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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是第几次炮轰了？ 其实已经

难以计数。 而真正引起关注的又是哪

些呢？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 成都商报记

者都会在邮箱中看到肖鹰教授发来的

评论文章。 他写评论的频率几乎是平

均每个月有一篇， 多的时候会达三到

四篇。都是对当下的热点事件、热点人

物进行评论。 他将自己的批评文章分

为几大类：社会时评(51篇)、文学奖批

判(27篇)、影视批评(49篇)、文学批评

(34篇)、学术批评(14篇)、传媒批评(11

篇)、美术批评(17篇)、教育批评(10篇)

（数据为发表到博客中的篇数）。而那

些中枪的名人也都是正处于热点之中

的热点人物。

今年5月 炮轰作家方方

肖鹰的评论总是能引起媒体的关

注，除了他“扯眼球”的标题，还有

“犀利”的文风。今年5月，鲁奖公布申

报名单， 作家方方对诗人柳忠秧提出

质疑，该事件一出来，肖鹰便紧跟该事

件，写下一篇标题是《方方闹鲁奖究

竟为了谁》 的文章，文中质疑为何方

方始终对车延高的 “羊羔体诗获鲁

奖”保持沉默。

几天后，肖鹰再发一篇《三谈“方

方闹鲁奖”》，他认为，方方身为作协

主席， 不按组织程序和评选规则组织

调查弊案，竟然仅凭“听同事说”就给

人定罪。 他指责方方不积极努力依据

相关法规走组织程序解决问题， 防止

事件恶性发展，而是持旁观者“拭目

以待”的看戏态度。

除了今年备受争议的鲁迅文学

奖， 对于茅盾文学奖， 他从2010年到

2011年， 一共写过十多篇质疑文章：

《建议茅盾文学奖暂停十年》《茅盾

文学奖潜规则有历史》。 在这些文字

中，他质疑奖项的评价纪律、并给中国

作协写去公开信。

2013年 质疑马悦然

去年肖鹰还屡次炮轰路遥文学奖

“未评先烂”。 除了受到争议的文学

奖，对于著名的作家，他也批判，曾写

过 《莫言<打油诗赠重庆文友>何

意？》《莫言打油诗为谁写赞歌》，本

报也曾就他炮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

悦然对中国读者不诚实等问题对他进

行过采访，他曾在2013年写文章《我

为何要揭马悦然的‘老底’》，他在文

章中批评马悦然缺少一位现代学者应

坚守的学术准则， 并对马悦然的学术

水平提出质疑。

2011年 点名批马东

今年年初， 肖鹰连续发表几篇文

章批评冯小刚，例如《炮轰“冯式春

晚”像是一幢文化烂尾楼》。他批评春

晚并非第一次，2011年肖鹰在媒体发

文《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点名道

姓批了春晚导演马东一通。

文中称： 马东导演的 “造谣生

势”与“苏紫紫”的“裸体炒作”又有

何区别？“苏紫紫” 为何要在数九寒

天的京城“当众一脱”，因为她从推

手们那里懂得了只有“当众一脱”才

能招来“大众一骂”，而只有博得“大

众一骂”，才可“一骂成名”。马东导

演此举，玄机岂不在为本届春晚求关

注和收视而出位博取一骂？ 当然，春

晚有近30年历史了，马东等导演也早

过而立不惑之年了吧？“苏紫紫”不

过是一位化名的“90后女生”。如此，

称“春晚导演学苏紫紫”大概也不尽

其然。

2011年 炮轰崔永元

2011年，肖鹰还发出4篇炮轰崔永

元的文章， 因为崔永元成为明星委员

中的明星，被媒体认为讲真话不作秀，

所以肖鹰发表了《请崔永元委员自摘

‘崔不秀’ 帽子》， 在崔永元回应他

后，他又连续批评崔永元“实在是一

个业余炮手，专业炮灰。”他说：“希望

崔永元这样的‘央视名嘴’，还是少一

些好。”

肖鹰一直在坚持批评， 他也看不

惯一些现象，时常为批评的声音“撑

腰”，去年4月，他写了一篇《<文学报

>坚持批评何罪之有》的文章，力挺批

评家。”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综合

2009年的一次记者专访中， 肖鹰

先是批了郭敬明，然后就捧韩寒。采访

稿是这样写的：对于“80后”作家的另

一代表人物韩寒，肖鹰坦言，他认为韩

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其出

色程度远超过他作为作家的表现。”

肖鹰强调，无论是韩寒，还是郭敬明，

都只是个体，代表的也只是他们自己，

不应该以他们来代表所谓的“80后”、

“90后”群体。肖鹰说：“其实我是反

对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的。 不能以貌

取人，更不能以代论人。郭敬明抄袭，

韩寒反郭敬明抄袭，同是‘80后’，两

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近日，肖鹰的《“天才韩寒”是当

代文坛的最大丑闻》一文在媒体刊发

后，随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媒体又挖

出了他此前盛赞韩寒言论， 称其言行

“前后不一”。19日晚， 肖鹰接受记者

采访，揭示自己为何从“挺韩”变成

“倒韩”。

肖鹰表示事实并非如此，“我和

公众一样， 对韩寒的认知均来自各类

报道， 当时好多不负责任的媒体追捧

韩寒，我是上当受骗了。坦率地说，如

果没发生‘倒韩事件’，我到现在还会

相信他是天才作家。” 多次在肖鹰口

中出现的“倒韩事件”，指的是2012年

方舟子与一批网友对“韩寒部分文章

为代笔”的质疑与追查。肖鹰后来也

认为韩寒主要作品确为代笔产物，而

韩寒本人也是被许多人前后联手打造

的虚假偶像。正是因为关涉多人利益，

“倒韩事件”最终不了了之。“若韩寒

倒掉那也是他自己太丑恶太拙劣的结

果。”肖鹰分析，现在人们99%的信息

来自媒体， 因此对韩寒造假事件的彻

查就更有现实社会意义。

中国新闻网

大型民族音乐剧《彝红》昨晚蓉城首演

“彝海结盟”以情动人

肖鹰专注点名批评

哪里火热 点哪里

冯小刚、崔永元、郭敬明、马悦然都曾被他点名炮轰

中青报发文

抨击韩寒是

当代文坛丑闻

引争鸣

后续

从“挺韩”到“倒韩”

肖鹰：之前挺韩寒是受了骗

《“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

丑闻》一稿是以文化评论之名，出现在

中青报文化周刊上， 于是不忿者认为

中青报是在 “以公欺私”“以大欺

小”，反而对于“韩寒到底是旷世天才

还是世纪骗子”搁在一边了。尽管我认

为“韩寒是骗子还是天才”的确是个

问题，而且对这桩无头公案十分好奇。

但是，好奇归好奇，对那篇文章读了就

发现有不妥：影评的确不是这个写法，

你可以骂电影是烂片， 但是你不能骂

导演是烂人，这当是文艺批评的底线。

韩寒的书和电影我没看过， 无法评价

好坏。单就肖教授的行文来看，显然是

缺乏最基本的文艺批评诚意。 通篇是

扣帽子， 看他文章小标题就知道其风

格。显然他是在借电影骂韩寒。

至于作者肖鹰， 作为清华教授又

有“美学家”之称，这次表现比愤青还

愤青。 此前他就因炮轰央视春晚而饱

受争议。 原来他以文艺批评之名延伸

至对私人的攻击，已成习惯。这还不算

啥，更神奇的是，若干年前，肖教授可

是赤裸裸地“杀郭捧韩”，当时其对韩

寒的评价很高。不知道为何过了几年，

他看了一下韩寒的电影 《后会无期》

后，竟然气急至此。

这事如何收场， 关键看韩寒团队

是何态度。纸上约架有可能，顶多打打

嘴炮， 最后估计还是会像上次韩寒和

方舟子的争论一样，无疾而终。总之一

句话：“韩寒是天才还是骗子”还是调

查清楚再说。

鄂上闲人

在此次的“韩寒之争”中，就有人

认为，肖鹰是授命撰写此文，然后据此

分析中青报刊发此文的目的和用意；

而在“中青在线”刊发了储殷批驳肖

鹰的文章之后，又有人分析说，这是中

青报旗下的网站在“造反”。呵呵，观

点之争中竟然藏着如此多的“阴谋”，

看来，那些宫廷戏和潜伏片真没白演。

个人而言， 我不喜欢肖鹰的文章，

倒不是因为他的“倒韩”，而是因为他

批评的姿态和粗暴的论述方式。觊觎名

利、“狂言妄语一脉相承”，“肃清流

毒”之类，明显偏离了作品探讨本身，

转而“诛心”了。版面上刊发此文或许

有失误之处， 这是对稿件的判断问题，

谈不上“官家出手”，也上升不到报社

的动机及理念之高度。 网站上以 “争

鸣”的方式刊出反对文章，也不是什么

偷偷摸摸的事儿，即便是“造反”，也是

“造反有理”。

青小评

日前， 在广州参加活动的著名作

家莫言，对颇受关注的韩寒、郭敬明谈

了自己的看法：“我对这两个作家一直

很欣赏，当然欣赏的角度也不一样，每

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要描写的内容，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要表达的感

情。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文学发展必

然的结果， 他们也很快会被90后或者

00后的年轻作家……不是覆盖， 也不

是超越，90后和00后也会写出跟他们

不一样的作品来。”

（陈谋）

中青报再发文 否认阴谋论

前日，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抨击韩寒是当代文坛丑闻后，一

石激起千层浪，对于该事件的各方讨论一直在持续发酵。有人批评肖鹰文章并无

实据，有人指责肖鹰已经突破影评的底线，而昨日中青报也再度发文否认了刊发

肖鹰文章的阴谋论。

莫言：一直很欣赏郭敬明韩寒

知名网友：批评韩寒还是要先调查清楚

中青报：韩寒之争背后没那么多“阴谋”

昨晚8点， 凉山彝

族自治州歌舞团创排

的大型民族音乐剧《彝

红》 亮相锦城艺术宫，

进行首演，标志着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举

办的 “我们的中国梦·

优秀新剧目演出季”活

动正式启动。昨晚的开

幕大戏《彝红》是凉山

首部本土原创音乐剧，

集结了国内高水准的

创作团队， 由李亭编

剧、曹平执导，刘党庆

编曲，主演全部是彝族

演员，大量运用彝族传

统习俗元素和彝族原

生态音乐舞蹈，把“彝

海结盟”这段英雄传奇

故事以音乐剧的形式

呈现在舞台。整个音乐

剧由上篇《彝海不是传

说》与下篇《红旗不是

传说》组成，以“彝海

结盟” 为故事主要线

索，讲述了彝族姑娘妮

扎嫫、红军天红以及彝

族小伙拉铁三人之间

的亲情、友情、爱情的

故事。艺术再现了红军

长征过彝区时，刘伯承

与冕宁彝族果基部落

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

歃血为盟的历史故事。

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情

节衔接自然、 节奏紧

凑，加上演员们极具感

染力的演出，让整部剧

丰富而饱满，博得了现

场观众的掌声。

“我女婿在西昌看过《彝红》后，

告诉我像一部好莱坞大片，让他非常

意外。”在接受记者采访前，李亭给记

者讲述了这个小故事。她的女婿是德

国人，中文很差，“他听不懂，但是音

乐让他很感动，而且剧中生离死别的

场景，让他觉得像一部好莱坞大片。”

毫无疑问，“彝海结盟”是一段英雄传

奇，《彝红》 也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

可是在李亭的笔下，则把“彝海结盟”

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是以一个爱情故

事为主线。“一个小女孩看到红军战

士一见钟情，一直暗恋着他，而那个红

军战士直到牺牲都不知道。”

作为一名非常优秀的编剧，李亭

的作品很多，也有很多主旋律的作品。

《彝红》这样的题材，竟然用爱情故事

做主线，让人觉得非常意外。“主旋律

被我们曲解了，说到主旋律就像当年

的样板戏，不食人间烟火。很多编剧也

在尝试加一点人情进去，但总是很奇

怪。在国外看戏，我就经常开玩笑说，

《悲惨世界》《音乐之声》其实是典型

的主旋律， 但是里面的爱情多么美

啊。”诸如此类的戏剧，在国外叫做主

流戏剧。

在创作过程中，李亭非常感谢凉

山歌舞团的支持，当时李亭给团方说

了一点：你们要相信我。“就是要相信

我编故事的能力， 这个是以情感人的

东西，只要情感到位了，我们就不怕。

我们不让演员看剧本， 因为他们都不

习惯看剧本。 我就直接带着演员把剧

本朗读了一遍， 就已经把他们感动得

一塌糊涂了， 我就是想让他们受到现

场的感染。”结果，在这部作品中，刘

伯承和小叶丹都没有亮相， 只有小叶

丹的夫人是真实人物。“刘伯承、小叶

丹都不上场， 但是他们在台上有一个

化身，就是一面红旗，他们结盟的时候

有一面红旗， 这面旗帜是一个红军战

士用自己的床单做的。”

编剧李亭：用爱情故事展现主旋律题材

导演曹平：我们一切从零开始

对于著名导演曹平而言， 这一

次的经历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面对

的所有演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接触过

音乐剧。“这对我，对凉山歌舞团来说

挑战太大了。凉山歌舞团一直以歌舞

晚会见长，拿到这个剧的时候才发现

演员很难找。又要表演，又要唱歌，还

要普通话标准，台词说得好，这对于我

们来说太难了。”没办法，曹平在团里

进行考试、招聘。“二度创作的困难非

常大。声乐演员就是在那儿唱歌，舞蹈

演员就是不说话，直接跳。现在又要说

话，又要唱歌，还要行动，这些事对他

们来说难度太大了，全体从零开始。”

“我们是很低端地达到了一个高

级。” 这是曹平对演员的一个真实评

价。在这群演员身上，没有“技术”两

个字。“我们国家有名的表演艺术家，

你可以从他的技巧上感觉到表演得很

好。但在这群演员身上，他们就是凭着

真情实感，该喊就喊，该哭就哭，该闹

就闹，这就是非常真实的表演。”曹平

告诉记者，在凉山的那场剧演下来之

后，观众们对他们的表演，技巧等方面

没有太多的挑剔， 反而很接受他们。

“第一，他们很统一，全都没受过训；

第二，全部都是一种真情实感的、原生

态的表演。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

中戏的一个人放进来，那个人会鹤立

鸡群，所以他们是很统一，很朴素的。

但话又说回来，再高级的艺术家，最终

给观众的表演一定是最朴素最真实

的，所以我觉得，高级的艺术家最终会

返璞归真，到达一个更高级的状态。所

以我们是很低端地达到了一个高

级。”

“天红”扮演者：曾很想打退堂鼓

《彝红》 男一号角色名叫 “天

红”， 是一位年轻帅气的红军战士，由

玛卡尼哈扮演。他昨日向记者透露，因

为排练难度非常大， 让他当初想打退

堂鼓。“刚开始的时候，拿到那个台本，

我一看就说，我的天，我这是在干什么

呢！ 因为以前只有读书的时候背过课

本，然后就再也没有背过这些东西。我

头都大了，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首先

要把台词背下来， 因为不背的话在场

上根本没办法表演。 一共有几十页台

词， 而且我的台词又很多， 所以说很

惨。从来没学过戏剧表演，排练的难度

也非常大， 我觉得完全就是一头雾

水。”玛卡尼哈举了个例，说一句“你

马上带着红旗回到山寨保护头人”，这

么简单的一句台词自己当时就不知道

怎么去理解。“当时我自己根本就没有

信心，然后就打退堂鼓，跟导演组提出

能不能下了，而且一来就是个男一号，

压力很大。最后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

到现在不能说好， 但我觉得已经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在做了。”

女一号角色名叫妮扎莫， 妮扎莫

是漂亮女孩的意思，漂亮的面孔之下，

还很勇敢、 活泼。 而且在危险和困难

中，能够坦然面对，同时又有自己的追

求。冷子习习饰演妮扎莫一角，她一来

就向记者爆导演曹平的料。“刚开始排

演的时候觉得导演是一个非常好的

人，由于我们不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

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一些小的笑点

他不会跟我们生气， 因为他知道我们

缺乏基础和经验。 但如果一个东西反

复说了三四遍你还是不能理解， 甚至

连方向在哪里都找不到的话， 他就会

很着急，一着急他就上火，一上火嗓门

就特别大，整个场子鸦雀无声，全是他

的声音。当时会很难过，但后来就会很

开心， 因为知道导演着急是对我们负

责，对我们好。”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陈椰琳

摄影记者 鲍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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