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一群强壮的肌肉男围着余

秀华，抱起余秀华的时候，我问她

什么感觉。她不回答。

余秀华这次到成都是参加书

店的“诗乐沙龙和签售”，沙龙上

主持人问她的问题很少， 大部分

时间是读诗， 余秀华读、 主持人

读、台下观众轮番读、然后主持人

的好朋友上来读、 接着一个姑娘

上来弹奏两首乐曲， 接着主持人

唱歌， 接着主持人邀请余秀华唱

歌，被拒。

最后，一个小时的“沙龙”就这

么过去了。 都以为活动结束了，意

外的是，主持人这时突然宣布小鲜

肉上场，一群年轻帅气的肌肉男亮

相、走秀、拉票。

接着，余秀华给一位年轻的帅

哥投出宝贵的一票，余秀华被这位

小鲜肉“公主抱”，一场诗乐沙龙竟

然在这样走秀圆满结束。

这次活动之前，我和余秀华聊

过，她说最近到处参加活动，还要

照顾病床上的妈妈，就没有时间和

心情写诗。她还提到之前在东方卫

视的一个活动上，节目组叫来了两

个她不喜欢的人，她认为这是节目

组为了吸引眼球，她对节目组的做

法很生气，签售一结束，马上就飞

去北京参加央视的一个节目。

余秀华很匆忙， 但既然选择

了，就不得不承受。但当余秀华被

抱起的时候， 我们捂着嘴大笑的

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

的一种有违和感的画面， 为什么

会存在，我们是在消费余秀华，还

是消费诗歌。 我们是否应该上前

去制止。 （陈谋）

当余秀华被“公主抱”时

我们是否应去制止

责编 宋德萍 美编 刘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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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昨日，余秀华在成都的言几又书店的

沙龙现场，突然流泪了。“来生，不会再做

你的女儿/哪怕做一条/余氏看家狗。”因

为她读到了父亲。更多时候，在诗中，父亲

不止是承苦受难的形象，还要承担余秀华

的抱怨与痛诉。 在引起争议的诗歌 《手

（致父亲）》中，余秀华声泪俱下，余秀华

对父亲的情感真挚而热烈，同时又充满矛

盾，爱得深沉、怨得无奈。

“关于《手》，有人说是表达我对父

亲的不满、仇恨，也有人说是表达我对父

亲的爱，我自己更倾向于是爱。”因为这

首诗，余秀华的读者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

派。 余秀华说：“下辈子再也不要做他的

女儿，免得他受苦。”虽然写得苦涩，但余

秀华说能做父亲的儿女很幸福。

除了亲情， 爱情也是余秀华诗中常见

的题材， 经历了不怎么幸福的婚姻。她一

直渴望爱情，但从未如愿。她昨日说：“这

个爱情不好看，这个婚姻更不好看，我觉得

一个女人无论多么成功， 没有爱情的人生

是不完美的。一个残疾人，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能收获爱情，就很成功。所以，我是一

个很失败的人，很狼狈的人。”余秀华说，

她经历了很多，现在也看淡了，顺其自然。

余秀华说，所谓写诗的天赋都是生活

给的。诗歌写到今天，真的还是个学生，所

以不要叫她老师。到现在，她还没有成名，

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对她起作用，“这是我

的优点，也是一个缺点”。

余秀华说， 她通过看人的第一眼，就

能知道这个人写的诗好不好。有一些人一

看就世俗，最近遇到很多作家，她也能够

看穿。余秀华阅读的书单里，有博尔赫斯、

泰戈尔、雨果，还有鲁迅、巴金、朱光潜，海

子的诗，她说，她最近下了莫言的电子书，

除了《檀香刑》，其他都看完了，很喜欢。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余秀华昨日蓉城读诗，她直言：

如果能收获爱情，就很成功。

1986年10月出生于河北

省易县，2014年毕业于四

川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

2014年至今任四川美术学院驻留

艺术家。

获奖感言：作为我在艺术创作

中的首秀，感谢成都商报青年艺术

家扶持计划提供的展示机会和优

质的展示平台，也感谢四川美术学

院给予的大力扶持、 帮助和认可。

使我在今后的创作中有更加饱满

的创作热情和明确的艺术方向。

油

/

画

/

部

/

分

在经历一个月

报名、一个月海选、

一周的网络大众投

票、 一周的20人初

选入围测试展后，

2015成都商报青年

艺术家扶持计划

（国画5人+油画5

人）终选名单昨天

火爆出炉！

他们是国画部

分的康以维（网络

直通）、 吴越、叶

莹、董津金、马丽。

油画部分的荣建

文 （网络直通）、

熊璇、姜威、赵文

静、李宜懋。他们

将和本年度特别

增设的两名川美

特别名额 （彭方

山、梁旭），组成12

架马车，成为本年

度成都商报青年艺

术家扶持计划的

“青春潜力阵营”

———12位入选青年

艺术家只有一位是

70后， 其余都是80

后和90后， 平均年

龄不到30岁， 他们

的画作， 在评选过

程中多次得到评委

们的赞许。

接下来， 成都

商报和岁月艺术将

为10位青年艺术家

分批推出个展，获

得川美特别名额

的青年艺术家将

会在成都、重庆举

办双个展。

评委会和主

办方也正在讨论，

为其他落选的优

秀青年艺术家举

办一次联展。“我

觉得明年成都商

报青年艺术家扶

持计划国画部分

的报名年龄可放宽

到48岁。”艺术家刘

朴和陈承基这样表

示，“年龄的限定

会让以后评选艺术

家的面越来越窄，

毕竟国画需要长时

间的沉淀， 尤其是

对于写意画。”

成都商报扶持青年艺术家，

给了我们饱满的创作热情和明确的艺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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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出生于湖南。

2006年至2010年就

读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现为2012级

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师

从张奇开、庞茂琨等名师。

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成都商

报这样有责任感的媒体， 能通过

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作品推介出

去，这是一种极大的扶持，我们十

分感恩。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1984年出生，毕业于四

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艺术品复制）。展览经历：心语———

五彩基金二周年（今日美术馆）等。

获奖感言： 感谢成都商报为

青年艺术家搭建的这个平台，这

是件高兴及感谢的事情。 个展对

于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亮相

。

赵文静

1990年出生， 现为四川

音乐学院油画系研究

生。2014年，作品《猫盒子》《磨

合》入选成都艺博会。

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成都商

报愿意给我这次办个展的机会，

对于我这个正在从学校进入社会

的人来说真是从天而降的福利。

在大众微博投票环节， 我还找到

了失散多年的中小学同学， 有个

同学因为给我投票还被抽中获得

一幅画！真是神奇。

熊璇

（网络直通）： 1984

年出生， 毕业于川音

成都美术学院王承云实验绘画工

作室。近期展览经历有：“花花世界

2014蓝顶艺术节 ”等。

获奖感言：接到通知时，我知

道可以去完成人生中第一个个

人画展 ，在欣喜的同时 ，也在思

考如何可以把我的艺术、我的思

想，很好的通过这次展览表达出

来， 这是我第一个个人展览，也

是一个开始。

荣建文

1987年出生，毕业于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油画专业，文学学士。作品《那些

年》在四川省第四届青年美术展

览中获得提名奖。

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主办单

位成都商报发起这一活动，为成

都本土的青年画家们提供了一

个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有

了大家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相

信我会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稳

步前进。

李宜懋

1988年出生，毕业于四川

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系，近

期参展经历：1912新星星艺术节第

五届等。

获奖感言： 此次入选是对

我艺术创作的一次肯定，让我更

加坚定地在艺术这条路上走下

去。 同时是对我的一次督促，我

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

善我的作品。

姜威

1984年出生， 省美协创

作研究院研究员。 作品

《青花瓷》获“四川省第六届新

人新作作品展” 最高奖优秀奖，

被省美术馆收藏。

获奖感言： 此次入围是一个结

果，但更是一个起点，感谢成都商报

和评委老师对我的认可！ 希望我能

继续用自己的画笔画下天空， 画下

花朵，画下无边无际美好的声音。

叶莹

1975年出生， 毕业于成

都大学， 省美术家协会

理事、 成都当代工笔画研究会理

事。《惜别图》获首届四川省文化

厅主办“文华”美术展三等奖。

获奖感言： 感谢成都商报举

办的这次活动， 对我们青年艺术

家的扶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越

1988年出生， 四川文化

艺术学院讲师。 作品

《丰收》获“水韵天府”二等奖；

作品《云林烟树》入选“生态四

川”四川省美术作品展。

获奖感言： 非常激动能够入

选成都商报青年画家扶持计划，

非常感谢成都商报， 本次扶持计

划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平

台，为我们举办展览，我想这必将

是我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里程碑。

马丽

（网络直通）：1990

年出生, 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四川花鸟》杂志编辑。

获奖感言： 感谢成都商报和

岁月艺术能给我青年画者这个机

会， 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展示

作品；我愿以画为业，终于一生，

不负众望。

康以维

1982年出生，毕业于

四川美术学院。近期

参展经历： 2014年《丹青有主》

首届成都中国画大奖赛，金奖。

获奖感言： 这么多年一直坚

持画画， 能够画画是一件非常幸

福的事。非常幸运，能有机会参与

成都商报搭建的这个平台。 我想

所有画画的同仁们都会感谢 “青

年艺术家扶持计划”

!

董津金

梁旭

彭方山

赵文静作品

董津金作品

熊璇作品

李宜懋作品

吴越作品

频繁参加各种活动的余秀华能保持诗人的本心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