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讯 （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王天

志）

一部《红高粱》，铺就了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

之路。如果说张艺谋给了《红高粱》第二次生命，

那么这部经典巨著在舞台上迎来第三次生

命———昨晚7：30，青岛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打造

的舞剧《红高粱》在华美紫馨国际剧场上演。这

也是2014国家舞台艺术精品成都演出季 （中国

梦·聚成都———话剧进万家精品话剧展演）活动

启动首台剧目的演出。

“献给那个年代激荡在高粱地里的英魂和

冤魂……”当剧场两侧的屏幕打出这些字时，观

众长时间沉默，随后是持续热烈的掌声。浓烈的

情感与酣畅的表达，让《红高粱》有了更为多样

的呈现形式， 从前半段有些虐心的个体命运，到

后半段忍辱负重的民族抗争，无一不是催泪点。

在演出前，青岛演艺集团党委书记黄港向成

都商报记者透露， 他们2011年5月就与莫言签订

了《红高粱》舞剧改编版权的协议，“只是友情

价，现在这样的价格肯定是买不到了。”据了解，

改编版权费为6位数。 在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甚至有北京的公司出价

5000万元购买舞剧版权，都被黄港拒绝。黄港说，

最初买断舞剧改编权，是为青岛冲击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选拔剧目， 莫言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

“莫言老师说自己不懂舞剧，你们做出来的作品

是你们的，只要尊重作品、尊重原著就好。”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

更加“慎言”，在专程从北京

飞往青岛观看舞剧

《 红 高

粱》 时，

他先亮出

“三不原则”：不表态，不发言，不接受采访。但在

观看完后，他却激动地走上台发言:“舞剧比较完

美也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我原著昂扬向上的精神，

让观众激动，让原作者激动，它已经取得很大成

功了。”黄港还透露，“当时和莫言老师看舞剧的

还有他高密的朋友，看完之后，莫言的朋友告诉

他很感人，自己都流泪了。莫言说，你就是一个高

密农民怎么看得懂舞剧？他的朋友告诉他，虽然

自己看不懂， 可是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让他感动，

就像看到自家的高粱地一样。”

自2012年4月开始，成都商报联合成都艺术超

市推出了“文化成都·青苗计划———抚育万名成

都小画家”大型公益活动，成都商报每年投入200

万元，让成都6-12岁儿童，免费体验一次为期3个

月的艺术基础培训。2014年秋季班招生将于本周

日（10月12日）启动，从10月20日开始，往届“青

苗计划”的学生画作也将轮番在10大商场进行展

示。10月12日“青苗计划”秋季班报名当天，也是

“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少儿书画展”开展之日。

本次“青苗计划”秋季班共开设7个班（普

通班6个，新星班1个），仍将采取现场报名+摇号

的方式,每班招收40人，10月18日开始授课。今年

的秋季班中，除了仍然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

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少儿美术教育研究会会长

左志丹担任总教头之外，黄勇、杜志明、刘文君、

李茂渊、闫华、向黄和周敏等7位美术名师们也会

加入其中。 而课程则将分为五大类6个班， 分别

为：手工+儿童低段绘画班（3个）、色彩+思维想

象创意素描班、国画+书法班、泥塑手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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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布兰奇聘售后服务部经理营销
人员平面设计员13880853230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高科技麻将合作1532808088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扑克机麻新方法15928607080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出租车发包
●新出租车发包1330818330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清洁公司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专业疏管丶掏粪池87588126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桌椅厨13678159509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高收茶楼桌椅厨15828448289

汽车转让
●转让天锦180码力国四6.6米9个
月13348894395工商行业咨询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

机械·设备
●售喷砂房及烘房18108089073

启事
●成都德士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紫荆分公司不慎遗失发票领购簿
税字:510198597268025声明作废

●谢良胜身份证号510102194711
08261X于龙泉驿区房权证字第
0570638号抵押给成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大面支
行的房屋他项权证（字第01250
56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赵玲之子唐承智（现用名：唐承
志）于2008年5月26日在武侯区妇幼
保健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I510353889，特此声明作废。

汽车报失

写字间租赁
●春熙路旁三楼整层写字间优价
出租500平米13608092798王营业房

酒楼·茶楼转让

●转茶楼.商务酒店13708025599

餐馆转让
●市中1000平火锅13808226600
●潮音路餐转260平13708056121
●转南门300平旺餐13883633109
●九里堤南路二楼新装千平火锅
低租转电话13541132637
●交大路900平中餐13880854809
●九里堤中路148号交大东门餐饮
铺面67平转让13981983747
●火锅店转或联营15308213983
●1000平米咖啡厅转让，联系电
话：13350884560
●400余平快餐店转13308031016
●抚琴260平火锅13438257180
●温江城区火锅转18980786957
●红牌楼盈利低房租300平老火锅
转18908043167、13980888696
●高升桥80平通气18981804587
●市区低费用火锅13982005215
●盈利火锅店急转15928116183
●优转锦江国槐街130平方米旺铺
餐饮廖先生：13980207107

●80万转新南门林荫街独栋2000
平中餐带茶楼13882154448
●转市中心火锅店13094447009
●转川师240平火锅18782227216

店铺
●800平方玉林西路167号旺铺
转让，电话：18190830787李
●航空港旺铺转让13980667888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临
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双流航空港全新盈利518平网吧
转18908043167、13980888696

厂房租售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新繁镇厂房出租13881758087

担保公司

招商
●监理公司寻合作18980788880
●转已验收都江堰景区百亩集体
土地指标可开发18628069668
●红原200亩商业用地寻合作垫
资及建筑总包18380216004
●九江境内绕城22亩商住地股份
转让或合作13808098746
●售府城大道旁16亩商业地
15208469901
●华阳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作及
青城山商业地转13982123820

得知获奖惊讶到“结巴”

69岁的莫迪亚诺现身， 一直与他保持良

好合作关系的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当地时间

9日下午在巴黎为他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他说，女儿玛丽在当地时间下

午1时15分告诉了自己这个消息，“我没有想

到，我有点惊讶，有点像是我分裂了，觉得是

别人得了这个奖一样。”

莫迪亚诺在得奖后， 整个下午接到了数

百位认识的、不认识的记者电话，他表示自己

“幸福”并且“惊讶”，他在最初接受采访时，

甚至有些结巴 ,“呃……是的……也就是说

……但是……这是一个有点……呃……”这

样的回答让不少外国记者都大笑这位试图回

避采访的法国作家。

作为第15位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

家，莫迪亚诺说：“获奖让我感觉有些不真实。

我现在还有着一些童年时的记忆， 关于加缪

（法国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还有

其他人获奖的记忆。 与我仰慕的人比肩感觉

有些不真实。”

发布会上，他的妻子站在窗边，微笑着回

答各种看上去无法回答的问题。 还没有说几

句，莫里亚诺就匆匆结束，“我该走了。”

据法国媒体报道， 莫迪亚诺不喜欢接受

采访，总是躲着别人试图打在他身上的光。别

的作家去他家拜访的时候， 总是他的妻子去

开门， 他则略显害羞地躲在妻子身后。“虽然

他不喜欢宣传自己， 但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是无价的。”有人这样评价他。

女儿曾到北京学中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莫迪亚诺的 《夜

半撞车》与《青春咖啡馆》。

其中，《青春咖啡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与上海九久读书人联合推出，而更早的《夜半

撞车》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年

度的获奖作品。

十年前，在“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2003年度获奖作品的颁奖仪式上。 法国文学

评选委员会主任吴岳添宣读 《夜半撞车》的

评语， 认为这部小说莫迪亚诺以流畅和清晰

的独特文笔，叙述了一则寻找和回忆的故事。

这一次写作，是为了坦然地面对生活，以探求

人的存在价值。 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助理艾

瑞莲女士替莫迪亚诺代领了奖项，并致答辞。

莫迪亚诺则为这个奖专门写了 《致中国

读者》：

我更愿意谈谈在我获知这本书要被译成

中文时的感受。 我觉得很幸福。 还在孩提时

代，我就十分向往这门语言；那些方块字总是

令我很着迷，而且，想必我把这种痴迷传给了

我的女儿，她为了学习中文，曾在北京生活了

很长一段时间。

也许，这本书的中译本，具有比法语原著

更多的神秘色彩和奇特意味； 这种神秘和奇

特正是我在撰写本书时想要赋予它的。 如果

这个心愿得以实现，那么，这不仅仅归功于我

自己，更应归功于中文这门美妙的语言。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综合

大热！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两大艺术市场活

动：首届成都城市艺术博览会，艺术、创意作品拍

卖会（预展）昨天同时开幕。特别是在锦江宾馆

贵宾楼6、7、8楼开市的成都城市艺术博览会，吸

引了众多艺术迷的眼球。其新鲜、热闹、轻松的逛

展体验让参观者大呼过瘾。成都商报记者昨天花

了两三个小时才勉强走完41家画廊的布展客房，

听到最多的观众反应是：逛得好累，作品太多，眼

花缭乱；很好玩的酒店式艺术博览会，新鲜好耍；

现金没带够……堪称“人气、买气爆棚”。

参展商：一开房门就交易

华瀛艺术中心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们第一次来到成都， 感到很陌生。“这次带来的

艺术品充满了东方美，有彩墨、工笔等，一共有8

位艺术家的26幅作品。”阿波罗画廊带来了20多

件艺术品，包括漆画、水墨等，其现场负责人表

示，“前几天去了蓝顶艺术中心， 觉得蓝顶的艺

术氛围和环境好棒！这几天也在不断地接触成都

当地的年轻艺术家。我们是充满对成都的好奇而

来， 带来参展的艺术品都是我们平时经营的，没

有为了故意迎合成都藏家而特意准备，我们也希

望给大家带来新意和不同的视觉体验。”还有九

田方有限公司的铜雕作品也吸引了很大关注，中

午一开房门就遇到一位“有缘人”，买下了一件

价值5万多元的铜雕塑像。

除了外地画廊惊艳亮相，本土画廊同样表现

不俗，那特画廊甚至将独立设计师的服装也摆进

了房间， 负责人吕婧说：“从今天开展以来有很

多人来咨询，我们也是这次博览会中唯一展示服

装的展商。我们的买家可以根据喜好，选好款式

后与服装商家联系定制。本次城市艺术博览会在

酒店中举行我们还是首次参加，形式很好，我们

的展品有一种被放在家里的感觉。”高迪艺术在

线的陈昶旭则表示，城市艺术博览会在酒店举行

会给观众带来轻松惬意的感受。“这样大规模的

展览模式非常好，会给人一种很热闹，像艺术赶

集的感觉。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艺术博览

会，会抱着学习的态度积累好参展经验。”蓝顶

艺术区的顶空间在刚一开展就交易了一件艺术

家曾朴的小品《2014heart81》，一位艺术圈内人

士以4000元拿下。

观众：印象深刻 新奇好玩

做艺术品收藏的李春红昨天对成都商报记

者说，这是他首次参观这样形式的展览，感觉很

不错。“这里面的展品很适合家居装饰。 从我个

人而言， 我喜欢雅致的水墨作品。”70岁的李富

荣是从网上得知办展消息的，“我觉得这里展出

的艺术品风格很好。我个人比较喜欢写实的油画

作品，在这里逛着看展览环境很不错。”

成都商报记者昨天在展览的三个楼层采访

了多位藏家和艺术同行，几乎所有的观者都认为

本次展会的模式新颖、逛展轻松、印象深刻，还可

以和画廊老板现场讨价还价。“最重要的是一下

子觉得艺术离生活没有那么远， 就在我们身边，

加上这些艺术品摆在墙上、洗手间，甚至过道里，

就跟在家里看画展一样， 光也是家庭用的光，不

会觉得生疏，对即将装修房间，强调收藏和装饰

的藏家来说，很有实用性。”做室内设计的张震

涛这样说。

昨天的展览是本次城市艺术博览会的VIP

预展和展商专场， 大多数参观者都是艺术藏家、

专业人士和艺术从业者，投资、收藏、个人喜好而

起的即兴消费都有。今天起一直到13日，本次艺

术博览会将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每日12点到

19点。 其中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收

藏家陆洁民和谢晋宇还将在锦江宾馆贵宾楼2楼

的梅兰阁分别举行《收藏是深度的欣赏、投资时

深度的收藏》《用工薪买艺术品》的讲座。

成都商报记者昨天还采访了开画廊30多年

的业内资深人士洪平涛，“酒店是社会缩影，办

展览，没有哪里比酒店更方便了。高级酒店来的

客人消费能力不会太差，所以它构成了办展的条

件。艺术还是要紧密连接生活，而酒店艺术博览

会的展品正好就是与生活紧密结合的。如果再配

备一个大的展厅，给展商展示大的作品就更完备

了。我觉得这里作品的价钱是很合理的。有些画

展动辄推出几百万、几千万的作品，对大众是不

切实际的。美的教育是很重要，需要大众都参与

进来。我想这样的活动会常规化，让那些平时不

去美术馆、 画廊的普通观众集中到酒店来看展，

这就是艺术的教育功能。”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 张涵 摄影报道

新鲜热闹还不贵

首届成都城市艺术博览会昨在锦江宾馆开幕

2014“青苗计划”秋季班明起报名

“中文能让我的作品更奇特”

201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曾写信告诉中国读者：他从小就痴迷中文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屡被贴上“高冷”标签，

但仔细看看， 它并不遥远———莫迪亚诺的作品

十年前就被中国读者评为“最佳外国小说”，而

莫言《红高粱》改编的舞剧昨晚感动了成都人。

诺贝尔文学奖

那么远 这么近

曾感动莫言本人

舞剧《红高粱》蓉城上演

10月9日，2014年诺

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作家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该

奖项。

他也在得奖后和出版

社一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说，与自己仰慕的人比肩

感觉有些不真实。

艺/术/盛/宴

2014成都蓝顶艺术节

莫迪亚诺获奖后在巴黎召开发布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