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岁的唐志谦是即将征战省复赛的遂

宁籍选手之一。在 4 月第十二届“金钟奖”

遂宁赛区的决赛中，唐志谦凭借在歌曲

《你再不要去做情郎》《家》的出色表现，成

功晋级。

唐志谦是安居育才中学的一名音乐教

师，他与音乐的结缘还得从他的初中时代

说起。

上初中时，唐志谦便十分喜欢音乐，希

望自己的将来可以走音乐之路。他打听

到，可以通过高考考入专业音乐学院，这

让他十分兴奋。于是从高一起，他便开始

参加音乐培训，立志考入自己理想的专

业。

2012 年，唐志谦如愿考入四川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在大学校园里，他在音乐知

识海洋遨游的同时，也遇到了自己的人生

伴侣——学声乐的李嫒媛。共同的爱好让

两人的感情日渐升温，毕业后不久，便组

建了幸福的小家庭。

唐志谦认真准备着第十二届“金钟奖”

选拔赛，而李媛媛则成了他的“军师”和导

师。

“我的歌都是她给我选的，她特别了解

我，所以选的歌也特别适合我。她既是我

的导师，也是我的钢琴伴奏，可惜的是她

即将临产，不能在省复赛上给我伴奏了。”

说起爱人对自己的帮助，唐志谦显得十分

幸福。

这是唐志谦第一次参加“金钟奖”的

选 拔 ，他 说 ，他 是 抱 着 学 习 的 态 度 参 加

这 次 比 赛 ，在 这 个 大 舞 台 上 ，向 来 自 各

地的优秀选手学习，本就是一件令人兴

奋的事。

在遂宁赛区的决赛中，34 岁的唐填演

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斗牛士之

歌》展现出了他扎实的美声功底，深深打

动了现场评委，以优异的成绩晋级四川赛

区复赛。

翻开唐填的履历：国家大剧院签约演

员；成都艺术剧院独唱演员；“锵锵乐人行”

高校巡演导演；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客座

教授；在国家大剧院参演中外歌剧 30余部，

共计剧目演出 500余场；2009年获得第七届

金钟奖四川赛区“银奖”；2013年获得 CCTV
第十五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四川赛区“铜

奖”……十多年里，唐填用优美的嗓音诉说

着自己与音乐的故事。

1985 年，唐填在遂宁出生，之后一直跟

着外婆在攀枝花长大。上高中时，他回到

遂宁上学。因为彼时的他已立志考音乐

院校，而遂宁离成都更近，也离他高考第

一志愿——四川音乐学院更近。后来，唐

填如愿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进入四川音

乐学院学习。

唐填说，他与“金钟奖”的缘分很深，

先 后 参 加 过 多 次“ 金 钟 奖 ”的 选 拔 赛 。

2009 年，刚大学毕业的他参加过第七届

“金钟奖”四川赛区选拔赛，那是他第一次

参加“金钟奖”的比赛，获得银奖；之后在

北京，他还参加过“金钟奖”北京赛区的选

拔赛，并获得北京赛区第三名的成绩。而

这一次参加“金钟奖”的选拔，按理说，在

成都发展的唐填在成都参赛更方便，他却

舍近求远，专程到遂宁来参加比赛；他说

这是家乡情结使然。

“看到家乡发生的变化，家乡文化的繁

荣 ，很 自 豪 ，也 想 有 更 多 机 会 为 家 乡 歌

唱。”在唐填看来，参加比赛是一个厚积薄

发的过程，他将在美声演唱路上不停追

求，在比赛中展现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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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5选手晋级“金钟奖”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遂宁的井：在丘陵润泽万物
◎吴智芸

遂宁宋瓷文化走进学生课堂

本报讯 精美的泥房子，栩栩如生的泥

人，生动别致的泥条笔筒和茶壶……7 日，四

川宋瓷博物馆社会教育导师将龙泉青瓷传统

烧制技艺，带到了遂宁二中滨江校区学生课

堂，30 多名师生参与活动。

活动开始后，四川宋瓷博物馆社会教育

导师田开鹏结合馆藏珍品给孩子们讲授了中

国瓷器的发展史和审美意趣。接着，由四川

宋瓷博物馆社会教育导师、古蜀窑创烧人楼

贵荣给师生们讲授龙泉青瓷的基本制作工

艺。

“泥巴在老师手上就变得很听话，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而我们做起来就很难。”同学们

纷纷感叹宋瓷工艺的精妙。但在老师悉心示

范指导下，同学们逐渐掌握了诀窍。看着自

己进步不小的新作品，同学们脸上堆满了笑

容。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2019年遂宁市青少年文化艺
术展演开始报名

本报讯 10 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2019
年遂宁市青少年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已经开始

报名，全市 6-18 周岁青少年儿童均可在 5 月

10 日—6 月 15 日期间自行报名参赛，上传参

赛作品。

据了解，本次展演活动由团市委、市文明

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关工委主办，活动

主题为“新时代·蜀少年”，分为儿童组（6-12
周岁）和少年组（13-18 周岁）。

本次展演活动的项目分为视觉艺术类和

舞台艺术类。想要报名的市民可以关注共青

团四川省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天府新青年”，

回复关键字“展演活动”进行报名，并按要求

上传参赛作品。其中，初评采用网络报名、线

上评审的方式进行，视觉艺术类参赛选手上

传参赛作品电子档，舞台艺术类参赛选手上

传的视频不超过 4 分钟。上传作品时需对作

品进行 200 字左右的介绍，每位选手仅有两

次上传参赛作品的机会，以最后一次上传的

作品为准。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私家花园
◎杨俊

在物资生活尚不富足的年代，老遂州的

城市中没有行道树，没有绿化带，也没有喷泉

雕塑之类城市景观。城市的规划建设中，简

洁的实用性战胜了雍容的审美观。

不过，与生俱来的爱美之心却依然在斗

城的街巷里弄蓬勃滋生。穿过寻常人家的堂

屋天井，迎接你的往往就是一个或大或小的

绿意花园。

庭院中，各种或圆或方的瓷盆瓦缸顺着

墙角有序摆放，里面种满四季花卉。月季、蔷

薇、玉兰、山茶、一串红、鸡冠花、美人蕉、牵

牛花、令箭荷花、吊钟海棠，品种不算名贵，却

组成了一片姹紫嫣红的世界。记得有一种俗

称“掐不死”的低矮小花，花朵细碎却七色皆

有。最难得的，是随意掐下一枝弱茎，插进一

块哪怕是非常贫瘠的土里，它依然能够生根

发芽，不久便开出一地的若锦繁花。庭院阔

大的人家，还会栽下些梨树、桃树、杏树、腊

梅、核桃树、桂花树等果木。有的更开垦出一

小片田地，种下些四时蔬菜。

若你能于空中俯瞰，定会惊讶于这些私

家花园的纤柔妩媚。初春的桃红李白，盛夏

的睡莲若雪，深秋的金桂溢香，隆冬的腊梅傲

雪，墙头的爬山藤间，或许还有蝴蝶翩跹蜜蜂

嗡嗡……那真是一段馥郁馨香的七彩记忆。

这样的私家花园，对于小孩来说无异于

童年天堂。扣麻雀，粘知了，打弹子，拍纸盒，

找宝藏，打地牛……每一种玩耍的方式，都丰

富着童年的快乐和幸福。

私家花园里的作物收成时，是整个小街

最幸福温馨的时刻。

东家摘下新鲜的丝瓜黄瓜莴苣白菜，用

竹编的筲箕盛着，挨家挨户送去尝鲜品味；东

家用绑着镰刀的长竹竿采下枝头的皂角，左

右邻居一家两根，捣碎浸泡以汁洗发，发质乌

黑顺滑，发间清香四溢；街头的核桃熟了，家

家户户的唇齿间都会有鲜香脆嫩留香；巷尾

的桑葚乌黑时，满街小孩的脸上都是灿烂无

比的笑容……

无数个纤柔而诗意的私家花园，组成了

斗城悠悠如歌的美好岁月，酝酿成为魂牵梦

萦令人酣醉的故土情怀。

今年 33 岁的廖悠馨，是遂宁大英人。在

第十二届“金钟奖”遂宁赛区决赛中，她凭借

在歌曲《残花》《来生来世把你爱》中的出色表

现，成为遂宁晋级省复赛的唯一一位女选手。

早年，从广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廖悠馨便进入到了四川艺术职业学院任教。

说起自己与音乐的结缘，廖悠馨对她的音乐启

蒙老师徐万兵充满感激。

那一年，廖悠馨还在上高一，彼时，当地

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吸引了从小爱唱歌的廖

悠馨参加。廖悠馨甜美的嗓音打动了徐万

兵，徐万兵说她很有学声乐的天份，可以在这

方面深造。

廖悠馨把老师的话放在了心里，此后，她

便专心致志地学习音乐。三年过后的高考，

廖悠馨如愿考入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学

四年的学习，她打下了坚实的声乐表演基础，

并在大学毕业后，考入广西艺术学院继续深

造声乐表演。

这次回遂宁参加第十二届“金钟奖”选拔

赛，对廖悠馨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练。“虽是

第一次参赛‘金钟奖’，但总的来说很轻松，从

之前的选曲等环节都做了充分的考虑，尽量

扬长避短。”廖悠馨说，她把比赛当作一次历

经，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行了。

17—21日，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遂宁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遂宁市音乐家协会协办的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选拔赛将在我市举行。届
时，经过前期遴选出的 5位遂宁籍选手将与来自全川各地的选手同台竞技。《巴蜀周末》记者走进部分晋级省复赛的遂宁籍选手，聆听了他们
与音乐的故事。

“老选手”难舍家乡情

夫妻同台配合默契

实力女将嗓音甜美

百年老井甘泉不竭

那是川中浅丘上一眼极为普通的水井。

条石垒砌四方井台，青石打凿浑圆井口，六

角井壁上郁郁葱葱生满苔藓。幽深岑寂的

井眼内，一泓井泉清澈甘冽，沉静无波。

那又是浅丘之上一眼极不寻常的古井。

自清初凿泉以来，井台上走过多少青筋毕露

的赤脚，井眼里晃悠过多少往复汲水的黄杨

木桶，数百年来，那一泓甘甜又滋润了山村

乡寨几多人家！

射洪县瞿河乡狮子坡上，古老的皂角咀

井前至今依然有妇人在浆洗清淘，有小儿在

濯足嬉戏，顺青石沟渠潺潺而下的澄澈井

泉，滋养了眼前田地中绿盎盎一派春色。井

绳磨出的痕，时光侵蚀的迹，把一口老井刻

画成一首无声的岁月之歌，在川中浅丘上反

复吟唱……

何为井？平地凿凹，地下涌泉者也。

唐代孔颖达为《易经·井》作疏时称：“古

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明代徐

光启在《农政全书》中阐释：“井，池穴出水

也。”打井汲泉，这既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

需，也是人类聪明才智的彰显。

在华夏先祖数不胜数的发明创造中，凿

井技术的出现也充满了五彩斑斓的神话色

彩。先秦修撰《世本》中说：“黄帝正名百物，

始穿井。”《后汉书·郡国志》又云：“神农既

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九井动。”水井的开

凿，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神农俱有关

联。

真正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水

井，则是 1973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

现的一口距今约 5700 年，深 1.35 米、边长 2 米

的远古老井。这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开发

利用地下水最早的国家之一。

斑斓多彩的井文化

平地凿凹，甘泉沁涌。有了井，人类的生

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变。

不再千里迁徙逐水而居，族群聚落的选

择更多，定居的地点更加稳定。比江河湖泽

水质更优的井泉，不仅解决了人畜的饮用水

问题，也为人们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灌溉用

水，农耕文明也由此得到了迅速发展。依井

而居扎下根来的人们，又不断地创造、丰富

着中华文明的井文化。

充沛、优质的井泉，是酿制好酒的必需。

在沱牌酿酒工业生态园泰安酢房内，以条石

砌成八角井壁的沱泉井已无声地沁涌了数

百年。深 10 米、直径 0.5 米的幽深古井中，清

澈透明、洁净甘甜、色清气香、性味苦寒的

“柳涌仙泉”，酿出了“窖香浓郁、清冽甘爽、

绵软醇厚、尾净余长”的中国名酒“沱牌”“舍

得”。

井水、井泥的药用价值也早被古人所推

重。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有言：“井水新

汲，疗病，利人。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其功

极广。”现代科学则证明，井泉之水因长期的

地下蕴藏和流动，往往会溶入一些对人体有

益的矿物质，因此一些水质上佳的井泉便具

有了防病疗伤的药效功用。

“泉泉泉泉泉泉泉，古往今来不计年。玉

斧劈开天地髓，金钩钓出老龙涎。”苏轼为遂

宁灵泉山中灵泉井所作的这首《七泉》诗，算

是为灵泉“圣水”作出的一种文学诠释。

在中国传统建筑学中，“井”也是一种极

为重要的建筑元素。四合院中的“天井”，古

建筑中的“藻井”，或通透明朗，或精细华美，

让无水之“井”也变得让人沉醉。

丰富的中国井文化，更多地体现在了人

产的思维意识中。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落

井下石、掘井及泉、市井之徒、心如古井、井

井有条、井然有序……大量与“井”有关的成

语、与井相关的地名中，有寓言，有神话，更

有先民智慧和哲学的精髓。

遍布城乡的生命之泉

位居川中盆底的遂宁，不仅雨量充沛江

河众多，浅丘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

源。掘井而饮，依井而居，成为一幅历久弥

新的故土图景。1660 年的时间长河中，遍布

城乡的眼眼井泉，源源不断地润泽着川中地

区的万千黎民。

“遂宁留存至今的老井大多分布于农村

地区，基本为清代时开凿，因型制、位置、环

境的不同，彰显着遂州先民的聪明才智和高

超的凿井技艺。”市文物局负责人说。

井台多以条石垒砌，厚实平整，经久耐

用；井口大多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直径约在

05——0.6 米左右，可供多人同时围井汲水；

井口往往覆以石盖，既保证了水源不被污

染，也能防止孩童玩耍掉入井中；井内石砌

六角八角井壁，方便村民清淘井底淤泥，保

证井水的清澈甘甜……“不枯不竭至今依然

还在使用的井泉，就证明了这些老井水质的

优良。”

或凿于翠竹掩映的村头，便于村民生活

用水所需；或凿于平坦开阔的田间，便于田

地灌溉农业生产。遍布广大农村地区，蕴含

先民奇思妙想，数百年来汩汩奔涌的不绝老

井，已成为遂州乡野间一道独具风情的历史

人文景观！

井台上，光溜的青石是时光滑过的印迹；

井沿上，道道绳痕是负重而行的生活刻录；

井眼中的簇簇青苔，则是悠悠岁月的漫长注

脚……一口口繁星般分布于乡间，默默坚守

于村落的古井，孕育着生命，承载着希望，守

护着我们悠长馨香的乡愁记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太多的井，蕴含了

太多的乡土文化，若是想要慢慢地读细细地

品，那么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那些古老的井

眼，尝尝那些清澈甘甜的井水——高屋基

井、黄金湾井、碉堡院井、鲁班村井、草坝湾

井、大龙洞井、吊架井、一碗井、葫芦井、六道

湾井、冤家井、皂角咀井、榨丫寺井、老虎坡

八角井……单是听听这些井的名儿，是不是

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一口水井，就是一片我们难忘的故土家

园；一碗井水，就是一份我们无法割舍的家

国情怀。留存至今的老井，其实用性虽已渐

渐消褪，但其蕴藏的文化意义却如窖酒一

般，随时间的流失而愈来愈浓香馥郁，饮之

辄醉！

蓬溪鲁班村井 蓬溪碉堡院井大英八角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