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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早上有小雨
偏北风4- 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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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多云间晴
偏北风1- 2级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2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104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攀枝花、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泸州、眉山、宜宾、雅安、资阳、乐山、
巴中、广元、绵阳、德阳、遂宁、内江、南
充、达州
轻度污染：广安、自贡

2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6—76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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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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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公布第七批
省级非遗传承人名单

308人上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可欣）记者从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第七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近日正式公布。

今年4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了
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认定工作。根据《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经各地推
荐申报、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社会公示，报
经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第22次厅务会议审
核后公布本次省级非遗传承人认定结果。

本次省级非遗传承人共有308人，其中
包括民间文学类13人，传统音乐类33人，传
统舞蹈类37人，传统戏剧类36人，曲艺类11
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7人，传统美术
类 36 人，传统技艺类 92 人，传统医药类 19
人，民俗类24人。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苏
东坡传说”“大禹的传说”“卓文君与司马相
如的故事”等民间文学的传承人均在其中。
原本就得到许多关注的剪纸、竹编、木雕、成
都漆艺等非遗美术、技艺都增加了一大批省
级传承人。

自 2007 年以来，四川已先后认定 7 批
1072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基本解决了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覆盖面不足、年龄结
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

11月29日 8:00-20:00 双流区
清泰社区部分、清泰路二段、长顺路一
段、三强北路二段、三强北路三段、水
木华夏小区、弘明苑小区、海棠金宇小
区、君雁优禾小区、三和家园、双兴家
园、藏卫路北一段

11月29日 7:30-20:30 龙泉驿
区山泉镇龙泉湖村、长丰村、照壁村

11月30日 7:00-21:00 双流区
东升镇三义桥社区航港路、人居都市阳
光商业小区、人居紫云庭商业小区、紫
荟商业广场、川投网球中心、丰乐社区、
双流金河路三段、四段、一杆旗北街、交
大归谷楠岸商业小区、香榭友邻政府安
置小区、虹昇国际酒店、尚善雅居小区、

成都谢菲联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市岷江
自来水厂、成都华体空港智慧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成都吉第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双流区路灯管理所、成都华体空港
智慧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1月30日 7:00-21:00 双流区
航鹰路、爱心公园、五金路、交大归谷
楠岸商业小区

12 月 1 日 8:00-18:30 天府新
区万安街道

12 月 2 日 8:00-19:00 天府新
区太平街道鹿林村部分、桃源村

12 月 2 日 8:00-19:00 天府新
区籍田街道红碑村

12 月 3 日 7:30-20:30 天府新

区煎茶镇五里村部分
12 月 3 日 8:00-21:00 天府新

区华阳街道东寺街
12月3日 9:00-15:00 天府新区

华阳街道和平路29-31号、福泽花苑小区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95598

网站”、拨打“95598热线”，或下载“掌
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
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
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间
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2021年第49周停电检修计划

自2021年名人大讲堂第三季开
启以来，以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为线
索，名人大讲堂走入名人故里的系列
收获不少好评。其第一讲落地常璩故
里崇州，西南交通大学汪启明教授妙
解常璩及《华阳国志》；第六讲落地李
调元故里德阳，著名学者、民俗专家袁
庭栋解读这位“百科全书式才子”。

11月29日，2021年名人大讲堂
第八讲将迎来众多观众期待的“陈子
昂专题”，本场大讲堂也将再次走出
成都，来到陈子昂故里射洪，在最新
落成的陈子昂纪念地——文宗苑，拉
开一代诗文雄才陈子昂激荡起伏的
人生序幕。

3个重点
解答陈子昂的谜团与成就

作为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来自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的王
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工作 35 年，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诗歌艺术》《唐代文学专题》等课程，
获评四川省优秀教师。由她主讲的

《中国诗歌艺术》是首批“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红透露了
本次讲座的3个讲解重点。一是千年
风云，身后是非。陈子昂在唐代受到
莫大推崇，却因侍奉武周一朝在后世
留下不少争议，如今应当如何看待？
二是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陈子
昂不仅是文学奇才，也是一个政治军
事天才，武则天多次召他应对时事，但
却不受重用，仕途坎坷。他为国家和
故乡蜀中做了哪些事？三是大家最熟
悉的“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
曾用这两句诗对陈子昂在文学上的贡
献作出极高评价。“前不见古人，后不
见来者”为何流传千古？他对唐诗风
气带来的革新为何如此重要？敬请关
注11月29日下午3点举行的“名人大
讲堂”，封面新闻 APP 将进行全程线
上直播。

推崇备至
杜甫称陈子昂比肩日月

众所周知，“诗圣”杜甫是我国古
典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有学
者曾将杜甫喻为古典诗歌大河中游的

“巨大水闸”——上游的所有涓滴都聚
集到他那里，下游的所有波澜都从他
那里泻出。而陈子昂，是这条长河中
最重要的涓滴之一，杜甫对其可谓推
崇备至。

首先是陈子昂倡导的诗文革新与
杜甫所主张的观点几乎一致。陈子昂

去世时，杜甫尚未出生，所以也可以
说，杜甫从陈子昂处继承了《诗经》《楚
辞》以来的文学传统，追求“风骨”“兴
寄”，诗当言之有物，苍劲有力。杜甫
在《陈拾遗故宅》中写道：“有才继骚
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
月悬。”一句“名与日月悬”，将陈子昂
与日月比肩，这是何等高的评价。

再有是杜甫对国家命运、人民生
活的关注，甚至是自身政治生涯，都与
陈子昂有着类似轨迹。两人都担任过
拾遗之职，官位虽不高，但都对国家大
事表现出了高度关注，在政治见解上
体现出了崇高的人格。因此可见，杜
甫对陈子昂的推崇，也有精神上的契
合缘由。

也正因此，杜甫对陈子昂结局的
悲惨遭遇和其人生的惨淡收场尤为
悲愤与同情。在《送梓州李使君之
任》中，杜甫慨然写道：遇害陈公殒，
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

然。由此可见，杜甫对陈子昂的不幸
遭遇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才有“为我
一潸然”的落泪之举。《冬到金华山
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中，杜
甫又说：“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
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在《陈拾
遗故宅》一诗中，又赞其：“终古立忠
义，感遇有遗篇。”

在杜甫心中，陈子昂足以与日月
比肩，是一位诗文雄才，终古忠义之
人。如此高的评价，在杜甫对其他诗
人的评价中是极少见的。

■新闻链接

名人大讲堂
已成为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为传承弘扬四川历史名人精神品
格、气质风范，彰显历史名人当代价值，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四川
省自2017年3月启动实施四川历史名
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以来，先后公布2
批20位四川历史名人（第1批：大禹、
李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
白、杜甫、苏轼、杨慎；第2批：文翁、司
马相如、陈寿、常璩、陈子昂、薛涛、格萨
尔王、张栻、秦九韶、李调元）。

“名人大讲堂”是由实施四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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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图书馆承办
的重要文化活动，受到广大粉丝追
捧。自 2018 年 11 月正式开讲以来，

“名人大讲堂”已经邀请到包括李敬
泽、阿来、郦波、于丹、梅铮铮、方北辰、
孙小淳等历史人文、自然科学等领域
专家与观众坐而论道，成为一张靓丽
的文化名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杜甫为何对陈子昂推崇备至？
今日下午开讲的“名人大讲堂”，将为你解答陈子昂的谜团与成就

10月15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来到射洪。媒体记
者与青蕉拍客打卡子昂故里文化旅游区。 （资料图）

陈子昂读书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