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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错过1月于丹讲座
这次弥补遗憾

成都地铁司机
终于逮到机会了
在报名参加首期“封面开讲了”

的观众中，有这么一个积极乐观、生
活过得很滋润的小伙子，名叫沙里，
是成都地铁一号线的一名司机。

生活中的沙里喜欢文字，爱好唱
歌，热衷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他会随
心地更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他
的所见所闻，鼓励同龄人发现身边的
美好。“无论写什么，文字的产生一定
承载了你的思维在里面。”

沙里自己经营着一个公众号，
每一周他都会在网络上搜索下一周
成都要进行的各种文艺活动、表演、
讲座等消息，整理归纳之后进行发
送：“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些活动，但
是网络上关于各种活动的消息并不
齐全，所以我就萌发了找到这些消
息，然后分享给志同道合者，让大家
能够轻松便利地进行选择。”

沙里一开始做公众号时，极少
有人关注，不过他也不灰心：“就像
是在做一个单机的游戏，反正我自
己也要找这些东西，就顺手做出来
了。后来慢慢的有网友关注，让我
觉得有了认可感。现在有时候一些
活动主办方还会给我一些赠票，我
都会无偿地分享给关注的朋友们。”

今年1月，于丹教授曾到成都
举办过讲座，沙里很遗憾地错过了，
这一次他想要弥补这个遗憾：“我是
内江人，来成都的时间不够长，对于
这座城市的了解还不够多，我希望
能够通过努力学习更加了解这座城
市，所以就报名来参加了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

谁是苏东坡呢？林语堂先生在英文
版《苏东坡传》的开头用诙谐的语言为他
画像：“他是皇帝的秘书吗？他是精通琴
棋书画的艺术家吗？他是雪中吟诗的诗
人吗？或者他只是那个热爱酿酒的人，
他只是一个精通儒道释的哲学家？他问
了很多很多可能，这一切都是苏东坡，又
都不是。因为只要提起苏东坡三个字，
中国人就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继今年1月与蓉城观众分享李白
的诗酒人生之后，时隔4个月，于丹教
授将再次如约而至，分享她眼中的苏东
坡。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的电话采访时，于丹教授提前“剧透”了
讲座的精彩主题。她旁征博引，妙语连
珠，用一首首诗词还原苏东坡的生命轨
迹，她说：“喜欢苏东坡就回喜欢他的全
部，因为他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同时在
苦难中有一份潇洒的彻悟，懂一个人需
要岁月，我想我会越来越喜欢他。”

苏东坡是最典型的知识分子

于丹教授坦言，她觉得什么都是
苏东坡，什么都不能概括苏东坡。如
果一定要她想象苏东坡的画像，那她
一定会引用《定风波》里的一句“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对苏
东坡一生的高度概括。

苏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几起几
浮，但他自己的内心从来都没有仓惶

过。他的心不乱，这个动荡的世界就乱
不到哪里去。相由心生，于丹教授猜
想，他的内心的气质透露出他的样子。
她很喜欢苏轼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
哉风”，她说：“我觉得一个人静默的时
候，眉宇间有一点浩然气；行动的时候，
千里快哉风，我觉得这就是苏东坡了。”

一提起苏东坡，读者或许对他的
诗词信手拈来，但对他的生平莫衷一
是。于丹教授打算根据一首首诗词，
来讲解苏东坡整个生命的经历。例如
他二十岁就离开了眉山，巴山蜀水陶
冶了他什么样的人格。而他又遇到了
什么样的大时代，在“熙宁变法”的时
候他作为旧党表达了什么样的立场。
一首首诗词，一个个故事，勾勒出苏东
坡的画像。

如果只能选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典型代表，于丹教授不会选李白和杜
甫，而一定会选苏东坡。因为李白和杜
甫没有做过真正有实权的官员，苏东坡
是真正在党争的漩涡中有话语权的人
物，儒道释三家在他身上水乳交融。她
认为，如果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其身”这两点而言，苏东坡是最典型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她将会透
过诗词，讲述苏轼的生命故事。

以诗词为媒介寻找酣然陶醉

提起1月的成都之行，于丹教授

记忆犹新，表示“非常感动，热情的观
众们听到李白的诗歌后与我强烈地互
动，大家一起朗读经典，我觉得现场的
气氛热烈极了”。正因为上次高山流
水觅知音，才有了这一次践诺来蓉再
聚首，为大家讲解苏东坡的故事。

采访的最后，她笑言自己对成都
情有独钟，从求学到工作，她曾多次来
到成都。热情爽朗的成都人，麻辣鲜
香的川菜，休闲悠哉的生活方式，都让
她心之神往，“无论是为了工作，还是
为了活色生香的生活，成都都是我一
次次要回来的地方”。

在于丹教授看来，中国的诗歌本
身就是令人酣然陶醉的：如果能读懂
李白的“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
古情”，那你就已经陶醉了；如果你读
过杜甫的“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
有限杯”，其实你已经把当下的美酒喝
好了；如果可以像苏轼那样“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那天上人间都在一
场相遇里酣畅淋漓了。

很快就将与成都的读者朋友再次
相聚，于丹教授已经对做客“封面开讲
了”活动表现出期待。她对读者发出
邀请：“让我们以诗词为介质，诗酒流
连，对话古今，在诗词的浩荡长河里，
让人生真正的酣然陶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实习生刘可欣

林丹李雪芮无缘苏杯
张军：

夺冠不是唯一目标
5月19日，2019苏迪曼杯羽

毛球混合团体赛将在广西南宁举
行，5月5日组委会公布了东道主
中国队参赛名单。国羽男、女单
打各有三人入选，男单包括谌龙、
石宇奇、陆光祖，女单陈雨菲、何
冰娇继上届后，再次携手参赛。

中国队的这份名单，多少让
人感到意外，因为领衔的球星里
面没有林丹和李雪芮两位伦敦奥
运会单打冠军。本赛季，林丹状
态不错，在马来西亚站拿到了赛
季第一冠，打破自己11个月冠军
荒。这个冠军让林丹焕然一新，

“如果你对比他在马来西亚和此
前的比赛，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
两个林丹。这表明了身体状况出
色的林丹，能够速度更快，控制得
更好。”中国羽协主席、男双组主
教练张军这样点评林丹，大马赛
过后，林丹也屡屡闯进高级别赛
事半决赛。遗憾的是，他并没有
入围苏杯大名单，“带头大哥”换
成了谌龙，此外还有第一次参加
苏杯的新人陆光祖。这位1996
年的新人在同辈国羽小将中表现
比较出色，积极进攻的打法也比
较适合团体战。

女单方面，奥运冠军李雪芮
无缘苏杯，本站新西兰奥运积分
赛她击败山口茜闯入决赛。女单
中也有一位首次参赛的新人——
韩悦，这位1999年出生的新人被
誉为超级天才，曾在2017年获亚
青赛女单冠军，打球细腻、头脑灵
活有“小王适娴”之称。

双打方面，男双国羽由双塔
组合李俊慧/刘雨辰领衔，新锐组
合韩呈恺/周昊东和近期在男双
和混双兼项的何济霆也首次入选
阵容。女双陈清晨/贾一凡、杜
玥/李茵晖两对组合入选，去年首
次参加尤伯杯的郑雨今年首次参
加苏杯。混双则将主打世界排名
前两位的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
律/黄东萍。

2019 年苏杯赛，将于 5 月
19-26日在广西南宁进行，有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5 名选手参
赛。两年前的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苏杯，中国队遗憾不敌韩国队，六
连冠纪录终结。

本届苏迪曼杯，中国队很低
调，张军说：“我们不想将冠军作
为我们唯一的目标，但必定会倾
力而为。我们会一步一个脚印，
尽自己最大努力杀入决赛，当然
还有捧起奖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成都足球青训再显成果

U15成都男足
首获青运冠军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一
群成都足球小子用沉甸甸的金
牌在这个节日为自己佩戴上了
一枚荣誉的勋章。5月 4日，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足球项目
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U15组（广
西梧州赛区）决赛在一场大雨中
进行，对阵双方是成都队与北京
队，结果成都队4：0战胜对手，获
得U15十一人制体校组冠军，这
是青运会史上成都代表队在足
球项目中收获的首金，创造了历
史最好成绩。此前，成都男足的
最好成绩是在2011年的第7届
城运会（青运会前身）上获得第
三名。

这支U15梯队的球员大多是
当年从成都市校园足球比赛中走
出来的，在进入成都培训中心后，
一边接受文化教育，一边接受足
球技能训练。文化水平提升的同
时，足球技能得到大幅度增长，受
益于优质体教结合，此前无论是
在全国锦标赛还是青超联赛，都
有着不错的表现。

全国青年运动会，每四年举
办一届，旨在推动城市体育事业
的发展，发现培养优秀体育后备
人才。本届青运会足球赛制进行
了改革，分为体校组和社会俱乐
部组，此举也是为了尽可能扩大
参赛面，锻炼更多的足球人才。
成都队2004年龄段梯队在小组
赛中表现稳定，三战全胜以小组
头名进入淘汰赛，随后稳扎稳打
晋级决赛，最终他们用一场大胜
为成都再添荣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羽啸

于丹教授
千里解读
快哉风

5月7日，“封面开讲了”将在成
都博物馆隆重开讲！首期讲座邀请
了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
研究院院长于丹，以苏东坡的诗词
为原料，品读苏东坡的人生。

“封面开讲了”作为封面新闻
主办、成都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全新
文化品牌，立足封面新闻人文矩阵
及专家智库，邀请名家做客，发出
时代声音。目前，封面新闻专家智
库阵容豪华，其中包括李敬泽、阿
来、郦波、丁振海、曾凡华、李舫、徐
则臣、祝勇等人文名家。

于丹教授曾经评价苏东坡时
说：“苏轼的一生是洒脱豪放的，很
会过日子，好日子有好日子的过法，
苦日子也有苦日子的乐处。他在四
川做了东坡肘子，在杭州当官就游
西湖，修苏堤。后来被贬岭南又对
荔枝情有独钟，生活过得很滋润，诗
里看到的是乐观。所以，我们的生
命中少一些沉思，多一些率直，就能
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和舒畅。”

曾记否，今年1月，于丹教授做
客成都，与200多名观众一同朗诵
了李白的名篇《将进酒》，朗朗书声
犹在耳畔。这一次，于丹教授还会
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请拭目以
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于丹教授提前“剧透”精彩主题

“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是对苏东坡一生的高度概括

于丹教授

5月4日是李易峰的生日，当他身
穿睡袍从大舞台中间的床上被唤起，台
下发出了持续不断的尖叫。5月 4日
晚，李易峰“Dream Visit”生日音乐会
在成都开唱（左图）。

出道12年轮回之际，不管是李易峰
本人还是广大粉丝都给予了不一般的
情感。随着生日音乐会的开始，场内外
气氛被粉丝们的热情瞬间点燃，开场10
分钟便登上微博热搜榜。而此次的生
日音乐会，李易峰也采取了全新的形
式 ，既 带 来 了 包 括 全 新 EP 大 碟
《DREAM VISIT》的3首歌曲，又重现
多个经典角色并与之对话，大型回忆杀
满满的爱与感动。

最让粉丝意外的当属李易峰和老
同学们一起吃火锅飙成都话，大型爆料
现场欢乐又暖心。身着蓝白校服的李

易峰被老同学包围，爆料当年女同学
“躲在草丛里偷看李易峰”，峰峰笑道：
“可能当年比现在还风光。”粉丝纷纷赞
叹“说成都话的李易峰帅炸了”、“校服
峰实力好看”。

全新EP大碟新歌首唱
屠苏登场全场泪目

李易峰全新 EP 大碟《DREAM
VISIT》，此次生日音乐会首唱三首新歌，
用歌声向粉丝们传递的心声，全场大合
唱感动又震撼。一曲《Shine Tonight》
拉开整场生日音乐会序幕，身穿睡衣的
峰峰带大家走进他的梦境空间，随后的
《为时不晚》唱出浪漫暖情，《流浪过的地
方》深情款款娓娓道来。音乐之外，几大
经典角色的突然出现，更像是一个意外

惊喜。“小霸王”宁致远为峰峰准备了成
都火锅，“剃头匠”陈深邀他加入麻雀，百
里屠苏依旧的沉默寡言，倔强不认命的
郑开司来找他要房本。一连串的经典角
色，满满的回忆杀。

十二年轮回初心不忘
梦回成都仪式感满满

距离2007年那个横空出世的日子
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出道十二年后，李
易峰选择回到家乡成都与粉丝一起庆
生，从所选城市到官宣时间的12:15到
预售时间的12:54，峰峰把自己的出道
日期和生日日期都融进了这次的生日
音乐会之中，每一个细节都是满满的仪
式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李易峰生日音乐会吃火锅大爆料
出道12年梦回成都仪式感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