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3日14:30，“封面开讲了”第
二期将在成都博物馆负3楼学术报告
厅举行，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
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参事
室特约研究员于丹教授将再次入蜀，
与大家分享她从杜甫的诗歌中获取的
人生启迪。

杜甫足够被期待

前两次入蜀出席文化讲座，于丹
教授与现场观众齐声吟诵李白的《将
进酒》、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琅琅书声犹在耳畔。时隔一个
月，她即将再次做客“封面开讲了”，为
大家品读杜甫的诗意人生。

电话那头，于丹教授笑言，“其实
真正招呼大家在一起参加沙龙的不是
我，而是诗人本身”。

开篇引用鲁迅对杜甫的评价，于
丹教授对此表示认同。陶渊明远一
点，源自他的归隐，“心远地自偏”；李
白站得高一点，是指诗仙永远在俯视
这个浊世，不愿意纠缠其中，“人生在
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而鲁迅
说杜甫是“堆里”的人，因为杜甫会写
出《三吏》《三别》，只有杜甫是真正在
现实中哀伤、痛苦，在现实中用他的诗
记载历史。李白是“诗仙”，神仙是不
写人间事的，而杜甫是“诗圣”，圣人在
人间以诗笔立传。

这次于丹教授想和成都的观众们
谈谈杜甫这位活在我们“堆儿里”的真
实的朋友。闻一多先生说杜甫是四千
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
道光彩。杜甫的人生一直都有责任感
和使命感，他不管有多少不如意，从来

没有放弃过对自我的期许。
很多人在现实中不断给自己一条

出路，比如李白“明朝散发弄扁舟”，但
是杜甫写道“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
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从
一开始就立志要做国家重臣。所以他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自己穷
途末路、无路可走的时候，还在叹息黎
元百姓。他常常不能去做事，还是觉
得热血沸腾。这正是闻一多评价他最
庄严的原因。

懂杜甫需要阅历

于丹教授笑言，其实她小时候特
别喜欢李白的豪迈、明亮与天真，并不
喜欢杜甫。因为读李白的时候特别飞
扬，感觉可以上天入地，李白常在无路
可走的时候突然给自己一条路，“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但是
杜甫是真没路。杜甫晚年站在白帝城
的最高楼，“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
空回白头”，这个形象对于少年而言太
悲愁了。

直到三十而立，于丹教授对杜甫
充满了尊敬。杜甫不管能不能改变这
个世道，他依然把世道的担子压在瘦
弱的肩膀上，依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
心态去完成他的使命。赶上“安史之
乱”，只有杜甫一路在追寻朝廷。他最
后见到唐肃宗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
两肘”。尽管小儿子饿死在鄜州老家，
自己身上破衣烂衫，他还是历经挫折
去追随了天子。

但是一个大时代的苦难来临之
时，他会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
难此登临”。这天地间的变幻让他相
信，一定会有朝廷重新平叛、有百姓重

见日月的这一天。杜甫就是特别有信
念的人，他令人尊敬，需要有一定年龄
才会真正懂得他的家国情怀。

本场“封面开讲了”观众报名通道
继续开通中，面向社会征集400名现
场观众，将有机会与于丹教授一起分
享杜甫的人生境遇。读者提交报名资
料之后，主办方将发送短信确认报名
成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 实习生刘可欣

04

文
体
汇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019.6.10
星期一

编
辑

王
浩

版
式

宜
文

校
对

张
晓

报名方式：
1、已下载封面新闻 APP

的用户，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
报名页面

2.下载封面新闻APP，点
击主页右上角“个人头像”→

“封蜜CLUB”→“封面开讲了”
观众报名通道进行报名。

读 者 提 交 报 名 资 料 之
后，主办方将发送短信确认
报名成功，届时请以收到的
二维码扫码入场。

下载封面新闻APP

8日的2019法国女足世界杯B
组首战，中国队未能抓住破门良机，
0:1负于德国队。赛后，中国女足
主教练贾秀全认为全队发挥得很
好，只是差了一个进球。

当天的比赛，尽管德国队在控
球率、射门次数上占优，但中国女足
所创造的绝对机会要多于对手。在
上半场，杨丽的射门还曾击中立柱。

贾秀全透露，他之前曾告诉球
员，把自己真实的水平发挥出来，就
是最好的。“无论是从欲望、态度、攻
防两端来看，今天我们的表现很好，
把训练当中所练的都打出来了，只
差一个进球。这很遗憾，我们需要
在成长中不断充实、强大自己。”

贾秀全承认，德国队的实力要
优于中国队，但他希望球队能够逐
渐将劣势化为优势。“我们和德国队
本不在一个档次，她们的身体、单兵
能力，还是强于我们。可从发挥来
说，球员们已经很棒了，和世界冠军
都能抗衡。希望今后我们在场上能
从劣势地位转到均势，再到获得优
势，这需要一些过程，还是要强大自
己。”

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在巴黎
迎战南非队，贾秀全认为从第一场
来看，球员们的身体状态不错，但还
需要提高反逼迫的能力，做到更霸
气一些。

“之后的比赛，为了取胜要付出
200%的努力，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
最好的结果。”贾秀全说。 据新华社

法网女单亚军
又是“成都制造”

北京时间6月8日晚，罗兰·
加洛斯决出了新的“红土女
王”——在一场90后对决中，澳
大利亚选手巴蒂2：0击败捷克19
岁新星万卓索娃，成为新的法网
女单冠军，收获个人第一个大满
贯。而捷克新星万卓索娃虽然未
能一步登天屈居亚军，却是“来
自”成都国际青年大师赛这个“大
满贯摇篮”。

万卓索娃从去年美网开始爆
发，她在一场耗时2小时20分钟
的马拉松大战中击败13号种子
博腾斯，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
贯女单16强。本赛季，万卓索娃
也不断突破自我，战胜了爱哈勒
普、奥斯塔彭科等名将，连续三站
比赛至少进入1/4决赛。

最终虽然收获的是亚军，万
卓索娃经创造历史，她在罗兰·加
洛斯度过了完美两周，一路扮演
黑马，从未突破大满贯16强的她
来到了决赛场地上。无奈，她还
是为自己的年轻埋单，最终输给
了技术更全面、经验更丰富的澳
大利亚人巴蒂。

不过，万卓索娃仍刷新了一
大纪录，她是2017年奥斯塔彭科
之后，另一位闯进大满贯决赛的
青少年选手。值得一提的是，这
两位在大满贯赛场进入决赛的青
少年球员都是“成都制造”。

万卓索娃和奥斯塔彭科一
样，都是2015年来成都参加首届
国际网联青少年大师赛的选手，
当年，15岁的万卓索娃是来成都
参赛的最年轻的选手，成都之行
给她留下美好记忆。她和那年取
得四强的奥斯塔彭科一样，晋级
了法网决赛，虽然没有拿到冠军，
相信大满贯迟早会来临。

2015年，四川国际网球中心
发起创办国际网联青少年大师
赛，使成都这座城市成为国际巨
星的摇篮。拥有世界三大年终总
决赛之一的青少年总决赛，便是
拥有无限的未来。2019年已是
赛事的第五年，越来越多的惊喜
传回成都，在本次法网上，参加
2016国际网联青少年年终总决
赛的鲁德、布林科娃挺进32强，
科宁战胜小威廉姆斯晋级 16
强。再加上法网女单亚季军万卓
索娃和2017年法网女单冠军奥
斯塔彭科，国际青年大师赛已经
是名副其实的“大满贯摇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首战0:1不敌德国队后，中国女足
的姑娘们赛后在对结果表示遗憾的同
时，也对打好后面的比赛表达了信心。

谈到有机会但遗憾输球的结果，主
力前锋王珊珊表示，还是难以接受。“我
们今天也是拼了全场，也是因为一个球，
（对手）不是特别好的机会，有点遗憾。”

当被问到能否尽快调整心态迎接
对南非队的第二场小组赛时，王珊珊
说：“这个是必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赛后我们会总结这场比赛，后面第二场
比赛争取胜利。”

后防中坚、队长吴海燕表示，首场
比赛往往比较紧，但比赛中大家还是创
造出了机会。她说：“其实第一场球大
家上来有些紧，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在慢

慢找回状态，也有一些机会创造出来，
没有把握好，是下一步需要提高的。”

作为全队唯一在欧洲联赛踢球的
球员，效力于“大巴黎”的王霜在下半时
替补登场。她说，自己接下来不论能出
场多少时间，还是会拼尽全力。

当被问道上场前的状态时，王霜
说：“还是因为在首发和场下看球的心
理状态不一样。场下看球的队员还是
比场上队员更紧张，因为一直在看场上
表现，精神状态一直比较紧。所以，我
们几个替补球员一直在边看比赛边做
准备活动，还是蛮紧的。”

在谈到这场比赛帮助自己找回状
态的作用时，王霜说：“我觉得更多是在
体能和跟大家一起在高节奏的对抗上

面的磨合。还有两场比赛，我们还是会
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由于在欧洲联赛踢球而没有系统
参与过去一年球队的集训，王霜说感谢
教练给她的帮助。“我觉得自己表现得
还行，也就这种状态，那么长时间没有
回来跟着储备体能，各方面进入状态不
如她们这大半年的，所以自己也挺着
急，但没办法，蛮感激贾指导给我时间，
不管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只要让我
上场，我还是会拼尽全力。” 据新华社

巴蒂首夺大满贯
小德连胜被终结

当地时间8日，8号种子巴蒂
在法网女单决赛中胜出，职业生
涯首夺大满贯单打冠军，成为46
年来首位折桂法网的澳大利亚女
选手，也是继2011年美网的斯托
瑟之后，又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
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不过，在
网球大满贯迎来冠军俱乐部新成
员的同时，男单头号种子德约科
维奇却在因雨被推迟的半决赛
中，经过五盘苦战，不敌奥地利人
蒂姆，其大满贯26连胜的记录就
此画上句号。

蒂姆与德约科维奇的半决赛
前一日因雨暂停时，前两盘双方
战成1:1，蒂姆在第三盘局分3:1
领先。比赛重新开始后，蒂姆以
7:5赢下第三盘，但在第四盘被
德约科维奇回敬了一个7:5。

决胜盘蒂姆4:1领先时，比
赛再度因雨中断。德约科维奇
在第六局挽救了两个破发点，
又在第八局化解了两个赛点，
在前10局结束后扳为5:5。不
过蒂姆还是抓住了第三个赛
点，用一记正手制胜分结束了
这场 4小时 13分钟的战斗，最
终比分为 6:2、3:6、7:5、5:7和
7:5。

德约科维奇自去年温网以
来连夺三项大满贯冠军，然而
本场失利后，塞尔维亚人完成
这一轮“大满贯循环”的愿望化
为泡影。

9日是本届法网最后一个比
赛日，中国“金花”组合段莹莹/郑
赛赛在女双决赛中，遗憾地以0：
2不敌女双2号种子巴博什/姆拉
德诺维奇，获得亚军。 据新华社

法网战况/

关注2019法国女足世界杯

巴蒂（右）与万卓索娃在颁奖
仪式上合影。 新华社发

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接受电话采访：

“杜甫是活在我们堆里的朋友，
足够被期待”

6月9日，国际足联官方微博用
图文鼓励中国女足：

下一站，巴黎！相信中国女足
的姑娘们必将拼尽全力！

贾秀全称赞全队表现：

我们“只差一个进球”

“铿锵玫瑰”表态——

王珊珊：下一场争取胜利
王霜：我还会拼尽全力

“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
似的。”鲁迅在谈古典文学的时候如此评价杜甫，用了“堆里”这个接地气的词语。

6月7日端午节这天，于丹教授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的电话采访。提起即将做客“封面开讲了”，她很赞许鲁迅对杜甫的评
语，并且十分期待：“每次来成都都像是参加一个沙龙，有一个诗人朋友把大家聚在一起。李白是一个好酒之人，他会招呼大家
在一起豪饮；苏轼又是那么旷达的人，他肯定要给大家烧东坡肉。杜甫也是一样，他跟大家其实更近，足够值得期待！”

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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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足后续赛程

6月14日 3：00
中国 VS 南非

6月18日 0：00
中国 VS 西班牙

王珊珊（左）与德国队球员奥伯多弗在比赛中争顶。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