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大假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每天都人声鼎沸，从全国乃
至全球各地奔赴这里看“滚滚”的

人不计其数。园区深处，人们不惜花费
数十分钟时间等待，就为看一眼憨态可
掬的黑白大熊猫。

与喧嚣一墙之隔的太阳产房工作区
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抱着儿子打盹，脑
袋边上就是一筐笋。拉了一坨粑粑在屋
子正中间，水盆没水了，遂扯来水管给它
满上。”“熊猫奶爸”陈波说。

这园区里一共有14只大小熊猫，对
带班的陈波来说，只只都算是自己带的
崽。但他并不能算是“扫地僧”，事实上，
这个瘦高戴眼镜的青年男子并非默默无
闻之辈，在“猫粉”圈里，他是赫赫有名的

“网红奶爸”——托大熊猫“奇一”的福，
一段抱大腿卖萌的视频让他红透大江南
北。

陈波今年38岁，带“猫”已经15年，
江湖诨名——“火腿奶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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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本次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诗歌界和文化
界的大咖到场。

包括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组委会主任、中国
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空军指挥学院
原副院长朱和平，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副会长胡占凡，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
魏银久，泸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曹建
国，泸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田亚东，中共泸
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云，国际诗酒文化大
会组委会副主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淼，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组委会秘
书长、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总经理王洪波等，均出席了颁奖盛典。

此外，俄罗斯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亚太地
区国家文化合作国际委员会主席肯纳季·谢苗
诺维奇·什拉普诺夫、意大利诗人圭多·奥尔达
尼、波兰和英国双重国籍诗人哈提夫·贾纳比等
数十位国际诗人，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中国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徐沛东，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
一级演员单秀荣等数十位文艺界嘉宾，作家、四
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等数十位文学大家，《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栓科等数十位
媒体高层，以及国内上千名诗人、学者、诗歌爱
好者莅临了此次盛典。

数十个国家的诗人赴会 226万元奖励诗人
第三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启幕

金秋十月，中国酒城四川泸

州迎来一场文化盛会。

10月8日，全球数十个国家

的一千余诗人和诗酒文化爱好

者汇聚泸州，参加国际诗酒文化

大会第三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

文化艺术周“诗意浓香”颁奖盛

典，226万元现金奖励给了获奖

诗人。颁奖盛典后，还上演了中

国歌剧舞剧院精品剧目《李白》。

当天，备受国际诗坛关
注的“1573国际诗歌奖”也重
磅揭晓。

“1573 国际诗歌奖”是
泸州老窖创新设立的国际
首个以酒名为奖项名称的
诗歌奖，面向全球最有影响
力的诗人，每年评选一次，
致力于打造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诗歌奖项。2018
年，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
茨洛瓦荣获首届“1573国际
诗歌奖”。

今年，意大利诗人、终极
现实主义的开创人圭多·奥
尔达尼，美籍亚美尼亚诗人

索娜·范共同斩获“1573国
际诗歌奖”，再次展现了诗歌
作为全球语言的魅力。

圭多·奥尔达尼致获奖
感言时表示，“诗歌的沉默和
朴素比宇宙飞船走得更远，
诗人是精神的宇航员。在感
谢授予我这个非凡的成就奖
之际，我想向中国和我所代
表的终极现实主义运动致以
崇高的敬意。”索娜·范说到：

“我很自豪代表我们小小的
国家，在这里接受这个来自
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的一个诗
歌奖项，中国文化传统绵长，
以智慧闻名。”

“诗意浓香”全球征文赛事，是国际诗酒
文化大会最具亮点和参与性的活动之一，每
两年举办一次，首届征文活动始于2017年，
征集作品近8万件。本届“诗意浓香”全球征
文赛事自2019年1月1日启动以来，组委会
共收到作品25万余件。经过严格评选，最终
972件作品获奖，总奖金高达226万元。“诗
意浓香”全球征文赛事因此成为目前国内奖
金最高、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文艺赛事，也是
国内、国际参与投稿最多的文化活动，不仅
达到了推广普及诗歌的目的，还极大地丰富
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盛典现场，各组别金银铜奖及特别奖获
得者登台领奖。无论是成名已久的诗坛名
宿，还是崭露头角的校园新人，都通过国际

诗酒文化大会的平台收获了创作的喜悦。
来自中国诗歌、文化、艺术、媒体等领域的数
十大咖作为颁奖嘉宾为获奖者颁奖。

“酒，是杯中的诗；诗，乃笔尖的酒。”国
际诗酒文化大会组委会副主任、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在致辞中
表示，诗是文化的载体，酒是情谊的纽带，诗
和酒共同组成了华夏农耕文明中最唯美、最
炙热、最纯粹的艺术表达。千百年来，“酒以
成礼”与“风雅精神”的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让美酒与诗词构成了所有中国人精神的家
园、情感的桥梁、沟通的语言。随着中国文
化、中国精神、中国品牌快步走向世界，凝聚
着文化、思想、情感、梦想的美酒与诗，也能
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语言。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是一项旨在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推广普及诗歌的公益性活动，算是
在国内发起最早、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
活动内容最丰富的诗歌大会。大会由泸州市
人民政府、中国作协《诗刊》社主办，中国歌剧
舞剧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等承办。自
2017年以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已成功举办
三届，共吸引50多个国家、150多位国外诗
人、3000多位国内诗人，数十万名诗歌爱好
者参与其中，成为具有国际国内广泛影响、社
会公众积极参与的一大文化盛事。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没
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中共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云为活动致辞时表示，泸州市一直以来都
致力于推动诗酒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国际诗酒文
化大会是泸州的盛会，也是诗酒文化界的盛

会，必将催生出更多充满正能量、深受群众喜
爱的文化精品，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华诗文
化的风采、酒文化的魅力，对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起到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是诗和酒的国度，
绵延千年的诗酒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国家
大力倡导文化复兴、文化自
信的当下，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也迎来了与世界文化“碰
杯”的最佳历史机遇。

作为国有大型骨干酿酒
企业和中国白酒领军品牌，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
和热爱，近年来，泸州老窖肩
负起“成中国酒文化旗手”的

重任，积极参与国际诗酒文
化大会筹办工作，不断以实
际行动推动中国诗酒文化在
全球的传播。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历经
三届、数十场诗歌活动，取得
了卓著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成
果，成为泸州老窖践行文化
使命，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
展的典型范例和生动实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喻奇树

颁奖盛典之后，中国歌
剧舞剧院精品剧目《李白》震
撼上演，重现了诗仙、酒仙李
白荡气回肠的一生。当天表
演，不仅泸州籍市民凭借身
份证可享受购票优惠，该剧
目还同步在腾讯视频、爱奇
艺视频、新浪等平台全网直
播，最大程度实现文化惠民。

盛典前夕，中国歌剧舞
剧院著名艺术家林嘉庆走进
精准扶贫村一一泸州市古蔺
县龙山镇向田村小学，开展
民族器乐大师课，引领乌蒙
山区村小师生感受民族乐器
琵琶的魅力，拓宽了师生眼

界，实现了“人民艺术为人
民”的目的。

本届泸州老窖文化艺术
周期间，还开展了中西诗歌
论坛、诗酒文化高峰对话、
《李白》《恰同学少年》多场次
惠民演出、文化学者“酒城讲
坛”、艺术大师携高雅艺术进
校园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让
其成为了 2019年度最具影
响力的国际诗酒文化嘉年
华。活动中，来自中国、意大
利、美国、波兰、俄罗斯、秘鲁
等十余个国家的诗人、学者、
文学家、翻译家将共同参与
活动，交流诗酒文化。

诗酒文化大会大咖云集

两国外诗人获“1573国际诗歌奖”

舞剧惠民高雅艺术走进校园

让世界品味中国 推动中国文化全球性传播

助力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发展

赛事激发诗歌创作热潮

“诗意浓香”全球征文赛事颁奖现场（金奖）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组委会副主任、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发表讲话

“抱大腿”视频
2天点击破亿人猫走红

2017年初的一天，陈波钻进
大熊猫“奇一”的圈舍搬运竹子，在
长达十多分钟的过程中，“奇一”一
直紧追他的脚步不放，无论陈波把
它放在哪儿，它都会迅速爬回去，
抱住陈波的腿不放。这段视频被
压缩成57秒后放到网上，2天时间
点击量超过了1亿，网友纷纷哀嚎
——“萌到无力自拔啊！”

陈波就此被“奇一”提携，成为
红人。走红来得猝不及防，让他有
些茫然。“平时我们都尽量躲着镜
头，也没想到这段视频被拍下来
了。其实熊猫崽崽抱大腿是常态，
幼年大熊猫基本上都喜欢抱腿。”
陈波带的这些崽儿里，最爱抱大腿
的就是“奇一”，而它也凭借抱大腿
神功，迅速上位，一夜成名。

“年龄小的（大熊猫）特别喜欢
新鲜事物，它就想跟你玩、探索。
抱大腿也不只是那一天，一般我们
进入活动区域后，几乎所有的大熊
猫宝宝都会扑过来要抱抱。”陈波
说。

本科生饲养员
喂养熊猫多达二三十只

“奇一”不是陈波带的第一只
大熊猫。2004年从四川农业大学
毕业后，恰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第一次招聘本科学历的饲养
员，陈波递出了简历。

“我当时学的是动物科学专
业，是对口的 ，我也喜欢和动物打
交道。应聘来当饲养员，基本上满
足了我对未来工作的期待。”陈波
记得自己带的第一批熊猫宝宝是

“闷逗”“花嘴巴”两只大熊猫，随着
工作经验的慢慢积累，他随后又开
始带成年猫，再后来带仔猫。“‘奇
一’的妈妈‘奇缘’，当时也是我带

的。”陈波说，如今被他亲手喂养、
抚摸过的大熊猫，已经有二三十只
之多。

“其实大熊猫不太认人。如果
你超过半年没有带过它，基本它就
不怎么记得你了。”陈波说。

会不会伤心？“不会的，不会
的。无论它们记不记得我，我都一
样爱它们。”陈波说。

带大熊猫
就像带小孩一样费心

太阳产房里，现在住着10只
成年雌性大熊猫，还有4只今年刚
出生的幼年大熊猫宝宝。

有的大熊猫妈妈母性极强，和
它们要孩子比较难，常常需要用盆
盆奶来换。有的大熊猫妈妈比较

“酷”，对带小孩没啥兴趣，饲养员
奶爸奶妈们就需要多费心。

费心不只有带宝宝。事实上，
每年春天交配期开始时，陈波和同
事们的“忙季”就来了。从发情到
配种有10多天，这个过程里需要
根据谱系配对，让“不懂事”的大熊
猫现场观摩学习，在它们成功交
配、有怀孕产仔迹象后，再分隔开。

“配种的时候需要验尿，平时
一天2次，这时候两三小时就要取
一次，很紧张，随时都要盯着。”度
过了这个阶段后，宝宝一落地，带
娃的苦日子就开始了。

“我自己的小孩出生后，我发
现带孩子和带熊猫差不多。”说到
这里，陈波笑了起来，“我家老二也
出生了，现在还不能来看熊猫，我
大女儿就常常来。”

对陈波来说，大熊猫已经成为
他的“家人”，这15年里，他没想过
要转行干点别的，往后的15年，他
也准备就这样陪着“家人们”一天
天平静地过下去。

从呱呱落地的粉红色小肉团，
到一天天长出绒毛，大熊猫宝宝大
概在五六个月的时候，一身毛发还

是软的，再大一些就开始扎手，不
那么好摸。再长大，它们开始对园
子里的一切好奇，爬上爬下，打架
斗殴，管理的难度也就更大。

在10月2日的这一天，太阳
产房的园子里，一只滚滚挂在树上
往下张望。园子外熙熙攘攘的游
客中，陈波8岁的女儿也正歪着头
往上看。被同一个男人带大的孩
子们，相遇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熊猫奶爸”陈波：
幼年大熊猫宝宝都喜欢“抱抱”

爱国情 奋斗者

推荐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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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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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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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陈波与熊猫宝宝合影。在太阳产房工作的陈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