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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诗歌奖”评委谈当下诗坛：

“异质”越来越稀缺

——诗歌评论家、三峡大学教授刘波

好作品应具备三个要素：根性 生长性 美学前瞻性

谈诗人

我从很多 90 后诗人的作
品中看不到多少异质性
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诗
歌先锋性可拓展的空间
越来越小的原因，
我也很
困惑……”

年度青年诗人奖最难选 没有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

谈创作
首届草堂诗歌奖颁奖典礼现场 图据东方 IC

谈初选

3 月 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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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二届“草堂诗歌奖”的候选名单出炉。接下去，终评委
的工作开始了，最终谁能拿大奖？4 月的颁奖典礼将
揭晓最终的结果，第二届草堂诗歌奖除了终评委起决
策作用，其实初选阶段的提名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环
节，这一届共邀请到 7 位来自全国各地诗歌名刊物的
主编与教授，
坐镇提名评委席。
昨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到其中两位提
名评委，分别是诗人、
《诗潮》主编刘川与诗歌评论家、
三峡大学教授刘波。他们透露了自己比较青睐的作品，
同时也犀利地指出一些诗人在创作中遇到的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首先，这是一个比较规范的诗歌
奖，每一个程序，包括评奖进度、评奖人
选，
都会及时对外公布，
大众读者都可以
参与进来，
比较透明。
”
刘波谈评价，
第二
届草堂诗歌奖的入围作品整体水平不
低，
尤其是年度诗人大奖，
都显示了诗人
们不凡的水准。让刘波记忆深刻的作品
有吕德安的组诗《驳船谣》，王小妮的组
诗《冬天预先私藏了更多珍宝》，还有程
川的组诗《活着，
正在身临其境》。
最难选的是年度青年诗人奖，从作
品本身来看，没有特别让人眼前一亮
的，
“我从 90 后诗人刚出道就关注，到现

《诗潮》主编刘川表示，草堂代表杜
甫精神，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草
堂诗歌奖有了强烈的倾向性，关注现实
中的人文风骨。
他认为，
草堂诗歌奖的参
与性很强，
很包容，
评选对象不只是针对
在《草堂》诗刊上发表的，而是面向全国
所有刊载重要诗歌杂志期刊，是对当下
全诗坛具有涵盖性的奖项。
什么样的作品在评委眼中是优秀
作品呢？刘川在推荐作品的时候，脑中
蹦出来的一个词“创新精神”，他认为，

在似乎也仍然就是那些名字，没有多少
新面孔、新力量出现，这也是选择艰难
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从很多 90
后诗人的作品中看不到多少异质性的
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诗歌先锋性可拓展
的空间越来越小的原因，
我也很困惑。”
他认为，当代多数诗人意识不到自
我重复，有的诗人有警醒，但也无力改
变，只好随大流地继续同质化写作，这
是一个整体问题。
“话说回来，突破自我
太艰难了，每向前走一步，都惊心动魄，
尤其是那些风格已经定型的诗人，好像
能保持之前的水平就不错了。”

诗歌要避免同质化，体现锐气和创造
力。优秀的作品至少有三个特性，第一
是“根性”，有对当下的表达，有与现实
对话的能力，诗歌是与时代互动，不是
封闭的表述；第二，具有生长性，生长
性就是现在的基于传统又不同于传统
的创造力；第三，具有美学前瞻性，如
今是潮流写作，多年以后就会发现很
多作品重复了，同质化写作带来彼此
价值取消和瓦解，
“ 异质”在当下的诗
坛越来越稀缺。

从李琦、王小妮等女诗人作品中 看到诗歌介入当下
刘川说，他对候选名单印象很清
晰，看到诗歌对当下更多的介入，
“举一
个例子，李琦、王小妮、颜梅玖这三位女
士的诗作都很优秀。李琦由细小事物记
录历史，表达良心正义，以及从女性视
角看整个历史的变化，她这个角度是从
个人进入历史时空，这是一个很好的介
入的点。王小妮每一首诗经典性都非常
强，诗里体现批评的力量，不妥协的知
识分子看待世界的力量。颜梅玖则从个
人经历去参透生命，而达到生活的和
解，进入超脱自信状态，超然看待生活
中的事物。”此外，梁小斌、邰筐、吕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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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也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诗潮》主编，刘川提到，诗坛
现在的格局已经是越来越纷繁复杂，表
达方式、写作流派和个体都在增多，铺
天盖地的自媒体，让所有诗刊主编应接
不暇，作为主编很难关注所有角落和视
野中的诗。另外，写作速度很快，一方面
体现创作力旺盛，几分钟就在手机上写
出一首诗，诗人成为了时代捕捉者，但
同时，技术加速度和传播加速度是对一
个诗人写作的催逼，很多诗人不像过去
慢慢打磨一篇作品，他们内心处在焦灼
中，
让作品成熟度和完整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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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长 3 个小时，观众不嫌拖沓

《地久天长》凭什么？

在柏林电影节斩获“最佳男演员” 次的社会变迁，
都会给每个人的生活，
“最佳女演员”双熊奖的热门影片《地
甚至一生的命运带来影响。
”
久天长》终于揭开神秘面纱——昨日
《地久天长》中，时间线交叉跳跃
下午，
该片开放成都媒体看片场。
观影
的剪辑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
对此，
王
中，
不少观众被电影的故事打动，
电影
小帅导演表示，这种尝试在自己看来
虽然长达三个小时，
但并不觉得拖沓。 也非常冒险，
但相信观众能接受，
因为
影片讲述两个家庭因为一次意外
关于人生，当回望的时候就会觉得如
而生缝隙，
甚至其中一家由北方远走遥
此短暂，
而当人回忆时，
也是会直接切
远的南方，
相隔三十年后再度聚首的故
入某个经历或者场景中。导演对电影
事。
王景春和咏梅在电影中扮演一对夫
中情感的刻画非常细腻，有观众看完
妻。
王源在剧中饰演一个有点叛逆的少
影片后表示非常感动。之前当被问到
年——刘星，
他的戏份也十分出彩。
是否担心三个小时片长会吓退观众
观影中，
王景春和咏梅两位演员的
时，
导演王小帅坦言，
电影的核心还是
表演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用精湛的演技
人情，
而这些人情正是可以穿越时间，
演绎了一对普通中国夫妻的人生故事， 让现在的观众都能有共鸣的东西。
年龄跨度非常大，
从青年演到了老年，
王小帅还笑称《地久天长》是一部
两人在人物的性格刻画上做到了极致。 “3D 电影”：
“你只要沉浸进去，可以跟
王小帅阐述自己创作初衷时表示， 里面的角色同时呼吸，
同时感受，
就会
“生命只有一次，
而告别竟如此漫长。” 不知不觉的走过那么长时间，走过这
《地久天长》也是王小帅《家园三部曲》 些历史，
它就像立体的包围你，
所以我
中的首部作品，
与王小帅以前的作品相
称它是一个 3D 的《地久天长》。”电影
比，
《地久天长》时间跨度更长，
叙事背
将于 3 月 15 日超前点映，3 月 22 日全
景也更为宏大。
选取跨度三十年之久的
国公映。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时间横轴，
根据导演阐述是因为“每一
世豪 实习生 白雨佳

《都挺好》苏明成被骂上热搜
郭京飞：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
在江苏卫视播出过半，
《都挺好》
最揪心的一幕终于出现，郭京飞饰演
的二哥苏明成暴打妹妹苏明玉（姚晨
饰）导致其住院，自己也被警方逮捕，
苏家的生活再次一团乱麻。剧中的苏
明成是一个典型的妈宝、啃老族，
从小
和妹妹关系不好。
但另一方面，
苏明成
对父母孝顺，
对老婆好，
也不乏可爱之
处。这个并不算正面的人物被郭京飞
演绎得活灵活现。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专访
了郭京飞，看看他如何评价自己扮演
的苏明成。
记者：是不是已经预料到要被网
友骂了？
郭京飞：
是的，
我接这个戏的时候
我就料到了。现在很多观众都特别讨
厌苏明成，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
理性和文明、进步。
以前演员演这样一
个角色基本上就真的把演员骂得特别
惨，现在观众都知道要把演员和角色
区分开。
记者：
明成有其可爱之处，
在演绎
这个角色时做了哪些准备？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郭京飞：我觉得再坏的人也有善
良的一面，再讨厌的人也有可爱的一
面，把这个挖掘出来以后人物可能就
显得立体一点，这是我创作的一个观
点，
也是一个习惯。
记者：
什么机缘接下这部剧？
郭京飞：因为这个戏是正午阳光
的戏，还有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戏
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戏是特
别踏实的，认真创作出来的现实主义
题材，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看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所以它一定
会有一个话题的热度。
记者：打姚晨饰演的苏明玉这场
戏，
内心会不会很抗拒？
郭京飞：
确实很忐忑，
也跟导演商
量过，
说咱们是不是别这么狠了，
导演
觉得不行。
跟姚晨开拍前也沟通过，
她
其实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这场戏会怎么
拍，然后怕我伤到她吧，她很紧张。事
实上这场戏拍得非常简单，就拍了一
遍，也非常安全，她躺在地上，镜头对
着我的脸，
我就打空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