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出

自鲁迅的名诗《自题小像》。然而近日有网友

发现， 湖南湘潭市河东沿江风光带的诗词碑

上，把“荐轩辕”刻成了“存轩辕”，实在让人

哭笑不得。 这条微博迅即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网友戏言：“荐”是“献”的意思。献给“轩辕”

做什么？不会是给他喝的吧？既然他不喝，那就

保存在他那里好了。

随后，记者就此询问了沿江风光带的管理

方湘潭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得知了相关情况，将在

这几天把错误诗句更正过来，并对其他诗词碑

作认真检查。

据《长沙晚报》

又讯

济南一位从事文化工作退休的刘先

生，发现女婿在故宫游玩时买回的一份“故宫

导游图”漏洞百出，便花一个月进行研究，结果

整理出了100余处明显错误。前日，故宫方面对

此回应称，盗版导游图应是小贩兜售的。记者

昨天下午在故宫走访，发现绝大部分游客手中

的导游图都是花钱从小贩手中购买的山寨版，

仅有少部分游客手中拿的是故宫免费赠送的

导游图。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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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期间， 著名女导演许鞍华赴武

汉为其新作《黄金时代》取景，不料自己的

手提包被偷，

2

万多元现金掉了，《黄金时代》

的剧本也丢了。许鞍华报警后，武汉市公安

局局长赵飞亲自过问此案。 记者前日从警

方获悉，嫌犯已被抓获。 据《武汉晚报》

□

冯小刚最近曝光《一九四二》片尾曲

歌词。不过，冯小刚在采用这首名为《生命

之河》的歌词时并未提起歌曲的词作者，孙

海英在微博表示， 此歌的作者是一位农村

妇女名叫小敏。随后，冯导则在微博公开道

歉，并征集“小敏”的联系方式，称将在影片

中为她署名并支付稿费。 （张世豪）

□

昨日凌晨，成都姑娘张歆艺在新浪

微博自称“终于找到二姐夫了”。随后，杨

树鹏回复微博，与张歆艺甜蜜互动。张歆

艺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两人因 《匹夫》结

缘。 （徐云霄）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张世豪 摄影记者

何彬）

根据朱德庸漫画作品《涩女郎》改编

的电影《粉红女郎》昨日在成都举行媒体

见面会，导演伍宗德率主演集体亮相，片中

“结婚狂”“男人婆”、“万人迷”、“哈妹”

等角色也首度曝光———“色房东”范逸臣、

“结婚狂”阿雅、“男人婆”张馨予、“万人

迷”刘凡菲、“哈妹”黄一琳。顶替闫妮出演

“结婚狂”的阿雅表示，自己很感激闫妮太

忙碌，自己才有机会出演结婚狂这个角色。

8年前，电视剧《粉红女郎》红极一

时， 当年的导演伍宗德如今转战大银幕，

推出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就选择了自己的

代表作。 此次电影版故事讲述了 “结婚

狂”怀孕后，孩子父亲却临阵脱逃，在好友

“男人婆”、“万人迷”、“哈妹”及“色房

东”的帮助下，“结婚狂”开始了从成都到

台北的“千里追夫行”。

近日，《粉红女郎》 曾在成都的宽窄

巷子、锦里等地取景，伍宗德直言：“成都

新旧结合，文化底蕴丰富，可以很好地展

现我们这部电影的背景，这个城市我可以

拍得很有风味。”伍宗德透露，其实影片已

经在成都秘密拍摄了一个多月，即将转场

台北取景拍摄。再过五天，成都的戏份就

将杀青。伍宗德坦言，电影版的《粉红女

郎》不只是电视剧的升级版，而是电视剧

版的延续，没有重复的情节。

张馨予和李晨的恋情曝光后，引起网

友争议，昨日，当被问及李晨有没有来成

都探班时，张馨予没有回答，反倒阿雅跳

出来帮其解围：“张馨予很专情，她才是真

正的张爷。 不管戏里戏外大家都很美满，

谢谢大家关心。” 张馨予也谦虚地表示，

“我的长相是让女生不喜欢， 但其实我们

相处得很愉快。”

“粉红女郎”成都谈情说爱

电影版《粉红女郎》成都热拍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卓越和当当等购书

网上发现，莫言的大量书都缺货了，卓越不少

显示需要一周发货。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的新

包装的 《莫言文集》 在当当网上已经开始预

订。当当网首页也设置了“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爱好者的盛宴”专题，独家特供《莫言文

集》。此外，村上春树、略萨、海明威、川端康成、

帕慕克、莱辛、马尔克斯等诺奖得主和获奖热

门人选的书也在热卖促销中，成都商报记者也

收到当当网的短信，开头便是：“你敢赌本届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吗？我敢！”并要以

“80万种中文图书来助威”。

时代周报评论部编辑谢勇在微博称，“莫

言老师闷声发财，争议声中多了不少版税。”微

博上也有网友称，即使不得奖，莫言的书这回也

必定大卖。甚至质疑：“这不是出版商炒作吧？”

连日来， 有关莫言是否会获贝尔文学奖的争

论不消停，莫言对此依旧一概不理。而记者获悉，

莫言的书正在很多书店火热促销， 有些已经没有

库存。 上海文艺出版社日前更是再版了莫言的系

列作品，有网友称莫言是在“闷声”发财。

昨日下午，央视新闻中心的微博称，央视首次

受邀采访诺贝尔文学奖， 而全球获准采访的仅有

三家电视台。这难道是莫言获奖的信号？

曾翻译了莫言的《生死疲劳》等作品的瑞典翻

译家陈安娜昨天也在微博上发声，称“我个人认为

莫言获诺奖的希望不小，不过是今年获奖、明年获

奖或十年后获奖，我们谁知道？等明天下午再说。”

今晚7点，万众瞩目并猜测已久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揭开谜底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浪官方微博昨

日下午发布消息称央视首次受邀，采访诺贝

尔文学奖，而全球获准采访的只有三家电视

台。 原文如下：“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将于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公布。法新社此前报

道，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很可能在中国作家莫

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中产生。全球获准采

访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有三家电视台，央视首

次受邀进行采访。莫言能否成为首位获得诺

贝尔奖的中国人。”

央视主办的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络新闻联

播》 官方微博也发布消息，“获准采访诺贝尔

文学奖的全球只有三家电视台，央视驻瑞典记

者来电，央视在被邀之列。”记者立即联系到中

央电视台评论部副主任耿志民，他称，根据通

常的情况分析，是央视驻瑞典的记者先提出采

访申请了，对方才会通过，一般不会主动邀请，

至于此事他并不知道。

全球仅三家 央视获邀采访诺贝尔文学奖

翻译莫言作品的瑞典翻译家：我个人认为莫言获诺奖的希望不小

央视首次获邀采访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获奖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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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借势促销 莫言的书热卖到“缺货”

日前，搜狐文化采访了102名中国作家，其

中包括阿来、冯唐、格非、阎连科、张抗抗等名

家，统计了他们的预测结果后，莫言的得票数

排在第三，最被中国作家们看好的是以色列作

家阿摩司·奥兹。

各国都在竞猜， 据法新社斯德哥尔摩9日

消息， 专家称今年获奖者很有可能是女性，加

拿大短篇小说家芒罗、加拿大诗人卡森，和埃

及女性主义小说家萨阿达维都有可能。但《瑞

典日报》 的文评人卡尔姆特格称：“你永远都

不知道或猜不到评委们在想什么。”据悉，诺贝

尔文学奖自从1901年开始颁发以来， 已经有

108人获奖，但当中12人是女性。

近日，博彩网站Ladbrokes公布的诺贝尔文

学奖获奖赔率也发生了变化，位列第一的是村

上春树，爱尔兰文学元老威廉·特雷弗已超过莫

言，一跃成为第二。然而，纵观近三年来的赔率

表，除了去年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赔率排第

二之外，2010年和2009年的两位得奖者都不曾

位于赔率表的前列。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预

测

百位作家投票预测 阿摩司·奥兹第一莫言第三

荒唐错字！“我以我血存轩辕”

昨晚，赵本山携小沈阳等众弟子现身

山东卫视，为新剧《不是钱的事》宣传造

势。尽管惜别春晚之后，赵本山的身体备

受关注，但昨日在接受崔永元现场采访时

他却红光满面、谈笑风生，足足3小时的节

目录制仍不见疲色。

自打惜别春晚后，但凡公开露面的场

合，赵本山总会被媒体问及关于是否再战

春晚的事情，昨日在现场，赵本山坦言目

前工作的重心都在电视剧上，要等到把电

视剧的事情全部忙完，才有心思致力小品

创作。不过正是因为观众期待太多，赵本

山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现在心里反倒有点

惧怕春晚了。前不久，黄圣依行跪拜之礼

拜其为师，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昨日，赵本

山坦言这一切都是“突发事件”，事先并

无安排，收徒完全是因为黄圣依的一片真

心诚意。

此次在电视剧中，本山大叔形象大突

破，戴起了瓜皮帽，穿起了小马甲，更是翘

起了兰花指，演绎了艺名为“小香水”的

艺术总监。在昨晚的首映礼上，小崔便大

拿兰花指说事，一定要本山大叔透露演女

人的诀窍。为了满足小崔，赵本山大谈自

己曾经反串演女角的往事，“那时候我皮

肤还挺白的，套一丝袜，自己一看立马就

笑场了，一脸就笑了十几分钟，自己都看

不下去了。”

（吴洋 整理）

（

1955

年

2

月

17

日

－

），原名管谟业，生

于山东高密县，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他自

1980

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 充满

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

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

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

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带有明显

的“先锋”色彩。代表作有《丰乳肥臀》、《红高粱》、《酒国》、

《檀香刑》、《生死疲劳》等，

2011

年，莫言以长篇小说《蛙》获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

赵本山：收徒并非事先安排

今日一条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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