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刘可欣）
“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霖。滴在梧桐
上，高低各自吟。”清代蜀中三才子之一
的李调元7岁便写下《疏雨滴梧桐》，18
岁中秀才，26 岁中举人，30 岁中进士
……9月22日，著名学者、民俗专家袁庭
栋将做客“名人大讲堂”，在李调元的故
乡、德阳市罗江区博物馆，讲解李调元在
川剧发展中作出的贡献。

说到李调元，大多数人会以“蜀中奇
才”来形容他。他是藏书家，爱书如命，
为官期间“所得俸，悉以购书”，他和父
亲辗转求购、或亲笔抄书，形成了万卷
楼。他是文学家，与张问陶、彭端淑合
称“清代蜀中三才子”。他还是美食家，
在父亲收集的《醒园录》基础上补充、完
善，形成了第一本四川菜谱。他同时是
戏曲理论家，不仅校订剧本，更组织巡回
演出，为近代川剧的形成与发展花费了
无数的心力。

“李调元为近代川剧的形成与发
展所花费的心血和获得的成果，在清
代位居榜首。”袁庭栋如此形容李调元
为川剧所作出的贡献。他认为，四川
经过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战争后，人
口急剧减少，经济直转而下。书中也
有“数千里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
狸豺虎之所游”（光绪《富顺县志》卷
2）、“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

（孙琪《蜀破镜》卷 5）的记载。在清朝，
四川经历了一次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
与文化复兴，其间川剧也得以发展，并
保存至今，成为四川特色文化中璀璨

的明珠。在这个过程中，李调元功不
可没。

李调元从事戏曲理论著述，以文字
的形式记录了川剧的发展和演变。对
此，学者谭韶华认为，李调元记录了当今
川剧的五种声腔“昆、高、胡、弹、灯”最初
在四川的发展情况。此外，李调元还创
作和修改剧目，修建乐楼积极参加戏曲
艺术实践活动。对此，袁庭栋说：“相传
著名川剧剧目《春秋配》《梅降亵》《苦节
传》（即《芙奴传》）《花田错》（川剧界共称
为“弹戏四大本”）都曾经过他的加工修
订，著名戏曲史家卢前甚至认为这 4 个

剧本就是李调元创作的，并将其与我国
戏剧史上的著名经典作品汤显祖的《临
川四梦》相提并论。”

谈到川剧的发展，李调元是绕不开
的“川剧之父”。他的戏曲论著《雨村曲
话》与《雨村剧话》，反映了乾嘉时期清代
地方戏剧兴起的概况，阐述了他的戏曲
美学思想。他所提出的“古今一戏场”及

“人生无日不在戏中”的戏曲观，对后世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9月22日，袁庭栋将以《李调元在四
川文化复兴中的历史地位》为题，和你一
起走进这位“蜀中奇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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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广元、雅
安、乐山、泸州、遂宁、广安、攀枝花、内
江、南充、资阳、德阳、绵阳、自贡、眉山、
达州、宜宾

1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9月17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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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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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一个主会场+20个分会场”

四川举行“万人赏月诵中秋”展演

7 星 彩 第 21108 期 全 国 销 售
33029808元。开奖号码：470087+8，一
等奖0注；二等奖15注，单注奖金33847
元；三等奖 41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
255022135.0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250 期 全 国 销 售
30630882元。开奖号码：448。直选全
国中奖10101（四川697）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10946（四川
853）注，单注奖金346元。41234393.7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250 期 全 国 销 售
16504840元。开奖号码：44877。一等
奖 3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37519055.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107期全国销售
4200853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131300330333，一等奖全国中奖58（四
川2）注，二等奖全国中奖2626（四川11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07期全国销
售 2079701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131300330333，全国中奖6234（四川
32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07期
全国销售 450886 元。开奖号码：
001133111013，全国中奖6（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107期全国销售
1399878元。开奖号码：12330121，全国
中奖3（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
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共饮一江水，巴蜀情深意更长；同
赏一轮月，花开并蒂咏芬芳……”9月17
日晚，四川省2021年“万人赏月诵中秋”
集中展演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举行。

测体温、扫场所码……当晚，市民早
早地就有序排队进场。华丽的舞台在

“陈毅故里”四个烫金大字和大荧幕的辉
映下，显得格外璀璨、热闹非凡。

展演由四部分组成
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

四川省 2021 年“万人赏月诵中秋”
集中展演活动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资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文化馆、资
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乐至县人
民政府、陈毅故里景区管理委员会共同
承办。

节目由序篇《明月赤子心》、上篇《桑
城家国情》、下篇《巴蜀共明月》、尾篇《月
圆新时代》四部分组成，采取“主会场+
分会场”联动、“线上+线下”并行、“展
演+展示”同台的方式进行，旨在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营造浓
厚的节日氛围，吸引更多游客到陈毅元
帅故里旅游观光。

晚会现场，演出节目围绕佳节思念、
亲人团圆、讴歌时代、共庆祖国生日等美
好愿景，独具特色的地方节目歌舞《追

寻》、情景歌舞《信仰的力量》、四川盘子
《柠檬颂》、舞蹈《毗河追梦》、四川清音《资
阳是个好地方》、民俗表演《龙腾盛世》等
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了阵阵掌声。

此次展演活动总导演罗涛说，这次
展演既有资阳各区县的地方元素，也有
来自省内各市州的文艺节目。演出方式
有诗朗诵、歌曲、舞蹈等，融合了多种艺
术形式，更能够体现中秋元素。此外还
邀请了重庆市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参演。

全省设20个分会场
300多个活动将陆续开展

“之前彩排就看过一次，觉得不过
瘾，今天又来了！”活动现场，乐至市民刘

女士激动地告诉记者：“我最喜欢的节目
是舞蹈‘月影婆娑’，配合现场的灯光、音
效，太唯美了！”

随着晚会高潮的来临，观众情不自
禁地跟着音乐一同起舞，现场掌声、欢呼
声此起彼伏。直到结束，大家仍依依不
舍，久久回味。

罗涛说，此次展演在全省20个市州
设立了分会场，将陆续开展300多项和
中秋有关的群众文化活动。把省级集中
展演定在乐至县，是因为今年不仅是中
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也是陈毅元帅
诞辰 120 周年。乐至是陈毅元帅的故
里，在这里庆中秋，更能抒发我们的家
国情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杨澜

舞蹈《月影婆娑》。乐至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2021年中秋系列报道

谈到川剧，绕不开“川剧之父”李调元
9月22日“名人大讲堂”，袁庭栋和你一起走进李调元的人生

李调元塑像。图据川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