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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家小传

梁志，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小音乐
家学会理事、特聘钢琴专业指导，遂
宁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拥有国家
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全国
艺术考级、四川省艺术考级考官资格
证，并受考级委员会指派担任四川省
钢琴考官。先后有数十名学生先后
获得国家级、省级钢琴比赛奖项，多
名学生考入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演奏
专业，及进入世界最顶尖的茱莉亚音
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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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梁志：黑白琴键弹出精彩人生
◎全媒体记者 胡蓉

遂宁人设计的LOGO

本次大赛的 L0GO 采取向社会

公开征集的方式，共收集到全国各

省市地区的参赛作品 2000 余件。最

终，遂宁籍设计者喻志均的作品被

采纳。

LOG0 由“遂宁”的汉语拼音首

个字母“SN”进行巧妙变形，宛如一

位奋力奔跑的运动员，红色“S”部分

代表了遂宁城市红红火火，充满活

力；蓝色“N”部分寓意涪江蜿蜒穿

城而过，绿色文字部分体现了遂宁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遂宁在线’公众号看到首

届遂宁市马拉松比赛 logo 征集的消

息，感觉这次马拉松的规模还是比

较大的，所以比较关注。”喻志均告

诉记者。

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多年的喻志

均很喜欢做些标志设计工作，以前

也给一些单位设计过一些 logo，包括

一些城市标志、学校标志、还有商品

标志，也曾获得一些奖项，于是他便

就决定以自己所长，抱着试一试的

想法，开始构思设计。

“作为一个遂宁人，如果首届遂

宁马拉松比赛 logo 能用上自己的设

计，感觉比较自豪。我们遂宁是个

美丽的城市，各地运动员能到遂宁

来比赛，亲身体会遂宁的山山水水、

风土人情，八方来客亲历遂宁，会对

遂宁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喻志均介绍，这次马拉松比赛

标志设计的理念是，通过“遂宁”两

个字的拼音首个字母“SN”，设计拟

人化出的图案，展现出一个奋力奔

跑的运动员形象，体现了运动、激

情、拼搏的马拉松精神；Z”字母的

变形，寓意涪江河水穿城而过，体现

了遂宁城市的优美环境。

奖牌彰显“绿色”遂宁

首届遂宁马拉松比赛的奖牌外

形使用常规的圆形奖牌，细节分为

内环与外环相结合，可以旋转的内

环依旧强调城市的属性，用磨砂与

光面的对比提升奖牌质感。外环采

用渐变配色以及特种漆面来表现质

感，取自涪江水的意境，同时可看到

摩天轮、健坤城这些地标性建筑身

影。

奖牌的设计者石曜宁，是一位

资深的跑马设计师，曾设计过成都

双遗马拉松的奖牌，超萌的设计获

得了众多跑者的喜爱，极具收藏意

义。“以前出差在遂宁呆过一段时

间，很喜欢这个城市，绿色且干净。”

谈起遂宁，绿色是留给石曜宁最深

的印象。

石曜宁介绍说，现在的遂宁非

常“绿色生态”。首届遂宁国际马拉

松赛事是中国田协认证的赛事，奖

牌上加上了中国田协的标志，结合

简化过后遂宁的地标性建筑。同

时，转轴的设计，让这个奖牌不仅具

有遂宁的特色，同时还极具马拉松

的运动活力。

特色跑道串联遂宁美景

本次赛事分全程马拉松（42. 195
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 公里）

和迷你马拉松（5 公里）三个组别，

马拉松赛道为“富氧”赛道，途经临

仙阁、通德大桥、九莲洲湿地公园、

圣莲岛等多个地标性建筑，一半的

路线畅游在生态绿色公园，三分之

二的路线赏景在沿江路段，对万名

跑者而言，将是一场名不虚传的“富

氧马拉松”，让跑者们在赛事中“乐

享荷韵·悦跑遂宁”。

跑一次马，熟悉一座城，了解它

的前世今生。遂宁马拉松的赛道沿

途仿古建筑群落，百名童子着古装，

齐声朗诵遂宁诗人陈子昂诗词，途

径圣莲岛、宋瓷博物馆、仁里古镇等

地，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万名跑者

面前。

赛事的首个补给站设置在起点

的 5 公里处，之后每 2.5 公里就会出

现一个补给站。在漫长的 42.195 公

里赛道上，水、功能饮料、海绵、盐

丸、水果、面包等补给应有尽有，给

选手充足的营养提供。同时，赛道

上还有 15 余个音乐补给站，用音乐

给选手加油打气，唤起他们内心的

无限激情和渴望，鼓励万余名跑友

一跑到底。完赛的跑友还会收到装

有补给品的完赛包，供选手及时补

充能量。

遂宁国际马拉松将为选手们设

置了起终点固定医疗救护站保障起

点及两个终点，沿途固定医疗救护

站共有 26 个，实现最大力度保障运

动员的安全。此外，还配置了 18 辆

救护车，车上有专业的医生、护士以

及相关药材设备，负责赛中突发伤

病员的急救、转送工作。赛事还组

织了约 54 名医护专业的跑者参跑，

他们将会按固定配速，分全程和半

程两组随队保障，为赛事提供“定速

巡航”医疗保障力量。

马拉松奖牌

马拉松跑道

2019 首届遂宁国际马拉松赛于今（20）日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健儿们相聚遂宁，感受绿色遂宁带来的幸福暖意。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遂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船山区

人民政府、经开区管委会、河东新区管委会、高新区管委会承办，成都双遗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城市大型马拉
松赛事。

无论是首届遂宁国际马拉松赛的LOGO、奖牌，还是赛道的布置，遂宁元素融入其间，向世人展现着这座城市蓬勃的体育精神。

第二届四川艺术节落
幕,遂宁三项作品获奖

本报讯 10 月 15 晚，由四川省政府主办、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的第二届四川艺

术节闭幕式演出“初心与使命”，在四川大剧

院举行。这标志着为期三个月的第二届四

川艺术节画上句号，闭幕演出上还公布了四

川文华奖、群星奖的获奖名单。遂宁三项作

品获奖。

作为四川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

活动的重要活动，第二届四川艺术节于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在成都、乐山、内江等地举办。

三个月里，四川艺术节以主体活动、专业赛

事、延伸活动三大板块十九项活动为主，并且

深入基层和校园，共计有 31 台省内外优秀剧

目奉献了 33 场精彩演出，惠及近 30 万群众。

闭幕仪式上，今年上过春晚的舞蹈《英

姿》、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苍穹之上》、中国

戏剧梅花奖得主刘谊主演的《易胆大》、斩获

“荷花奖”的彝族舞蹈《银塑》等四川近年来的

文艺创作精品，以片段的形式呈现在整场演

出中，展示四川文化艺术建设成就，彰显四川

艺术水准和文化特色。

最终，活动主办方评选出川剧《草鞋县

令》《红盐》《苍生在上》《此心安处》、京剧《陈

毅回川》、舞剧《尘埃落定》、交响组曲《红色

丰碑》、话剧《苍穹之上》等 10 部文艺作品获

文华剧目奖，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蔡少波等 10
人获得文华表演奖。同时，本届艺术节有近

1000 件作品报名参加文华美术奖评选，最终

评选出中国画《大凉山回响·索玛花开》等 60
件获奖作品、270 件优秀作品，共 114 件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类作品入围四川群星奖决

赛，最终评选出 40 个优秀获奖作品，每个门

类各 10 个。

此次活动中，遂宁有三项作品获奖。由

遂宁市川剧团创作的川剧《苍生在上》荣获文

华奖剧目奖，遂宁市文化馆演出的方言小品

《一路向前》荣获戏剧类群星奖、林云峰所绘

的中国画《天路之魂——纪念青藏公路之父

幕生忠将军》荣获文华奖美术奖三等奖。

（全媒体记者 胡蓉）

周绍维：遂宁的“烈
火英雄”

2005 年 12 月，四川什邡人周绍维应征入

伍，分至遂宁市公安消防支队太和大道中队

服役至今。

“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

不算合格兵”，这是周绍维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入伍第一天起，周绍维就立志把业

务技能练精，全身心投入到业务技能训练中

去。特别是在体能训练中，他始终把“全中

队第一”作为训练目标，战友们练 100 个俯卧

撑他要练 150 个，晚上战友们都休息娱乐看

电视，他悄悄地跑到操场上加班加点练。新

兵集训结束后，周绍维就凭着过硬的军事技

能被选入了特勤班，成了一名特勤战斗员。

到特勤班后，周绍维训练更加刻苦，腰腿

扭伤了，贴上膏药继续练，手腕脚腕红肿了，

扎上绷带照样练，2006 年因在各项战斗任务

中英勇顽强，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士兵”、

“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中队长助理，周绍维经常战斗

在执勤和灭火的第一线，不管在战斗、训练、

学习、工作，他都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许多

战士背后都称他是“工作狂”。屡次灭火救

援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完成各项

灭火抢险救援任务。

2008 年 5 月 12 日，一声巨响震惊大地，汶

川人民遭受灾难的第一时间，周绍维主动请

缨担任抢险救援班长，带领战友奔赴地震灾

区，夜以继日地进行搜救工作。那次，每天

不管再累再苦，只要看到有生命的迹象，周

绍维完全忘了饥饿与疼痛。因救援工作的突

出表现，周绍维被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2012 年 9 月 10 日，射洪县遭遇区域性短

时特大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身为消防

中队一员的周绍维不畏艰险，全身心投入到

了抗洪抢险，并及时成功处置了东岳加油站

油库爆炸事件。

继续坚定自己的信念，做一名普通忠实

的消防战士，把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作

为神圣的职责 ,用手中的水枪谱写着坚定不

移的誓言 ,以青春和生命的代价塑造无数个

“不凡”与“伟大”，这是周绍维今后的目标！

（全媒体记者 胡蓉）

青春励志“逐”梦钢琴

1985 年，遂宁撤县建市，梁家从蓬溪县搬

到遂宁城区。受喜好唱戏及拉二胡的父亲

影响，梁家三个男孩在音乐方面都有着自己

的爱好：大哥喜欢笛子，二哥喜欢吉他，最小

的老幺梁志也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时家附近晚上有露天坝音乐表演，小梁志

是场场不落，成为大家熟悉的最小观众。

上初中时，梁志偶然认识了作为人才引

进遂宁的作曲家彭忠。在彭老师的客厅里，
梁志第一次完整地聆听了一首钢琴曲，这个
性格活泼的男孩回家讲述给父母听时，用

“绕梁三日”形容了自己的震撼。“我要学钢
琴，”这一次，他的态度格外地郑重。

跟随彭忠老师学习系统的音乐理论和
钢琴演奏，随后又师从四川音乐学院刘同炯
教授，接受专业训练。每个周末，梁志都要
乘坐班车到成都去上课。“那时到成都只有
班车，要花一整天时间，又是土路爬坡上坎，
颠簸地人难受。”

这还并不是最折腾人的。专业考试前，
梁 志 请 了 三 个 月 的 假 进 行 专 业 化 集 中 训

练。那段时间，梁志几乎住在彭忠老师家中
了，醒了就练习钢琴，累了就沙发边小憩一
会。彼时正值冬日，由于长时间弹奏，他的
手指与指甲间出现了裂口，轻轻一碰就疼痛

不已，梁志担心浪费时间，用家中的胶布将

就着缠住伤口，就又投入练习当中。

1990 年夏天，门卫大爷在一楼大声喊着：

“梁志，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时，从 5 楼

跑到 1 楼，梁志只花了 10 秒钟。捧着四川音

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19 岁的男孩都要笑

“傻”了。

奠基遂宁钢琴艺术

在百度上输入“遂宁 梁志”两个关键
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提问：“川教梁志
老师怎么联系？”这是多年前，一个市民想为
自己家孩子学钢琴发出的求助信息。

找梁志学钢琴似乎理所应当：四川省音
协特聘钢琴专业指导，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的
第一个专业教钢琴的音乐老师，也是目前遂
宁唯一的四川省钢琴考官。这些年，陆续找
到他工作室的家庭至少有上千户了，而他真
正收为学生的不过百名。

“当年我从川音毕业回遂时就想过，希望
能助推着钢琴艺术在遂宁健康良性发展。”
除了本人多次在市级活动中的优秀钢琴独
奏或伴奏表演，梁志更希望能引导更多的孩
子掌握规范的钢琴技艺。每次面试时，梁志

会首先问两个问题：“喜欢钢琴的是家长还

是孩子？家长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吗？”他知

晓，学钢琴是一件吃苦的事情，且要长期吃

苦，必须需要真诚的喜爱与坚强的意志。

2004 年，一个小男孩被父母带到梁志的钢

琴工作室。这个叫谢明的小孩先天条件真的

很差：手指软弱无力，手掌所有关节全部向内

塌陷。即使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梁志也教得

“冒汗”。目睹整个教学过程后，谢母当时考

虑“孩子不是学钢琴的料，干脆不学了”。

梁志却“劝留”了：“他对音乐的感官特

别强，这方面很有天分。而且他是真的特别

喜欢弹钢琴。”梁志想了各种办法来帮谢明

改善手指姿势，为这个爱弹奏钢琴的男孩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个被“钢琴女皇”阿格
里奇誉为“他所拥有的技艺远超他的年龄”
的年轻钢琴家，接受采访时感谢启蒙老师梁
志：“感谢老师当年的坚持，我才能站在这个
闪耀的舞台上。”

还有更多的遂宁学生从梁志的工作室走
出：考入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演奏专业，考入
世界最顶尖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
学院深造……带着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钢琴学
生，梁志让遂宁的钢琴名片在全省扬名。

用“折腾”创造美好未来

“人一定要努力地向上走。如同攀登一
座山峰，爬得越高，你看到的风景就会越美

丽。”这句经常挂在梁志嘴边的话，只要当过

他的学生，就一定记得很牢固。

这并不只是对学生说说而已。上世纪 90
年代，因钢琴演奏出色，初回遂宁的梁志一时

风头无二，谁都知道川北教育学院有个弹奏

钢琴很好的老师。那时，只要是市级表演，就

一定有梁志的钢琴独奏或伴奏。

年轻的梁志却并没被赞美冲昏头脑。为

了让自己的钢琴教学法更规范，他再次回到

川音，拜知名钢琴教授蔡莺学习。当时上课

时间是早上 9 点，为准时抵达，每周梁志都坐

凌晨 3 点钟的火车赶往成都，冬日天亮地晚，

抵达成都时，天色还是黑漆漆的。呵着冷
气，啃着干瘪的面包，梁志又挤上拥挤的公
交车向音乐学院赶去。这一坚持，就是 4 年。

这样的故事在他身上还有很多：为了更
专业的学习钢琴，已经四十而不惑的梁志重
新学习英语；每次学生从国外回来找梁老师
叙旧，见面的地方永远是钢琴房，要学生将
自己在国外大赛或音乐会的作品再弹奏一
次，他现场观摩学习；为掌握更多乐器，他又
开始向希腊老师学习架子鼓，每周坐最早的

动车到成都去学习……“老梁是一个很喜欢

折腾的人。”同事的口中，有惊叹，更有佩服。

对于未来，这个爱打篮球、爱旅行、更爱

钢琴的中年男人并没有多谈。在他看来，充

实地过每一天，就是对将来最好的规划。“钢

琴肯定是少不了的，”茶香袅袅中，梁志的笑

容爽朗，声音诚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