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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中国作
家协会主办的首届
“中国·南亚国家文
学论坛”在成都闭
幕，来自孟加拉国、
尼泊尔、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等南亚各
国和中国的40多位
作家，在为期两天的
论坛中围绕“传承与
交融中的文化发展”
和“全球化语境下文
学创作的个性”两个
话题进行了交流切
磋。活动结束后，参会
中外作家代表接受了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在他们眼中，“诗歌之
城”成都，一直用文脉
沟通着世界。

首届中国·南亚国家文学论坛昨日闭幕

“诗歌之城”成都 用文脉沟通着世界
40多位中外作家论剑文化如何传承，探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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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郑秋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虽然《猎场》刚刚播出4集，但记
者了解到胡歌所饰演的郑秋冬在剧
中有非常大的人生起伏。“郑秋冬刚
出场的时候是个草根，在他的经历了
中，有很多次的起伏，有几次被打入
了比原先更低的低谷，这个角色的魅
力在于每一次他被打到低谷的时候，
他是如何再慢慢地爬起来、站起来，
走到更高的地方。”胡歌说，郑秋冬是
一个有缺点、有弱点的不完美男主
角，代表了现实中的一些年轻人，在
演绎郑秋冬的时候，需要花更多的力
气，“郑秋冬更考验演技吧。”

演员要体验生活才能展现生活

《琅琊榜》和《伪装者》之后，胡歌
的人气爆棚，据传，市场为其开出了上
亿元的片酬，但他选择拒绝很多片约，
在巅峰时主动离开。对于原因，胡歌曾
表示，“我觉得恐慌，一个演员连体验
生活的时间都没有，他怎么在演戏时
去展现生活。”“我有所谓的偶像包
袱，比较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在意
别人放大或曲解我生活中的言行、所
作所为。”胡歌把这种心理归结为是
不够成熟。“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真正
的放下，到那个时候不管一年拍多少
戏，我可都以找到真正属于我、适合

我的生活方式。”
这种焦虑，让他选择在今年3月

“休长假”——不接任何工作，去美国
游学。如今大半年过去，自称已经找
回了一点的胡歌表示在远离公众视
线的时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更清楚
地看到和认识了自己。“我以前一直
怀疑，我为什么30多了还是很不成
熟，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我现在找到
了原因，我是真的不成熟。”

那么找回自己的胡歌又是怎样
的状态？“没有以前那么作了。”他表
示，“明年我会回来上班了，我在我的
岗位之外晃了很久了。”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长沙摄影报道

《索玛花开》央视热播
养眼画面紧凑剧情获好评

索玛花生长在彝区高山上，象征着
坚忍与质朴，是彝族人民的吉祥之花，电
视剧《索玛花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美
丽的土地上。

6日晚，由著名导演王伟民执导，王
力可、于晓光、巫刚等主演，反映四川彝
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电视剧《索玛花开》在
央视综合频道（CDTV-1）播出。该剧一
经播出，就凭借紧凑剧情、养眼的画面获
得了好评，首播收视近一。

“情节紧凑”、“有强烈的戏剧冲突”
是不少观众对《索玛花开》第一集的印
象。第一集中，开篇就以航拍展现了大凉
山的秀美风光，平静的湖泊背后的老山
村，村民们用当地的特产土豆来投票，一
开场就充满戏剧性。因为一场车祸，经济
学女博士王敏，一位生长在城市的女生，
主动申请接替受伤的未婚夫周林，到谷
莫村担任第一书记，这位女学霸书记能
否解开彝区乡村里的现实难题？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王敏重新
组织起多年涣散的村中力量，一场轰轰
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在深山打响。她将如
何赢得村民的信任？谷莫村又将发生怎
样的改变？除了故事本身让观众点赞，本
剧的画面更是格外养眼。据悉，剧中的谷
莫村是在凉山州冕宁冶勒乡拍摄，这里
的冶勒自然保护区最高海拔5299米，冶
勒湖一年四季湖水湛蓝，四周有原始森
林，有雪山倒映，有大片草甸，草甸上还
有簇簇杜鹃和野花，牛羊在齐腰深的草
场吃草，因很少有人知道，只有少量驴友
前往露营，因此还是一片“世外桃源”。

导演王伟民介绍，除了展示大凉山风
光外，剧中通过彝族火把节、彝族年、彝家
婚礼、传统选美等过程，充分表现了彝族
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还通过制作彝族漆
器，展现彝族特色服饰，羊毛制品等画
面，把彝族传统手工艺文化进行了集中
展示，“相信这部剧播出后，会掀起一股
旅游热，对当地经济也有一定帮助。”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伍文韬

如今文学已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网络、
传媒等“泛文化”，或者叫全球化语
境的冲击。当下这一的现象已渗透
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挑战同时也来
自“市场化”的冲击，一些被市场

“看好”并畅销的作品，也许已悄然
丧失了文学的品格，而一些具有深
邃内涵的作品却被“市场”冷落。

于是文坛开始反思，一个作家
怎样才既能接受各种时尚潮流的
考验，又经得住历史的沉淀？怎样
既能被大众喜爱，又能坚守文学的
精神？

■作家赵玫：

由市场来决定人们精神价值
取向，是值得探讨的

天津作家赵玫认为，在中国，
文学的传统从来“文以载道”，所
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直
是重要的。而今，文学开始变得边
缘化，虽然作家们依旧固守着文学
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文学能够激励
人们去追求自由、美好和尊严，能
唤醒人们对个性发展和人道行为
的渴望，但文学日渐式微的现状依
然堪忧。赵玫说，当今全球化语境
下文学创作的个性社会，“市场”真
的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吗？究竟

该怎样谨防让经济成为支配心灵
的力量，由市场来决定人们精神价
值的取向，是值得探讨的。

■甘加·普拉萨德·乌普雷蒂：

特定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
的文学各有其特色

尼泊尔学院院长、评论家甘
加·普拉萨德·乌普雷蒂提到，全球
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的个性的必要
性，因为特定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
成的文学各有其特色。文学创作的
特殊价值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的
时代和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
文明。显然，个性化在文学创作中
的特殊价值，在于体现地方特色、
作家的个人天赋和写作技巧。

■皮亚·卡里亚瓦萨姆：

丝绸之路影响了两国儿童文
学的发展

斯里兰卡作家皮亚·卡里亚瓦
萨姆谈到了个性化创作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他说，中国和斯里兰卡
的联系始于丝绸之路的海运发展
与中国的纸和墨发明，这种联系极
大地影响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因
此，他和同时代的小说家在年纪很
小的时候就受到中国的儿童文学
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送

他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小鸭
和小鸡》《狼先生的聚会》《骄傲的
将军》和《金斧子》，直至今日，他对
这些故事的细节和插图还是记忆
犹新。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的儿
童书籍被翻译成僧伽罗语，它们为
孩子们带去了欢乐，为他们展现了
人性的多面，山川湖海、森林植被
的自然之美，直到现在，这些故事
仍然能净化他们的心灵。

■作家裘山山：

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文
化大碰撞和大融合

昨日，四川著名作家、鲁迅文
学奖得主裘山山在论坛上提出：

“作家应当对本土文化有清醒的认
知和尊重”。

“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文化大碰撞和文化大融合。”
她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
化既不应固守本民族传统，拒绝接
纳先进文化，也不应盲目追求全球
化，放弃自我意识。从小处讲，有自
己个性的时候，每个作家都对自己
的本土文化有清醒的认识的时候，
整个民族的作家才会有个性，有力
量。我们应当具有在全球化语境中
努力保持中国元素和民族特质的
自觉。

作家张燕玲：

成都成都，，用文脉沟通着世界用文脉沟通着世界
昨日，广西作家张燕玲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成都这样的诗歌之城，用
文脉沟通着世界，它不仅是经济聚
落，更是文化保护、传承和生长的地
方，是滋养过中国诗圣与诗仙的地
方。南亚各国的作家沿着丝绸之路来
到成都，相互尊重，友好地坐在一起，
相互了解，相互认识，寻找南亚各国
文学共同生长点，憧憬新时代的丝绸
之路，期待更多美好鲜活的文学作
品，因为文学超越了地域与民族。

穆罕默德·卡西姆·布丘：

成都的包容成都的包容，，令我印象深刻令我印象深刻
巴基斯坦文学学院院长穆罕默

德·卡西姆·布丘说：“我对成都和成
都文学的粗略感受是充满了‘亲民气
质’，对普通人的关照、包容，是令我
印象深刻的。”虽然这是他第二次到
中国，但却是第一次到成都，他表示，

“我很喜欢成都！成都人民非常友好、
亲切！”成都这座城市既具有现代化，
又有历史感。

甘加·普拉萨德·乌普雷蒂：

我们翻译过巴金的作品我们翻译过巴金的作品
希望今后深入文学交流希望今后深入文学交流

尼泊尔学院院长、评论家甘加·
普拉萨德·乌普雷蒂说，这是他第二
次来到成都，他对成都始终抱有很大
的敬意。甘加·普拉萨德·乌普雷蒂表
示，很遗憾尼泊尔对中国文学了解还
不是太多，“曾经我们有翻译过鲁迅、
杨沫、巴金等近现代名家的作品，古
代有老子的道德经等，但因为语言的
障碍，我们对中国现当代作家还所知
甚少。我知道四川文学在中国文学中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望今后能与中
国作家、四川作家有更多类似于本次
论坛这样的交流活动，让我们的文学
翻译、文学交流能有更深入的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猎场》开播 主演胡歌接受成都商报专访

找回一点自己 明年复工拍戏
《琅琊榜》《伪装者》

播出后，被传片酬开出
上亿元的热门演员胡歌
却拒绝了很多片约，选
择出国求学。

前晚，由姜伟编剧并
执导，胡歌等主演的商战
大戏《猎场》在湖南卫视金
鹰独播剧场首播，再次把
隐身多日的胡歌推上前
台。前晚，胡歌出现在长
沙，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
的专访，对于为何自己在
演艺事业巅峰时期选择
休息，胡歌直言，“在远离
公众视线的时候，我觉得
找回一点自己，不像以前
那么‘作’，最大的收获就
是更清楚地看到和认识
了自己。”胡歌表示，学业
还将继续，自己要到明年
才会回来“上班（演戏）”。

来自四川威远的周延（GAI），是今
年的《中国有嘻哈》总冠军之一。昨天，周
延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不仅透
露巡演将来到成都，同时做出了一个“意
外”的举动：将自己在《中国有嘻哈》节目
中获得的100万元冠军奖金，全部捐给了
希望工程快乐音乐项目，将在全国建立
40间“GAI·Door&Key快乐音乐教室”，
其中20间定向捐赠给周延的家乡四川。

“当你挣到这一百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一百万以后还能赚到，所以我更希望
家乡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和
力量。”周延感叹道。

周延告诉记者，在重庆玩说唱的那
段日子，自己的生活境况不算太好，他不
得不去夜店、酒吧唱歌，一晚上能拿到百
元左右的演出费。那时候，周延还从没想
过用嘻哈去赚钱，他一心只想着唱好，想
着在嘻哈文化里得到认可。而当自己“成
名后”，最直观的改变，就是经济收入的
提升，身价一路高涨后，他却也并非人们
以为的那样看重金钱。

对周延来说，音乐改变了他的生活
轨迹，他也同样想把这样的机会带给自
己生长并给了他音乐土壤的家乡，他相
信自己的音乐价值，更相信自己的商业
价值，“当你挣到这一百万的时候，你就
会觉得这一百万以后还能赚到，所以我
更希望家乡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音乐的
快乐和力量”。

“希望工程快乐音乐”项目是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09年推出的公益项目，
资助希望小学建设“希望工程快乐音乐
教室”，开展“希望工程快乐歌唱”活动，
培养“希望工程快乐小歌手”。昨日，在北
京举行“‘开门大吉’Door&Key厂牌发布
暨嘻哈世界巡回演唱会”启动仪式现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事业部
部长严石亲手接过周延赠的100万奖金，
并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周延表示，希望今
后更多的开展这种音乐的慈善助力活
动，“嘻哈音乐同样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
正能量的，我希望能从我开始，让大家对
于嘻哈音乐和嘻哈音乐人能有一个全新
的认识。”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周延捐百万给希望工程

将在全国建40间
音乐教室

中外作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