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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大赛

“2015成都商报青苗计划·书画新
苗100强选拔大赛”启动以来在众多学
校、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昨
日，大赛迎来报名高峰，许多学校纷纷
组团参加选拔，家长也热情高涨，上传
他们心中最能体现孩子实力的图画，积
极为孩子拉票。仅昨天一天就有1000多
幅少儿书画作品参赛。

听说这次大赛计划要为100位美

术小苗开画展、印画册，棕北中学西
区实验学校小学部的孩子们都跃跃
欲试。这所学校的艺术特色教育在全
市颇为有名。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层
次的学生，学校开展了不同类型的课
程和社团活动，美术室里收藏、摆放
了几百幅学生作品。一上午的时间，
几位美术老师就从中挑出了近百幅
作品备选。

这些画作中，一幅有“青铜”质感
的画作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黝黑的画
布上，青铜色的线条肌理分明，勾勒出
人像、生肖等图案，让记者有一种身处
三星堆的感觉。“这是仿青铜画，是用
黏土在画布上捏出造型，再用金色丙
烯上色，画出青铜的感觉。”何老师告
诉记者，学生们非常喜欢这种独特的
绘画方式。

在参赛作品中，记者还看到了许多
学生绘制的水墨扇面，有雨后的芭蕉、
学步的鸭子、傲雪的红梅……何老师告
诉记者，学生们可是“拜”了齐白石为师
——在正式作画之前，他们要先欣赏齐
白石等大家的作品。“欣赏可以增进学
生对生活意义、价值和乐趣的认识。不
是每个学生都能成为画家，但学校希望
每个学生都能成为生活中的美学家。”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摄影记者 王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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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收到1000多幅作品
书画新苗选拔大赛迎来报名高峰

参与须知

参赛要求：此次“2015成都
商报青苗计划·书画新苗100强
选拔大赛”面向2015年12月31日
之前未满14周岁的少儿。只要敢
创作、爱创作、会创作，都可以将
你的作品交给我们

寄件地址：成都市锦江工业
园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都
大厦B座2楼岁月艺术馆

收件人：陈小燕
电话：028-86786010
注：未入选前100强的画作

参赛者，可于2016年2月1日前前
往岁月艺术馆取回原画作

作品征集：此次大赛征集作
品限于绘画（油画、国画、水墨、
水彩、素描均可）；书法（楷书、行
书、草书均可）两类艺术作品

征集时间：12月14日～12
月31日

参与方式

成都商报客户端是本次选
拔大赛作品上传和投票的唯一
平台，上传作品大小为1M以
内。上传时间：12月14日上午10
时至12月31日24时。投票周期
为2015年12月15日12时至2016
年1月3日上午10时，活动期间
每个手机号码可投一票。作品
上传、投票路径：打开成都商报
客户端进入活动频道，在“青苗
计划·书画新苗100强选拔大
赛”栏目里点开参赛新闻，上传
作品请点击“上传作品请点这
里”，然后按提示操作提交即
可；投票请点击“我要投票”，然
后点击图中绿色手掌图标按提
示操作即可。

绘画TOP20（截至24日1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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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行长诗写孔子
四川诗人获天铎奖

第三届天铎奖昨公布结果，向以鲜万字长诗《我的孔子》获第一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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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长诗《我的孔子》获奖
向以鲜：这是诗歌和文本的胜利

天铎奖是中国唯一一个长诗奖，也
是中国唯一一个汉语史诗奖项。昨日得
知千行长诗《我的孔子》获奖，向以鲜很
开心，他说：“《我的孔子》能够获得天铎
奖，能够得到评委的认可，这是非常开
心的一件事。天铎就是天上铃铛的声
音，我仿佛聆听到了天上的铃铛声，很
开心，为诗歌而开心！”向以鲜说：“今年
我52岁，这是今年我收到最贵重的礼
物，这是诗歌和文本的胜利，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胜利，是圣人的光辉带给我们
的一种意外的喜悦。”

向以鲜说，自己大学时代就想写这首
诗。近30年来一直在想这件事，孔子对他
的影响太大了，一直想写“我的孔子”，也
算是对少年时代误读孔子的重新解构。而
正式动笔是从2014年的冬天开始的，写到
2015年的春天完成，后来正式在《中国作
家》第六期全文发表。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天铎奖的官
方网站看到，今年奖金、奖品均已公布，
本届天铎奖奖品奖金价值超过百万元人
民币，但至于奖金如何分配，并没有具体
说明。

《我的孔子》全诗分35节，共1100余
行，12000余字，是我国诗歌史上少见的描
写孔子的长诗。向以鲜说，这首诗写作过
程非常顺利，这种感觉特别美妙。

普通读者会认为短诗流行易读，向以
鲜为何要写长诗？他说：“短诗是诗人的通

行证，长诗是诗人的身份证。一些诗人只
写短诗，会觉得缺乏凝重感，比如李白如
果只有《静夜思》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诗人，
他也有《蜀道难》。”

评委点评《我的孔子》
将孔子近乎完整地呈现在纸面上

天铎奖本届评委会有15人，经过84天
4轮评审投票产生大奖。四川诗人向以鲜
的长诗《我的孔子》为何能获得天铎奖第
一名？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也采访了大奖
评委代表。

《存在》诗刊主编陶春认为，向以鲜长
诗《我的孔子》以独异、敏锐之“思”的美学
眼光考量，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大量还原，
将儒家一代宗师的灵、肉形象在纸面上近
乎完整、鲜活地呈现出来。

著名诗人杨炼则表示：“向以鲜的
《我的孔子》，语言简单节制，但言近而
旨远，质朴中深蕴沉思。作者采集关于
孔子的经典片段，以重组结构重写，以
现代文本叠加古典层次，从而凸显出标
题上‘我的’一词的重构含义。这不是对
孔子生平的客观记述，而是一幅他的精
神肖像。”

著名评论家霍俊明告诉记者：“《我的
孔子》这首长诗最大的难度就是来自于对
经典历史人物在精神意义上的再造。这需
要诗人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
志，反之很容易被人物和历史所稀释、消
解。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方面这首诗整
体上是有效的。”

第三届天铎诗歌奖（简称天铎奖）昨日正式公布结果，四川诗人、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员向以鲜凭借1100多行长诗《我的孔
子》以最高票数获得第一名。而紧随其后的是诗人孙谦和道辉。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这次奖项的总奖金超过百万人民币。评委会
给向以鲜长诗《我的孔子》的评语是：“语言简单节制，但言近而旨远，质朴中深蕴沉思。作者采集关于孔子的经典片段，以重组结构
重写，以现代文本叠加古典层次，这不是对孔子生平的客观记述，而是一幅他的精神肖像。”

昨晚，向以鲜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说，创作《我的孔子》是30年前的想法，今年才得以完成，而它有幸能够得奖，
这应该是诗歌的胜利。向以鲜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就将出版发行《我的孔子》。

{ }

冯小刚主演的最新贺岁片
《老炮儿》，昨日全国公映，该片看
点十足，除了影帝冯小刚，影片中
还有一位四川女孩颇为抢镜，来
自德阳的尚语贤在片中扮演吴亦
凡的女友，作为一名还没从电影
学院毕业的新人，尚语贤第一部
电影就加盟如此阵容的贺岁大
片，自然受到外界格外关注。昨
天，尚语贤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透露拍摄影片的幕后故事。

拍戏前“试用”了两个月

在《老炮儿》中，尚语贤扮演的
叛逆女孩性格泼辣，是吴亦凡的女
友，对剧情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我从小在四川长大，骨子里
也有那种泼辣的性格，可能说是被
导演挖掘出来了。”尚语贤直言。

尚语贤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她是如何接到这部戏的呢？尚语贤透
露：“当时我是被副导演叫去试镜，副
导演当时负责录演员视频资料，导演
可能看了，第二天又让我去了一趟工
作室，后来见了导演，导演觉得我是
他心里面的那个形象，但是当时也没
有立即说定，他说给我两个月的时
间。因为我之前什么都没演过，就是
白纸一张，让我先跟着他，有点像当
他助理的感觉吧，先跟他学一两个
月。那段时间，我学校那边也请了假，
每天在他的工作室耗着，看剧本，跟
着他开会。可能导演后来也觉得我挺
用功的吧，愿意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那两个月的时间，有点像“试用期”。

台词得到冯小刚的指导

电影中尚语贤一口“京腔”颇
为抢镜，台词方面对于尚语贤来说
也是一大挑战，尚语贤说在台词方
面她得到了冯小刚的指点，“在说
台词的时候，节奏方面什么的，他
都会说。比如节奏让他感到不是特
别舒服，他会说，这个地方可以说
得稍微紧一点，稍微快一点，可能
会更好，他都会这样去讲一些细节
的东西。”尚语贤对冯小刚特别感
激，她称：“不管是在演戏，还是平
时的一些方面，我觉得他这种老前
辈，都能够教我们特别多的东西。”
在接受采访时，冯小刚导演也对尚
语贤的表现给予了赞扬：“她是一
个很努力的新人，这次在电影里的
表现很不错，会越来越好。”

尚语贤称，她看了电影后非常
感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导
演工作室看的，那天人很少，房间
也很小，但是当时我看完之后，就
很震撼，看完之后我就哭了，就是
最后冯小刚倒地那一刻。当时我拍
摄的时候，是跟组的，但是最后拍
那场戏的时候，我因为临时原因没
有去到组里面，很遗憾地错过了那
场戏。”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提到青年文学期刊《萌芽》杂志，都
知道它发起“新概念作文大赛”，影响了
80后一代年轻人，捧红了“80后”作家韩
寒和郭敬明。其实，苏童、马原、金宇澄
等几代作家也是从《萌芽》走出来的，明
年，就是《萌芽》创刊60周年。即将60岁的

《萌芽》作为传统文学杂志，正式宣布，
与韩寒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打造
文艺平台，挖掘新生代作家，谋求纸质
文学刊物向网络的转型。

而且，《萌芽》正着手改版，将在原
有上下半月刊的基础上“两刊并一刊”，
从80页增至112页。

昨日，韩寒告诉记者，合作内容包
括资源共享、作家签约，以及平台开放。

“一个”会对《萌芽》的作者进行更多的
扶持和推广，一些篇幅较长而无法在

《萌芽》上刊载的文章可以发表在“一
个”上。“‘一个’将与《萌芽》共同孵化新
概念赛事中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挖掘
文化偶像，同时还将协助《萌芽》开发新
媒体阅读产品，加快数字转型。”

昨日，《萌芽》杂志的社长孙甘露接
受采访也谈到，“新概念”举办18年以
来，近年来稿量有所减少，但今年“新概
念”得益于较好的线上线下推广，来稿
量比去年翻了一倍，这说明年轻人对这
个平台仍然是有所期许。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老炮儿》昨日上映
四川女孩“抢镜”

韩寒携手《萌芽》
改版转型

成都女孩扮老
演孙俪的姑姑

看过《芈月传》的观众大概都知
道，芈月的成长离不开葵姑。成都商
报记者了解到，孙俪背后的这片绿
叶，葵姑的扮演者井星文竟然是一
名成都姑娘，更让人意外的是，井星
文足足比孙俪小了5岁。在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时，井星文笑着说，她
希望下一部戏演一个年轻点的角
色，“对着镜子我都不忍直视。”

葵姑在剧中年龄跨度很大，从
10多岁演到50多岁，井星文称，为了
揣摩人物角色，她特别注意观察中
年人的眼神，经常会找导演和孙俪
讨教。最终，连导演郑晓龙都称赞：
井星文的葵姑演得十分到位，相信
大家被葵姑这个甘于奉献的角色打
动，会为她最后的结局唏嘘不已。井
星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拍戏时，
她始终注意保持着“老年人”的状
态，控制语言节奏和仪态，“不过还
是经常被导演批，演着演着，导演就
大吼一声‘葵姑，你眼神太亮了。’”

在《芈月传》中，“葵姑”与“芈月”
的对手戏最多。井星文说，孙俪私下
很随和，尽管她比孙俪小5岁，但演到
后期，她似乎真成了长辈，连孙俪私
下都叫她“姑姑”。井星文回忆，《芈月
传》中的哭戏特别多，孙俪在现场说
哭就马上能哭，不需要任何道具。她
透露，孙俪还经常给剧中小演员上
课，讲到哭戏时，也要求他们不要借
助道具，希望他们能让感情自然流
露。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在 心 中 酝在 心 中 酝
酿近三十年酿近三十年，，四四
川诗人向以鲜川诗人向以鲜
写 成 了写 成 了 1200012000
余字的长诗余字的长诗《《我我
的孔子的孔子》，》，在得在得
知获得天铎奖知获得天铎奖
后他表示后他表示：：这是这是
我今年收到最我今年收到最
贵重的礼物贵重的礼物。。

尚语贤与冯小刚

向以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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