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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箱操作、借奖圈钱……

文文学学奖奖为为何何风风波波不不断断

本报讯（记者 邱祎） 近日，
北大图书馆“男神”的照片传遍网
络。“男神”是北大学生，江苏盐城滨
海2013年理科高考状元韦骁龙，他
在北大图书馆学习时，被同学偷拍
后传到网上。7日，即将开拍的电影

《大叔帮帮忙》传出消息，韦骁龙与
奶茶妹妹将出演该片。

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中，韦骁龙
穿白衬衫，耳朵里塞着耳机，正全神
贯注地看着笔记本电脑，在窗外景
色的映衬下，显得唯美帅气，惹得一
些女网友直呼“求交往”。人人娱乐总
经理廖宝军透露，韦骁龙正忙着期末
考试，他们筹备的《大叔帮帮忙》会等
他考试结束后开拍。同时，他们也在
极力邀请奶茶妹妹一同出演。

据悉，《大叔帮帮忙》讲述的是
可爱女生诗雅大学毕业后独自漂泊
到北京，在一家广告公司发生的一
段奇幻经历。韦骁龙将饰演广告公
司老总，奶茶妹妹则出演诗雅一角。

本报讯（记者 邱祎） 2015年
第一个周五，在荧屏“厮杀”中，深圳
卫视纪实观察类节目《来吧孩子》以
同时段收视第五的成绩，引发了向
母爱致敬的话题。

《来吧孩子》将镜头直面普通公
众，借生产故事展现人生百态，传递
普通人的真实情感。这种题材选择
和拍摄手法，令《来吧孩子》在明星
扎堆的周五档中显得十分突出。生
命降临时的震撼、母亲生产的艰辛
感动了无数观众。

在节目中，观众们欣喜地发现，
节目不仅用镜头展现了母亲生产时
付出的巨大努力，更展现了准爸爸
在陪产时的表现和情绪变化，甚至
让准爸爸和准妈妈平分“产房戏
码”，颠覆了“生孩子是女人的事”的
传统观念。制片人杨蕾表示，“生命
的诞生是一个家庭乃至社会都要承
担的责任。希望通过《来吧孩子》唤
起更多人对生命孕育过程的关注。”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24

日，“羚雅程韵”段晓羚京剧交响音
乐会即将在山东剧院唱响。

音乐会由山东省文化厅、山东
省文联、山东演艺集团主办，山东省
京剧院、山东歌舞剧院、山东省演出
公司等单位承办，作曲家、指挥家、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百华担任总导
演，中国京剧院著名作曲家万瑞兴
担任音乐指导，京剧教育家孟宪瑢
担任唱腔指导，山东省京剧院作曲
指挥于建民担任京剧音乐配器、指
挥，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副团长王立
军、天津京剧院著名铜锤花脸康万
生为特邀嘉宾参加演出。山东歌舞
剧院交响乐团、山东省京剧院乐队
担任音乐会演奏。

段晓羚是山东省京剧院一级演
员，山东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她扮相
挺拔秀丽，表演端庄稳重，演唱幽咽
婉转，形成了雅丽清馨的艺术风格，
因其独特的表演魅力、优美声腔和舞
台气质而被京剧爱好者熟知、喜爱。

本报讯（记者 邱祎）
自2014年第四季度一路火到
2015年开年的浙江卫视《奔跑
吧兄弟》，用“老少皆知”来形
容其人气绝不夸张。邓超、
Angelababy、李晨、陈赫、郑
恺、王祖蓝、王宝强，在节目中
卖力奔跑，放肆搞笑，“偶像包
袱”掉了一地，呈现出国产明
星们在镜头前从未有过的真
实。总导演陆皓和岑俊义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节目想要做
的，就是改变中国艺人在观众
心中的固有形象。

岑俊义告诉记者，节目组
跟所有观众一样，以前觉得
Angelababy是女神。之前曾看
她做客一档很有人气的综艺
节目，并没有那么活跃。不仅
是Angelababy，其他艺人也曾
一度让节目组很担心，但是，
从第一期开始，艺人们的表现
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谈到Angelababy，陆皓也

满是点赞：“第一集撕名牌的
时候，Angelababy躺在了地
上，我当时想怎么会这样？以
前她在我们心目中是很高端
的，怎么会和草根一样躺在地
上呢？邓超也是，非常努力，非
常认真，他的表现越来越好，
每个点都很好，也知道节目的
需求。”

《奔跑吧兄弟》让国产艺
人突破了尺度，他们不仅玩得
开，玩得嗨，而且他们不介意
自己出糗被大家看见，很真
实。郑恺放屁，欧弟打鼾，邓超

“数学差”、“英语烂”……有网
友甚至调侃：郑恺的屁，崩走
了我所有的矜持……

陆皓表示，在这档节目
中，明星不怕出糗，展现的是
人真实的一面，而不是脱离生
活的明星。为什么观众喜欢
看？那是因为观众不仅喜欢他
们塑造的角色，更喜欢他们的
真实。

文学奖“丑闻”缠身

去年，鲁迅文学奖评选
过程中，湖北省作协主席方
方公开发微博质疑诗人柳忠
秧“跑奖”。方方微博很直白：

“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
处 活 动 。这 样 的 人 理 应 抵
制。”并贴出了柳忠秧的诗歌
让读者评判。柳忠秧则称，他
参与鲁奖符合参评作品推荐
过程，没有“跑奖”。此事引起
轩然大波，鲁奖也背上了“暗
箱操作”的骂名。

更具闹剧色彩的是以民
间形式成立的路遥文学奖。
去年12月份刚颁发的“路遥
文学奖”由路遥生前好友兼
收藏家高玉涛发起。该奖从
启动到公布首届获奖作品，
一直被外界质疑不合规、圈
钱等。虽然路遥妻女反对设
立该奖，但是该奖还是在不
断变更下颁了出来。

同样“不平静”的还有设
立于1999年的老舍文学奖。
媒体报道，在去年的颁奖典
礼上舒乙透露，曾有人通知
他老舍文学奖要被莫名其妙
地取消，他赶忙写了一封信，
奖项最终得以保留。但获奖
作家格非、徐则臣等并没有
拿到该奖的奖金。

评作品还是评先进

有意思的是，从鲁迅文
学奖“跑奖”风波开始，作家
们对奖项似乎不再那么有信
心。但在刚结束的汉语文学
女评委奖上，凭借小说《无双
轶事》获得最佳抒情奖的作
家水运宪却说了这样一句获
奖 感 言 ：“ 不 跑 奖 也 能 得
奖。”

文 学 奖 屡 受 质 疑 的 背
后，反映了什么问题？在接受
中青报采访时，《当代》副主
编周昌义称，“作为文学的最
高奖，无论是鲁奖还是茅奖，

奖金都不算高，但对许多作
家来说，意义重大。”周昌义
称，在中国作协体制内，获得
茅奖和鲁奖意味着在职称评
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
地位。对出版社来说，很多时
候书籍出版以后的好评度，
也远不如获奖来得重要。文
学机构要获得表彰，获奖是
重要标准。2013年全国两会
期间，人大代表、作家阿来也
提到，国内有的文学奖项不
是在评作品，有点像是在评
先进。“一次得奖十几个人，
大家拿着证书去评职称、调
工资，这样的文学奖对个人
有好处，对文学却是一种伤
害。”

文学奖肩负着个人和机
构很多的功利性需求，我们
还要不要文学奖了？文学奖
存在的积极意义又何在？在
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拿什么
标准去衡量文学，有完全公
正的文学奖吗？这一系列问
题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文学奖很难完全公正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张丽军称，一些文学奖有
问题出来，可能因为有些获
奖作品不尽如人意，作品缺
少特别大的亮点。有些作家
为了获奖而写作，这个作家
本身就受到局限了。“有些民
间评奖其实更圈子化，政府
设奖还需要衡量来衡量去，
考虑公众的质疑，文学奖项
要想完全公平，或者是完全
符合大众口味，不太可能。现
在 大 家 对 文 学 奖 这 么 多 质
疑，也是一部分急功近利的
作家把文学奖给搞臭了。”

近日，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在公开活动中直言，
公正的文学奖“无论从历史
还是现实来看，都是困难的。
文学界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学
奖，这体现了大家对文学的
多样认识。”李敬泽称，“评委

们要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之
中，做出求取公约数的选择，
这个太难了。评奖不是个理
想的办法，它只能说是所有
坏 办 法 里 面 不 那 么 坏 的 办
法。”

既然文学评奖是所有办
法里面不那么坏的办法，我
们该如何积极认识文学奖？
张丽军认为，不能因为文学
评奖有不和谐的声音，就全

盘否定其积极作用。“应该
说，文学奖是文学作品经典
化和普及化的重要途径。一
部好作品如何迅速被社会认
知，被大众所欣赏？文学奖起
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我们不
能完全认定获奖作品就是绝
对的精品，但是相对来说，获
奖作品是比较优秀的。”张丽
军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
学奖也会促进大众的阅读。

图书馆“男神”

触电演老总

《来吧孩子》

准爸爸也有戏

段晓羚京剧音乐会

即将唱响

近日，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微博透露，由于她此前质疑诗人柳忠秧“跑鲁奖”而被对
方给告上了法庭。消息一出，围绕文学奖的口水战又起。

细细回想2014年国内各大文学奖项，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和路遥文学奖等
在内风波不断。文学奖引发的不是对文学的热议，而是暗箱操作、借奖圈钱等质疑。2014
年，文学奖到底怎么啦？

本报记者 师文静

甩掉偶像包袱还原“真实”明星

《《奔奔跑跑吧吧兄兄弟弟》》成成““照照妖妖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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