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30日。以收到作
品的时间为准，请自行计算好
投稿时间。

1.参评作品应坚持思想性、
艺术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主
旋律，传递正能量。倡导现实主
义题材作品，兼顾其他风格和流
派。2.参评作品必须是2017年度
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上
发表的诗歌作品。3.所有参评作
品请注明详细的联系方式。

2奖项
设置

3截稿
时间

1.草堂年度诗人大奖1名，奖
金5万元，以组诗作为评选标准；
2.草堂年度实力诗人奖2名，奖
金各3万元，以组诗作为评选标
准；3.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3
名，奖金各1万元，以组诗作为
评选标准，年龄限制在1990年1
月1日以后出生的诗人。

4投稿
方式

所有参评草堂年度诗人奖
的作品，务必注明发表期刊和
时间，请发邮箱：caotangaqs@
126.com（邮件上请注明“草堂
年度诗人奖”或“草堂年度青年
诗人奖”字样）参评青年诗人奖
的作者附身份证图片

联系人：孙婉豫；联系电话：
18602892336，028-69958180。

夏伯渝1974年入选国家登山
队。1975年5月，夏伯渝和队友们肩
负使命冲刺珠峰却遭遇暴风，一位
队友下撤时丢了睡袋，夏伯渝把自
己的睡袋让给了他。零下30度挨过
一夜，他的双脚被冻坏死。随即他
被送回北京医治，然而最终还是失
去了双脚。成为登山运动员之前，夏
伯渝曾经还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他
回忆说，截肢后整个人如同跌入谷
底，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直到一位国
外的假肢专家告诉他，安装假肢后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虽然不能
再踢足球，但是还可以登山。于是，
他的生命之火又被重新点燃。

一年后，夏伯渝戴上了假肢。从
此，他开始了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坚
持隔天登一次香山。1996年，夏伯渝
又被检查出患有淋巴癌，躺进医院做
了多次手术和放疗。可是正是患癌，
让他彻底想开了，“再登珠峰是我自
1975年冻掉双脚后的奋斗目标，后来
不管是我遇到困难还是得了癌症，我
都没有放弃过。我知道，只有你克服
困难你才能有新的作为，所以我一直

都没有放弃过。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不去克服它，人就永远没有进
步。”他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带着假肢登山，须付出比常人
更大的毅力和体力，尤其是攀登珠
峰。夏伯渝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假肢首先是没有知觉，踩到哪儿是
什么情况，你完全不知道。只有力量
传递到腰上才能感觉到。我只能用
上肢来保持平衡。假肢的踝关节是
死的，它动不了。所以上山和下山的
角度它就调不了。上山就是脚尖在
那儿上，下山就只有脚跟在那儿下。
这样接触面就很小，很容易打滑。所
以，我上山的时候身体都往前倾的，
用两根登山杖保持平衡。这样一来，
我怎么都要比一般人多付出三分之
一的体能。”将满70岁的夏伯渝向记
者介绍，自己每周一三五去登香山，
二四六则会选择徒步锻炼，“我每天
早上5点起床开始力量的训练，负重
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0次，一次
150个。引体向上，10个10组。俯卧
撑，一次60个6组。仰卧起坐，一次40
个6组。还有其他一些项目。每天早

上还有1个半小时在力量训练。”
对于夏伯渝的执着，家里人对

他充满了担心。都知道他年纪上去
了，登山更是加深了困难。“登珠峰
又不像登别的山峰一样，随时都可
能遇见不可预测的危险。每次出发
前，家人都很担心。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是我一生的爱好，他们也不想让
我在这一生中留有遗憾。虽然他们
没有公开反对，但我知道他们并不
愿意我去登珠峰。”

不惧截肢患癌
69岁还要第五次挑战珠峰

为什么人类要攀登珠峰，“因为山就在那儿”，这是
1924年在珠峰8100米处遇难的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留给后
人的名言。

他叫夏伯渝，今年已经69岁了。1975年因将自己的睡袋让
给一名队友而冻伤双脚而截肢，这么多年来，历经截肢、癌症、
多次大手术等磨难，始终坚持高强度训练。

四度攀登珠峰四度失败，最近的一次距离8844的峰顶仅
有94米，却因为风暴而被迫放弃。

直到今天，他仍在每天坚持苦行僧般的高强度训练，期待
有一天登顶珠峰，实现此生唯一的梦想。成都商报记者近日采
访了家在北京的夏伯渝，他说，“我知道，只有你克服困难你才
能有新的作为，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不去克服它，人就永远没有进步。”

有人把夏伯渝和珠峰的故事称作“老人与山”。他恨珠峰，
它残酷地夺去了他的双脚。但是他又忍不住喜欢它，希望征服
它。夏伯渝这样形容他和珠峰的关系。人为什么要挑战，为什么
要探寻极限？挑战不是征服，是认识自我和融入世界。

一年多前的那次攀登，是当时
67岁失去双脚的夏伯渝第四次向珠
峰山顶发起挑战。然而那次攀登却
再以失败告终。最后，夏伯渝止步于
距离珠峰顶峰还有94米的位置。

“到了8750米高度时，我还挺兴
奋的，感觉再有一个多小时我平生的
愿望就能实现了。”但是天不遂人愿，
这时突然来了一阵暴风雪，“一米以
外你什么都看不清楚。当时风很大，
山坡上的雪吹起来打在脸上都疼。当
时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登珠峰了，
在我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能登顶的情
况下，我会不顾一切地冲上顶峰。”

夏伯渝这一生都与珠峰结下
不解之缘，自从26岁时首次登珠峰
时，将睡袋借给队友而冻伤双脚而

截肢，此后这么40多年来，他一直
在为登顶而努力，“不管能不能下
来我都想去尝试。我当时也知道，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强行登顶
的话不管是危险性还是时间还是
冻伤的几率都会成倍增加。当时我
确实也顾不得这些。”等待了40多
年，夏伯渝面前是狂风卷起的冰雪
和近在咫尺的珠峰。所以当时，他
的确想不顾一切了。但是，那天和
夏伯渝一起登珠峰的还有5个20岁
出头的夏尔巴向导，“五个向导在
跟着我一块。可是这些年轻人他们
都才20多岁。他们的职业就是护送
我们这些登山者到顶峰。在这种情
况下，我想就我一个人冒险也无所
谓了，但是要连累着他们，我就很

不忍心。他们一个家庭的收入就靠
他们这一季的登山所得，我不能因
为我的理想而不顾他人的生命。”

夏伯渝做出了他这一生中最难
做出的抉择，就是下撤，在已经完成
了接近99%，就差那么94米的时候。
决定下撤时，夏伯渝的精神支柱好
像突然就没了，像皮球泄了气，体力
也已经透支。那天，他走了将近24小
时才回到营地，他看着营地的灯在
闪，但一直走不到，觉得越来越远，
好像走错了方向似的，“真是像走不
出来的感觉。很多人都认为我已经
登顶了，但是我还是有些遗憾吧。但
反倒是存在的遗憾又再次激励我要
去完美地完成它。现在如再有机会
的话，我会再去尝试。”

刻苦的努力下，2011年，年逾60岁
的夏伯渝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
世界残疾人攀岩锦标赛，怀着重在参
与的心态拿到两块金牌。2014年，他再
次向着珠峰出发，在他首次登顶失败
被截肢的39年之后。但是到达珠峰大
本营后，发生了尼泊尔登山史上最严
重的山难，最后尼泊尔政府取消了当
年所有的登峰计划。一年之后，他再次
出发，同样是到达了珠峰大本营，却遇
到了8.1级地震，之后发生了雪崩，雪崩
产生的冲击波把帐篷全部吹跑了，珠
峰梦想再次破灭。

2018年1月1日，尼泊尔又发出禁令，
禁止了单人攀登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
高峰，所有在尼泊尔的外国登山者必须
配备向导，同时盲人和双腿截肢的残疾
人有可能被完全禁止登山。这无疑是让
夏伯渝登顶珠峰的梦想再添阻碍。目前，
他正在为办理登山证而焦急地等待着。

“这个手续是2017年12月份递过去的，现
在很难说，至今没有消息。什么时候拿到
登山证就会尽快再去。”

对于攀登珠峰，除了夏伯渝自身年
龄和身体的问题，他还遇到了不少来自
其他方面的考验。“过去的装备、天气预
报等等方面，跟现在都没法比。从我第
一次登珠峰的20多岁，到目前的最后一
次67岁，这跨度已经很大了。那时我还
是健全人，现在是靠假肢登山。随着年
龄的增长，许多生理机能都在下降，这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考验。”还有个
考验就是经费问题，2011年退休的夏伯
渝每次攀登珠峰的费用都在四五十万
元上下，夏伯渝坦言，“光靠退休金肯定
是远远不够的，反正是能找到的我就尽
量去找赞助。”

夏伯渝马上就将满70岁了，他对自
己表示，这几年癌症没有复发，所以他还
想努力一把。很多人都希望他能给自己
定下时间表，如果再不行就放弃。但是他
告诉记者，“只要我能攀登，我都要一直
攀登，活一天就要努力一天。不管珠峰攀
不攀得上去，我也要一直攀下去。攀珠峰
是我一生的爱好和梦想。”目前，夏伯渝
身体各方面指标都趋于稳定，他正期待
着对珠峰发起第五次挑战。

成都商报记者 张涵 欧鹏

遗憾遗憾 只差94米登顶却被迫放弃
“我想不顾一切地冲上顶峰，可5个向导他们才20多岁”

磨难磨难 遭遇双脚截肢又患淋巴癌
“如果不去克服它，人就永远没有进步”

坚持坚持 四次失败仍不放弃
“活一天就努力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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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诗歌奖”最大的特点是
什么？什么样的作品符合参评条
件？评委评选的流程如何？专家评
委会名单有哪些人？针对这些问
题，《草堂》诗刊执行主编、首届草
堂诗歌奖组委会副主任熊焱于昨
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一
一进行了解答。

弘扬天府文化
褒奖诗坛实力，扶持诗坛新秀

谈到举办“草堂诗歌奖”的契
机，熊焱提到，成都自古以来就是
一座诗歌之都，诗意之城，有着其
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深厚蓬勃的
诗歌土壤、蔚然大观的诗歌气象和
卓越不凡的诗歌成就。为了弘扬天
府文化，推动华语诗歌的进步和发
展，旗帜鲜明地传承杜甫伟大的现
代主义诗歌精神，将“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作为主要的评奖标
准，褒奖诗坛实力，扶持诗坛新秀，
作为落地成都的长年奖项。于是，
举办了这个奖项。

据熊焱表示，首届草堂诗歌奖
最大的亮点是，旗帜鲜明地传承杜
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奖项
设有年度诗人1名，实力诗人奖2
名，青年诗人奖3名，既褒奖年度优
秀诗人的精品力作，又培养有潜质
的诗坛新秀，呈现阶梯状的结构分
布。尤其是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诗
人，他们需要这样的扶持和鼓励，
以便更快地成长和成熟。

参评作品
传承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

很多人对参评草堂诗歌奖的
作品是否有地域和题材的限制？熊
焱称，地域不限，只要中文写作即

可。而且诗歌内容并不需要涉及草
堂和杜甫。但题材主要是现实主义
题材，要传承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
精神。当然，也会兼顾少数的非现
实主义题材的优秀作品。

为何参评作品必须是2017年度
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
的诗歌作品？熊焱表示，中国诗歌写
作者不计其数，每年的诗歌生产量
更是难以统计，只有限制了一个范
围后，才能方便选择。此外，发表过
的诗歌作品已经经过一定程度的筛
选，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
然，这样难免会挂一漏万，但任何艺
术的评奖都是如此，无法避免。

评委阵容强大
吉狄马加担任评委会主任

据熊焱介绍，首届草堂诗歌奖
的评选过程是首先由初评委从所
有来稿中筛选。初评委是由资深编
辑和优秀诗人组成。初选之后，把
作品匿名交由终评委，最后以终评
委的综合意见为准。评选结束后，
将会在成都举行颁奖典礼。

评委们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作为主要的评奖标准，作
品内容主要是现实主义题材。其
次，要把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与
文学性、艺术性相结合统一。评委
会主任为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
主席、著名诗人），评委会副主任
有：叶延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
主任、著名诗人）、梁平（中国作协
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文联主
席、成都市作协主席、著名诗人）、
评委会成员有：商震（诗刊常务副
主编、著名诗人）、张清华（北师大文
学院院长、博导、著名评论家）、李怡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长、著名评论
家）、霍俊明（中国作协创联部研究
员、著名评论家）。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实习生 刘珂君

成都商报讯 成都市文联
于2016年5月创办《草堂》诗刊，
致力于打造天府文化的诗歌载
体，立足成都，影响全国。一年
多来，《草堂》以厚重、大气的诗
风，精良、优美的制作，在诗坛
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成都，以其源远流长的诗
歌传统、深厚的诗歌土壤、蓬勃
的诗歌气象的优势，正在倾力
打造“诗歌之都”。基于此，由中
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成都市文
联指导，《草堂》诗刊与成都商
报社，共同设立和打造“草堂诗
歌奖”。

该奖每年一届，旨在弘扬
天府文化，推动华语诗歌的进
步和发展，旗帜鲜明地传承杜
甫伟大的现代主义诗歌精神，
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作为主要的评奖标准，褒奖诗
坛实力，扶持诗坛新秀，作为落
地成都的长年奖项与草堂诗
刊、草堂杜甫千诗碑林、成都国
际诗歌周交相辉映，以吸引中
国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目光，
再聚成都诗歌之气，让成都真
正成为中国诗歌的中心，成为
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对接的重
要平台。组委会希望广大爱好
者积极投稿。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首届“草堂诗歌奖”已
于9日正式启动，目前
正面向全球征集作品。

首届“草堂诗歌奖”正式启动
大奖5万元 向全球征集作品

评委名单公布 吉狄马加担任评委会主任

最大亮点：
传承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精神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
正月初四开播

在千呼万唤后，被誉为吃货盛
典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以下
简称《舌尖 3》）终于要播出了！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舌尖3》由
资深纪录片导演刘鸿彦担任总导
演，一共 8 集，每集 50 分钟。8 集的
主题分别是：“器具”、“宴席”、“厨
人”“小吃”、“点心”、“食养”、“时
节”和“融合”。

《舌尖3》将于2月19日正月初
四 20：00，在 CCTV-1 综合频道和
CCTV-9纪录频道同步播出，并在
CCTV-2财经频道、CCTV-4中文
国际频道、CCTV-7军事农业频道
联动播出。据节目组介绍，《舌尖3》
在传承前两季节目格调、气质的同
时，不忘持续创新，比如开发出了

“器具”、“食养”、“融合”三个新的创
作主题方向；节目组还赋予了第三
季更深刻的内涵，带来了更多关于
历史文化、人物命运以及食物关系
的思考。

刘鸿彦说：“《舌尖3》节目里主
人公有一句话挺打动我们，他说

‘爱是最好的调味品’，我们创作团
队的人都是凭着对于舌尖这个品
牌的爱，对于这个节目的爱，和对
于观众这种期待的爱，来做我们这
部作品的。”刘鸿彦介绍，食物是中
国人感知和把握世界的一个重要
方式。本季《舌尖上的中国》希望探
索的是在这条发展之路上，中国人
是如何一点点吃成了今天的样子。
第三季的节目将完善故事，强化人
物，强化食物背后的文化，既近观
食物之美，又远眺文化渊源。从历
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食的迁
徙与融合，深度讨论中国人与食物
的关系。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1征稿
要求

夏伯渝戴着假肢登山

夏伯渝的攀岩成绩也很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