新项目——
食品生活馆又有新进展，今年，将
在成都南面开出第二家店铺。食
品生活馆的未来发展，紧密贴合
成都向南发展的战略，目前，已有
30家物业向成都伊藤抛出橄榄
枝，希望食品生活馆能够入驻。

食品单独事业部分，成都伊藤
将筹建中央厨房，一改由供应商直

接供货店铺的现状，集中于中央厨
房加工制作后再送往店铺。建设
中央厨房，伊藤不仅是考虑店铺的
销售，也将医院、学校食堂考虑进
去。此外，开店刚两个月的绿地
店，目前周均客流达70万人次；春
熙店今年将成立改造项目组，拟以
女性消费者以及都市中心区域日
常性高端的OL群体为中心，加入
更多日本文化元素，包括内部结构
和外立面的调整，明年将再度成为
春熙路有地标魅力的店铺。

李雪丹

在技术变革和需求变革的共同
驱动下，新零售作为电子商务与实体
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不仅以全
新的生活服务场景带给消费者新的
消费体验，也为线上、线下的商家创
造出新的机遇。

在推行数字化战略的背景下，成
都伊藤也在不断升级。包括信息系统

的升级、物流系统的升级，以及会员管
理系统的升级，同时加强线上线下的
融合。黄亚美分享到，通过中台系统
的导入，更加精确用户画像，从而更进
一步了解顾客喜好，进行精准营销。

2018年 4月，成都伊藤电商事
业步入正轨，伊藤到家以及跨境业务
的开启，依托实体店顾客群体，升级

实体店的服务外延，构架了线上线下
互联的营销模式。从生活场景出发，
展示在一个场景中的多种提案，让顾
客在电商平台也有“逛”的乐趣。通
过伊藤到家的快速配送服务，伊藤电
商推出的具有品质保证的商品，以及
专注于采买全球好物的跨境电商，向
顾客呈现伊藤品质生活的魅力。

保持独有性 为顾客提供更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网络与实体店融合 打磨全渠道零售

提升首店经济 挑战差异化卖场

多业态战略 构筑新商业地标

员工风采展示

2019成都伊藤洋华堂供应商说明会

伊藤洋华堂自有品牌展示 伊藤洋华堂获奖员工

伊藤洋华堂优秀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