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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绵竹市街头，你会看到很多
地名带有“南轩”二字，比如南轩祠、
南轩洗墨池等等。南轩是南宋文人、
理学家张栻的号，绵竹是他的家乡。
10 月 26 日，“名人大讲堂”将邀请湖
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
导师肖永明做客四川省图书馆，主讲

《张栻的事功与学术》，在这个信息量
巨大的讲座中，张栻的传奇人生，他
和四川的情缘，以及他对蜀学的影响
都将会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

张栻（公元 1133 年—1180 年），
字敬夫，号南轩，谥曰“宣”，南宋汉州
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作为南宋
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张栻与
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张栻曾历任静江（今广西桂林）知
府、江陵（今湖北荆州）知府等职，皆政
绩卓著。除了政事，张栻在道学、政
事、教学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尤其对宋
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甚大。

肖永明介绍，张栻主教岳麓书院
时，他的思想对蜀学影响很大。“张栻
的学说通过门人传播回四川，使得蜀
学继北宋三苏之后，在南宋再次勃
兴。”清代学者全祖望在黄宗羲《宋元
学案》中增补的《二江诸儒学案》中所
列，都是立志继承张栻之学的学者，
其中“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皆
为张栻的弟子。

肖永明称，所谓“二江之讲舍不
下长沙”，是指到了南宋淳熙、嘉定
后，“蜀士霄夕续灯、再聚签以从事于
张栻之书，湖湘反不如也”，以二江讲
舍为中心，对张栻学术的讨论与继

承，反而是四川盛过了湖南。“张栻学
说在四川流传的盛况以及对蜀学的
影响，可见一斑。学说超越地域的限
制，终于在湖南和四川两个张栻的家
乡都得到了传播、产生了影响。”

想了解更多关于张栻的历史故
事，快来报名“名人大讲堂”吧。本次活
动将面向社会征集100名观众（以最终
主办方电话或短信通知为准），现场聆
听肖永明教授的讲座，共同分享历史名
人对于延续巴蜀文脉的心得体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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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空气质量等级：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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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张栻学说如何影响蜀学？
湖南大学教授肖永明26日解读张栻传奇人生

头上敌机轰鸣，身下水流湍急，
他们前赴后继，通过那一座桥。10月
23日，由管虎、郭帆、路阳共同执导，
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电影《金刚川》
正式上映。战火硝烟里，这群最可爱
的人用钢铁意志，谱写出动人战歌。

擅长刻画战争故事的三位导演，
此次联合执导，令影迷万分期待。电影
以战争亲历者的角度，娓娓道出这段鲜
为人知的英雄故事：“在我们都是十七
八岁的年纪里，唯一的事情就是通过那
座桥……没有一个怕死的。”一段实力
悬殊的战争往事就此启幕：志愿军战士
为在指定时间内通过金刚川，冒着敌机
的狂轰滥炸，以血肉之躯修补战火中的
木桥。领衔主演张译、吴京、李九霄、魏
晨，特别出演邓超相继亮相，各司其职
齐心协力，展现了志愿军的无畏气概。

三位导演如何分工协作？如何高度
还原抗美援朝这段历史？张译、吴京等
一众实力派演员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采访导
演之一路阳，揭秘《金刚川》的幕后故事。

爆炸镜头都有详细方案
执导了《绣春刀》系列电影的路

阳，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导演和
编剧。这次和管虎、郭帆两位导演合
作，三位导演各自都有擅长的领域，
用三个视角来拍摄，为中国电影带来
一种新的尝试。

“因为涉及大量爆破戏份，每次
拍摄前都需要测试效果范围与安全
性；大部分户外戏份需要克服艰难的
天气，因此剧组使用大量LED灯组，
通力配合，营造自然的光照效果。”路
阳导演透露，在拍摄过程中尽量去营
造一个真实的战争氛围，以真实为第
一要务，高度还原抗美援朝这段历史。

路阳介绍，拍摄时对所有的爆炸
镜头都有很详细的方案，每个方案都
详细测试过，包括爆炸的范围、安全
程度，都很有把握。但即使如此，拍
摄过程依然需要小心，有很多流程要
遵守。现场的工作人员很多，保证所
有同事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

三套班底合作，还有海量的沟通
工作需要进行。拍摄过程中，三位导
演培养出了合作的默契，比如，相互
帮对方拍摄一些空镜头，密切配合的
感觉“挺好的”。

家乡话让表演更真实
碰到一个有才华的演员，是导演

的运气。《金刚川》里一众演员的表
现，给路阳带来了惊喜。

路演一直希望找到某种方法，让
每个角色在电影里更真实，让观众信
服。于是，他建议演员们在表演时说
家乡话，找到和角色之间的共性。

李九霄和邱天刚好是四川老乡，
几句四川话的对白，十分吻合角色需
要的一种淡淡情愫。

邓超是江西人，他很担心自己的
方言难懂。路阳安慰他，不同地方的

文化，可以碰撞出别样的火花。特别
是邓超和李九霄为连队要不要修桥
发生激烈的争吵，两人各说各话，针
锋相对，让人看到了严苛战争环境中
的一丝人情味。

做不一样的战争片
《金刚川》在刻画战场烽烟的同

时，也精准展现出志愿军战士临危不惧
的战斗姿态，这与众主演自然的表演呈
现不无关系。为了更好还原70年前志
愿军战士的作战状态，张译、吴京提前
半月接受高射炮操作训练，力求熟练掌
握每个环节；李九霄、魏晨也纷纷身体
力行，学习使用枪械甚至攀爬施工塔
吊，戏里戏外皆是一场意志的考验。

他们化身炮手、工兵等不同兵
种，或共同御敌，或动情交谈，又或并
肩前行，展露出战场上生死相托的兄
弟情义以及上下同心、协作坚守的战
斗精神。张译与吴京的再度合作给
观众带来不少亲切感，吹哨子的暗号
更看出兄弟之间的默契。邓超时隔
数年再次饰演军人，以丰富的表演层
次彰显成熟气质。而近年在战争类型
片中表现亮眼的李九霄、魏晨，也用昂
扬的姿态诠释70年前的志愿军战士。

《金刚川》里对兄弟情义的表现，
显得格外细腻含蓄。无论是为兄弟留
着卷烟或者玉米，还是让自己引来炮火
为兄弟赢得时间，都令观众心有戚戚。

路阳坦言，想去拍一部跟以前不
一样的战争片，想去更多地表现个
体。“我们想找到每个人的情感，探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观众在镜
头里看到了比兄弟情更复杂、厚实的
特殊情感。

无数个体，融合成千千万万的志
愿军战士，他们跨过鸭绿江，创造了无
数奇迹。路阳想借这部电影表达一个
主题：中国人虽然历经苦难，但还是顽
强走过来了，我们国家和民族无论面
临任何艰难险阻，都会不计代价，一
往无前，而且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洁实习生 唐芷琪

电影《金刚川》上映，导演路阳揭秘幕后故事：

力求真实还原历史
爆破戏份都经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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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 彩 第 20104 期 全 国 销 售
34926226元。开奖号码：509931+0，一
等奖0注；二等奖21注，单注奖金40117
元；三等奖 52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
71077546.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243 期 全 国 销 售
19921002元。开奖号码：082。直选全
国中奖 4071（四川 347）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11086（四川
943）注，单注奖金173元。26111256.3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243 期 全 国 销 售
13571324元。开奖号码：08239。一等奖
51注，单注奖金10万元。421349061.2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20048 期全国销售
34756994元。开奖号码：03000003003113，一
等奖全国中奖64（四川2）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4148（四川17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48期全国销
售20742028元。开奖号码：03000003003113，
全国中奖11165（四川63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48期
全 国 销 售 93566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3300301033，全国中奖11（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48期全国销售
788850元。开奖号码：32230130，全国中
奖30（四川1）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
2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