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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
垂桔柚，古屋画龙蛇。云气生虚壁，江
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
巴。”唐代宗永泰元年，杜甫出蜀东下，
途经忠州，特地前去观览大禹古庙，并
写下此诗赞美大禹的功绩。而在千年
之后，大禹同杜甫一起入选十位首批
四川历史名人，为后人敬仰崇拜。

大禹是后人为颂扬和纪念中国古
代第一位治水英雄，也是夏朝的奠基
者，国人们无不听着大禹“三过家门而
不入”的故事长大。那么，关于大禹治
水的千秋功绩，他又对中华民族产生
了怎样的深远影响？也许在接下来要
举行的“名人大讲堂”中，大家能够找
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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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迎来“大禹
月”。7月22日晚7点30分，四川师范
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
现场为大家解读大禹的一生。

能够让“诗圣”杜甫都称赞不已，大
禹的确是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的伟大历史人物。其实不
光杜甫，不少圣人对于大禹都不吝赞美
之词。孔子曾如此评价他：“禹，吾无间
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禹，吾无间然矣。”司马迁也写到：“尧遭
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
胝。言乘四载，动履四时。娶妻有日，
过门不私。九土既理，玄圭锡兹。”

“大禹治水13年，手上脚上的毛都
掉光了，三过家门而不入，丝毫不追求
物质享受。”段渝还讲到，大禹对于中
华民族的贡献，绝不仅仅只限于治理
洪荒，他开创了中国古代文明，其在历
史中的作用比治水更加重要。在讲座
当晚，段渝将深入大禹的世界，把这位
伟人的故事悉数道来。“希望除了大禹
治水的功绩之外，能让大家了解他更

多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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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动，仍旧延续以往的方式，
向社会征集200名现场观众（以最终主
办方电话或短信通知为准），以及4名
年龄35岁以下、对大禹颇有研究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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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渝的讲座，共同分享历史名人文化
对延续巴蜀文脉的心得体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名人大讲堂“大禹月”拉开帷幕

知名学者段渝
讲述曾让杜甫赞不绝口的大禹

文能喝酒下棋，武能狩猎打仗，
素有“战国第八雄”美誉的中山
国，此前由于史籍记载零散而不

为人知。这个暑假，金沙新展《发现·中山
国》将为你揭开这个诸侯国的神秘面纱。

中山国这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
之国，由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虞部建立，
跻身于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历经两兴三
灭，在国力最盛之时周旋制衡于燕赵齐等
强国之间，甚至有“战国第八雄”之称。

7 月 25 日，《发现·中山国》将在成
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亮相。展览选取战
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132组227件精品
文物，将从考古发现出发，结合出土文
物及相关文献，从起源、战争、都城、交
流四个方面讲述中山国从立国到强大
再到繁荣的整个过程。

中山三器
篆体记录战国纷争

中山国建立后，一度被晋国统
治。在战国时期又与赵、燕等大国毗
邻，强敌环伺下，它曾历经三次灭国、
两次复国，因此战事十分频繁。

第五代中山国君王在位时（约公
元前327年- 前313年），国力终于达

到鼎盛。而他的墓
中，就出土了3件刻
有长篇铭文的青铜
器，分别是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
铜方壶和铜圆壶。其上记录了中山
国的世系、战争等重要史实，为研究
战国中山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
资料，被誉为“中山三器”。

本次展览即将展出的铜圆壶，出
土时壶内盛满清水，壶腹刻有中山国
君王为父王写的一篇悼词，记录了在
位时的最大战事——趁“子之之乱”
大举伐燕。当时燕王哙不顾反对，将
王位禅让给重臣子之，引发了燕国内
乱，相邻的齐国迅速起兵伐燕。而中
山国也倾举国之力，打着正君臣名分
的旗号，趁机吞并了大量燕国的土
地。于是，诡谲的战国纷争，就这样
被优雅的中山篆记录在青铜重器之
上，再珍藏于王墓之中。

“中山三器”的铭文不仅内容弥足
珍贵，其字体本身也具有极高的艺术
水平，成为了新的临摹范本“中山篆”。

双翼神兽
春秋战国的黑科技

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手工业生产
发达，有专门的生产管理制度，制造
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
美的艺术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造
型、工艺水平上，都代表了战国时代
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即将展出的错银铜双翼神兽，制
作时就运用了当时青铜器制造的黑科
技——错金银工艺。该工艺包括镶嵌

和涂画两种方法，工匠先根据图案、花
纹在器物表面刻出沟槽，再嵌入金
银。这件神兽昂首咆哮，双翼直指长
空，显得十分矫健有力，身上的卷云纹
千变万化，背部还有蜷曲于云中的鸟
纹，精美的错银纹饰与古朴的青铜交
相辉映，充满了神秘气息。据推测，它
应是一件镇席之器或陈设品。

如今，还有两座放大版的双翼神
兽正矗立在河北博物院门口，威武的

“镇馆神兽”已是河博的标志性景观。

喝酒下棋
中国最早的实物酒

出身游牧民族的中山国人不仅
喜猎善战，还喜好饮酒、游戏，更以酿
酒闻名于世。

《搜神记》中记载了一个中山国
人酿“千日酒”，使得饮酒之人醉倒三
年的故事，足见“醇酎中山，沉缅千
日”的美誉。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两件
铜壶，将传说中的中山酒保留到了现
代：铜圆壶和铜扁壶中分别出土有浅
翡翠色和墨绿色的实物酒，可能是粮
食或乳汁酿成，这也是目前中国所见
最早的实物酒。

另一件文物则见证了战国时期
最流行的棋类游戏——六博。尽管
战国时期的具体游戏规则已失传，但
由史料中可知，玩家分黑白两方，每
方六子，一枭五散。行棋时双方先用
骰子掷采，再据掷采的结果行棋，以
先杀枭者为胜，与今天的飞行棋、象
棋的规则有一定相似之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实习生赵予

发不起工资、没有正常训练、成绩
一路下滑跌入降级区，中甲新赛季以
来，遭受股权风波影响的四川FC队似
乎逐渐变成了一个“烂摊子”。而今日
终于有了好消息，“山哥”黎兵回来了！
他将重掌教鞭，力争带领球队走出低
谷，努力保级。7月18日下午，主教练
黎兵、领队冯峰和助理教练李胜已经回
到都江堰基地，开始带队训练。

2017年12月，为了实现冲甲目标，
四川FC（当时还叫四川安纳普尔那）在
俱乐部总经理马明宇的撮合下，请来了
黎兵担任主教练，“时隔多年，兵马合
体”，一时成为四川球迷津津乐道的话
题。黎兵上任后，对球队进行切实改
造，并取得显著效果。

2018赛季中乙联赛，四川安纳普尔
那以27胜4平的不败战绩勇夺中乙冠军
成功冲上甲级联赛，并且这也是四川职
业足球历史上第一个联赛冠军。冲甲成
功，四川足球的热情氛围重新被点燃，黎
兵也有意在新赛季继续执掌教鞭。

未曾想，2019新赛季却遭遇一连串
风波。股权转让、欠薪，俱乐部风雨飘
摇，举步维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没
有和俱乐部签约的黎兵率教练组依然
坚持备战联赛，顺利完成了前几轮比
赛。而俱乐部久久未能实现的诺言，让
黎兵逐渐丧失了耐心，在与北体大比赛
之前的4月19日下午，黎兵及教练组向
俱乐部递交了解约函。5月13日，四川
FC足球俱乐部官方发表公告，正式接

受黎兵教练组的解约申请，宣布教练组
成员李胜不再担任主教练，冯峰不再担
任领队。

在大家看来，黎兵教练组的离开与
俱乐部的运转现状不无关系，如果球队
的资金问题没有解决，运转没有走上正
轨，黎兵短时间也不会再回来。随后，
川足名宿、前四川全兴队队员彭晓方接
过教鞭，担任主教练。此后，四川省体
育局和四川省足协出面，从资金和人力
上保证俱乐部和球队比赛的正常运转，
但是因为招商引资一直没有实质性的
结果，所以球队士气低落。此后的8轮
比赛，四川FC队1胜1平6负，球队的
排名也从中甲第9滑落到了第15名，倒
数第二，深陷降级区。

对此，四川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多
次和黎兵教练组沟通，希望他能够重回
球队执教，双方最终达成共识，黎兵教练
组回归带队，力争带领球队保级。实际
上，在离开四川FC后，黎兵教练团队接
到过多家中甲、中乙俱乐部的邀请，但黎
兵均未答应，他还是放不下这支自己一
手带上中甲的球队，放不下四川足球。

据了解，促使黎兵功勋教练组回归
的原因，除了他们对四川足球的爱，还
有就是困扰俱乐部近一年的资金问题
终于有了大的突破，有两家四川本土大
型企业将以冠名、广告等形式赞助四川
FC足球队，保障球队继续征战中甲和
俱乐部正常运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227件精品文物即将亮相金沙

带你走进
善战好饮的
中山国

黎兵教练组重回四川FC
两家四川本土企业将赞助球队

错银铜双翼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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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7500万欧元
尤文图斯签下

荷兰中卫德里赫特
新华社罗马7月18日电 在接

连免费引进拉姆塞、拉比奥特和布
冯三名虎将之后，意甲霸主尤文图
斯终于开出大手笔。18日，“斑马
军团”宣布德里赫特从阿贾克斯加
盟，这名荷兰中卫的转会费达到
7500万欧元（1 欧元约合 7.73 元人
民币），分五年支付。

尤文与阿贾克斯之间的谈判持
续多日，并在最近一周取得突破性
进展。先是13日阿贾克斯证实，德
里赫特因等待“可能发生的转会”将
缺席球队季前热身，3天后，尤文图
斯公布了德里赫特乘飞机抵达都灵
的视频。在完成体检等一系列手续
之后，尤文图斯终于宣布了德里赫
特加盟的消息。

尤文图斯在官方声明中透露，
与德里赫特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
合同。德里赫特的转会费在尤文队
史排名第三，仅次于克·罗纳尔多
（C罗）和伊瓜因。除了德里赫特的
转会费，尤文图斯还将支付1050万
欧元的额外费用。据悉，德里赫特
的年薪最高将达到1200万欧元。

下个月才年满20岁的德里赫
特出自阿贾克斯青训营，作为同龄
人中的佼佼者，球场上的德里赫特
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
稳重。身为阿贾克斯队长的他为
球队出场超过百场，打入 13 球。
上个赛季，德里赫特率领阿贾克斯
时隔22年重返欧冠四强，他也凭
借出色表现入选最佳阵容，并引得
巴塞罗那、巴黎圣日耳曼等多支豪
门球队的关注。

德里赫特是尤文图斯队史上第
五位荷兰球员，下赛季他将身披4
号球衣。

小威、大坂
领衔美网女单参赛阵容

新华社华盛顿7月17日电 美
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17日公布了
2019年美网直接入围正赛女单选
手阵容，美国常青树小威廉姆斯、来
自日本的卫冕冠军大坂直美、世界
排名第一的法网冠军巴蒂等悉数在
列，而美国有15员女将依靠排名直
接入围正赛名单，在所有参赛国家
和地区中人数最多。

刚刚在温网决赛中以两个2:6
惨败于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的小威
在名单中最为瞩目。输掉了温网决
赛，小威再次同个人第24个大满贯
单打冠军失之交臂。小威从生下女
儿奥林匹亚、去年强势复出之后，一
直以冲击澳大利亚网球名宿考特保
持的女选手24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纪录为目标，不过作为妈妈，这个目
标的确实现的难度很大。在去年的
美网比赛中，小威在决赛中输给了
大坂直美。此番再度主场作战，小
威又迎来冲击历史的机会，美国女
皇势必全力以赴。

这份女单直接入围名单共包括
102人，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共有13位大满贯冠军得主。此
前美网也公布了男单直接入围的
98人名单，瑞士“天王”费德勒、西
班牙名将纳达尔、来自塞尔维亚的
卫冕冠军焦科维奇等悉数在列。男
单和女单剩余的名额都将通过资格
赛和外卡等形式确定。

本届美网正赛将于8月26日
至9月8日进行。

《发现·中山国》展厅。

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季
四 川 历 史 名 人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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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知名学者段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