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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星星年度诗歌奖”揭晓
马莉敬文东路攸宁分获三大奖项

都江堰
就是控制岷江水的堤堰

“都江堰是世界上现今仅存的大型
无坝引水工程，它的伟大真的是说不
完。”王启涛教授与都江堰的记忆从很
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也没想到与都
江堰的缘分有那么深。在我很小的时
候，家里餐厅的墙壁上贴着一幅画，上
面画的就是都江堰，我每天吃饭都能看
到，到现在还记得。”

在父母的讲解之下，王启涛知道了
都江堰是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但是对
于都江堰的深入研究还是长大之后。
他曾经多次前往都江堰考察，对于这座

古代工程越发的入迷，也开始对之进行
研究。

修建都江堰的郡守李冰，虽然现在
人人都知道他的伟大，但实际上目前能
掌握的早期史料有限，研究起来相当艰
难。王教授想尽办法搜集资料，进行汇
编整理。

“曾经有人问过我，都江堰这个名
字是怎么来的呢？虽然历史上对于都
江堰水利工程的记载很多，但其得名之
由却非人人知晓。”王启涛这样说道。
为了搞懂这个问题，王启涛进行了文献
考证，最终他给出了答案：“都江堰的

‘都’就是‘汇总’‘控制’,‘江’”就是岷
江，‘堰’就是堤坝，‘都江堰’就是‘把岷

江控制起来的堤堰’。虽然都江堰是世
界上著名的无坝引水工程，但是当初修
建时可能是临时有坝或分水岭的。”

为了准备“名人大讲堂”的讲座，王
启涛不但亲自书写了16000多字讲稿，
还又去了一次都江堰，再一次论证自己
讲稿的每一个环节。

王启涛
曾两次登上《百家讲坛》

王启涛教授是央视《百家讲坛》上
的老面孔了，他曾经两次登上过《百家
讲坛》，一次讲述的是《李冰与都江堰》，
另外一次则是《心怀天下的范仲淹》。

王启涛教授是西南民族大学敦煌
吐鲁番文献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中国语言学最高奖——

“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
他不仅对于巴蜀文化有深厚的研

究，而且是敦煌吐鲁番学专家，尤其在
研究丝绸之路文献方面颇有建树，目前
正主持我国丝绸之路西域段最大的文
化整理与研究工程《吐鲁番文献合集》。

2008年，央视《百家讲坛》来到四川
寻找主讲人。在成都期间，栏目编导从
成都邀请教授和学者试镜，最终王启涛
和梅铮铮等一起入选了当时《蜀地探
秘》节目。

当时，王启涛就选择了以李冰治水
为背景，讲述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而这一次，时隔10年再讲李冰和都江
堰，王教授还有一个愿望：“当时我在央
视讲都江堰，导演跟我说，你就往通俗
了讲，最好是人人都能听得懂。这一
次，我希望能够不仅延续通俗易懂的风
格，还希望我的讲述能够与巴蜀史专家
和水利史专家们产生共鸣。我希望把
李冰与都江堰放在世界文明史、中国文
明史的大视野下去评述，对于过往的史
料，从严不从宽，从早不从晚，尽量从文
献整理、文献研究、文献传承的角度去
讲好李冰和都江堰。不管是在现场聆
听还是收看直播的观众和专家，都能够
认同我的观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闫雯雯 吴德玉

最近，宁泽涛连续在社交平台贴出合
影和一串“密电码”——浪花、四叶草、爱心
和鱼。网友们猜测，宁泽涛女友的名字应
该是“YU”。随后，高尔夫美女林希妤和篮
球选手杨笑愉先后被翻出，但两位美女都
亲自出来辟谣，“就是个吃瓜的”。就在大
家已经放弃时，一名网友发帖猜测，“会不
会是陈瑜呀？”于是，网友开始了新一轮“破
案”。

网友对宁泽涛“密码”解读是，“我也爱
鱼”或者“我超爱鱼”，陈瑜的fanpage叫

“我们都爱陈瑜”，似乎有联系。细心的网
友还发现，两人最近的两段旅程都有重合。

比如，宁泽涛4月18日左右出现在美
国纽约，他晒出了在美国参加赞助商活动，
以及逛街、逛博物馆的照片，而相同时间，
陈瑜在社交平台上也有背景是美国帝国大
厦的照片晒出，她还明确了地点在纽约的
一家咖啡馆。同样，今年5月，宁泽涛晒出
自己去了法国，而陈瑜的社交媒体照片，也
看得出她回到了巴黎。“两人在时间线上，
几乎同步。”好事网友说。

据公开资料显示，陈瑜是法籍华裔模
特，199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4岁开始走
上模特道路，15岁成为Elite精英模特大
赛法国赛区总冠军。2017年，参加在上海
举行的“2017维秘大秀”，是走上维密秀场
最年轻的华裔女孩。

此前，陈瑜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了宁泽
涛，且陈瑜早就有过对宁泽涛的关注和评
价，两人似乎也曾在走秀、商业活动上相
遇。

眼尖的网友还发现，对比宁泽涛发的
“合影”，和陈瑜的照片看起来确实很像，尤
其是发型很相似。好事网友说：“这是目前
关于宁泽涛女友比较靠谱的答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甘露

《史记》中有专门的一卷《河渠书》，
简要叙述了上古至秦汉时期的中国水
利发展情况。这足以说明水利在中国
历史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5月27日晚7点30分，来自西南民
族大学的教授王启涛，将在四川省图书
馆星光厅进行一场关于李冰与都江堰
的讲座，为大家解读李冰是如何在2000
年前，带领四川的民众修建了都江堰这
座到如今仍泽惠着四川的水利工程。

本次活动仍延续以往的方式，向社
会征集200名现场观众。另外征集4名
年龄35岁以下、对李冰颇有研究的青年
才俊，作为历史名人文化传习志愿者参
与讲座，他们将有机会在现场聆听王启
涛教授的讲座，共同分享历史名人文化
对延续巴蜀文脉的心得体会。

作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
工程品牌文化活动之一，“名人大讲
堂”公益活动立足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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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活
泼地展现历史名人所承载中华精神、优
良美德的时代价值。2019 年 5 月为

“李冰月”。

“年度诗人”马莉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马莉，是一
个文艺多面手。她出版过诗集、散文集、
画册。诗歌作品被译介到美国、韩国等。
曾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美国圣塔克拉拉会展中心举办过个人画
展，并参加多次全国联展。

马莉近些年来热衷创作十四行诗，创
作出《金色十四行诗》等优秀作品。在“年
度诗人奖”的颁奖词中这样评价马莉，“她
用浓郁的超现实笔法以画做诗，重幕间离
的意象渲染出她充满神圣感的精神想象

与内心独白，交叠的时空与历史的破碎在
充满着魔幻的想象中挖掘出平凡生活的
哲思与光彩。变化多端的语言姿态和整
饬形式之间构成的张力，是马莉诗歌创作
中的一贯追求，为拓展审美经验的宽度和
汉语诗歌的语言疆域提供了可能。”

“年度诗评家”敬文东

“年度诗评家奖”由中央民族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敬文东获得。
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的敬文东，因
诗评作品《从超验语气到与诗无关》（发表

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
10期）被评委们青睐。

授奖词中这样点评敬文东，“以深厚
的东西方诗学功底，打破东西方思维壁
垒，贯通古老东方诗学与现代西方理论的
信号桥梁。他广涉中外典籍，精准透辟，
能够把诗人对诗歌写作的点滴，纵横交错
出一座充满敬畏和深邃的语境森林。他
从语气角度，加以深刻探究新诗该如何表
达复杂的现代经验，成为了新的视角下，
构建新型的诗学文本的另一种独有的评
价范式。”

“年度大学生诗人”路攸宁

大学生诗人路攸宁因《每一寸光阴都
值得热爱》(组诗)获得年度大学生诗人
奖。路攸宁，1996年 10月生于四川万
源，现就读于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评
奖词中说，“路攸宁的诗歌用柔软的心使

“自我”与“世界”相互构成，空间地理与时
间转换让诗歌对想象力的拓展和对生活
世界的理解构成进行还原，从自我本源中
汲取其力量和可能性，间接地朝向世界，
细腻的感知中，凝结出诗歌的清丽，让情
感回归到一种原初的灵敏与微妙之中。”

三位获奖者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
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
波，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
龚学敏，《星星》诗刊副主编李自国、干海
兵等，以及成都文理学院的相关负责人，
与文理学院的众多大学生们一起见证了
此次颁奖典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实习生 刘可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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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迎来“李冰月”
听《百家讲坛》王启涛教授讲述
李冰治水和都江堰的前世今生

四川人，无人
不晓都江堰。都江
堰作为中国水利
史甚至是世界水利
史上一个伟大的奇
迹，在2000多年的
时光里，润泽着成
都平原，让原本水
涝频发的四川成为
了天府之国。

5 月 27 日晚 7
点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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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的“名人
大讲堂”，迎来“李
冰月”，来自西南民
族大学的教授王启
涛将为大家讲述蜀
郡守“李冰”为四川
做出的贡献。

每 年 一 届 的
“ 星 星 年 度 诗 歌
奖”，都会在初夏
如约而至，成为备
受诗歌圈人士格
外重视和关注的
严 肃 文 学 奖 项 。
2018中国·星星年
度诗歌奖在成都
文 理 学 院 颁 出 。

“年度诗人”“年度
诗评家”“年度大
学生诗人”三大奖
项，分别由广东籍
的诗人马莉、四川
籍的中央民大教
授敬文东、四川在
校大学生诗人路
攸宁获得。

▲华裔维密
超模陈瑜。

▶宁泽涛在
美国，照片非常女
友视角。

宁泽涛女友是谁？
网友破案：

疑似维密超模陈瑜
5 月16 日凌晨，游泳世界冠军宁泽涛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图片，疑似公开恋
情，“宁泽涛恋爱”随即被推上了热搜。经
过网友的“破案”“侦查”，已排除多位女友，
比如高尔夫美女林希妤、篮球选手杨笑愉
等。如今，网友锁定的是可能性最高的法
籍华裔模特陈瑜。

快来报名参与“名人大讲堂”
现场听《百家讲坛》专家讲李冰

观众报名二维码

志愿者报名二维码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启涛。

2018中国·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成都文理学院举行。

美剧《权游》疑似烂尾
十万网友要求重拍
史上最火美剧《权力的游戏》大结局第

八季第六集定于美国时间5月19日播出，
而在本周播出的第五集中多位主角“领便
当”，女主之一的龙妈突然黑化，这让海内
外剧迷愤慨不已。为此，国外的网友发起
一个请愿项目，希望“换编剧重拍第八季”，
截至目前，签名支持的人数已达10万人。

虽然《权力的游戏》是近年来最火爆且
口碑最佳的美剧，但自第八季播出以来，尤
其是第八季的第四集和第五集播出后，引
发网友非议。大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剧集
开始匆匆结束，很多重要角色接二连三死
掉，情节推进已经是跳跃式了，在没有原著
的支撑下，仅仅凭借故事大纲来拓展拍摄，
确实让《权力的游戏》最终季暴露了不少情
节上的问题。

有国内网友吐槽，也许编剧困于脚本，
第八季有一些不得不去完成的剧情，比如
龙必须死，丹妮必须疯，雪诺的身世必须被
公开等等。但完成这些任务必然还有更合
理的方式，即使编剧需要在框架里创作，也
应该在此基础上把基本逻辑捋顺，让原有
的框架和人物立住，否则就是把观众的智
商丢在地上摩擦，像现在一样引来观众的
愤怒。丹妮可以成为第二个疯王，观众不
能接受的不是这个结果，而是缺乏具有说
服力的情节来支持这种转变。

《权力的游戏》改编自作家乔治·R·R·
马丁的小说《冰与火之歌》，在电视剧集开
拍之初，马丁老爷子已经完成了《冰与火之
歌》前五卷的写作并且已经出版。按照制
片人大卫·贝尼奥夫、D·B·魏斯的设想，等
到拍第五季的时候，老爷子怎么都应该把
全套书的七卷写完了吧？结果，8年过去
了，马丁的小说《冰与火之歌》就是没写完。

《权力的游戏》能够撑到第八季并且结
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一集则将
是《权游》最后一集，记者衷心希望编剧不
要再放飞自我，让这部神剧回归正常轨道，
给陪伴了八年的全球剧迷留下一个完美的
回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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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