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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复选工作昨日结束

各路大咖照亮候选名单

2019年3月14日
星期四

草堂年度诗人大奖
序号
1
2
3
4
5

草堂年度实力诗人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草堂年度诗评家奖
序号

1

2

3

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姓 名
李琦
梁小斌
吕德安
王小妮
臧棣

姓 名
安然
非亚
黑陶
李轻松
琳子
邰筐
王单单
王学芯
颜梅玖
叶丽隽

姓 名

耿占春

霍俊明

燎原

姓 名
陈翔
程川
高亮
康雪
卢游
陌邻
王子瓜
喻诗颖
袁伟

作品名
哈尔滨笔记（组诗）

梁小斌的诗
驳船谣（组诗）

冬天预先私藏了更多珍宝（组诗）
我欠你一个伟大的哑巴入门（组诗）

作品名
如草木，如秋花（组诗）
月亮穿过大街（组诗）

丁蜀镇（组诗）
无处不悲欢（组诗）

小麦的中间部位（组诗）
邰筐诗歌30首
呼渡（组诗）

往事的幻象（组诗）
最好的时光（组诗）

身体里的大海沉沉睡去（组诗）

作品名

诗的修辞与意义实践

一份提纲，
关于90后诗歌或同代人写作

百年新诗，
与时代互相激活的生长史

作品名
陈翔的诗（组诗）

活着，正在身临其境（组诗）
余生还需粉墨（组诗）

纪念品（组诗）
在世间（组诗）
草木欣荣（组诗）
绝句（组诗）

喻诗颖的诗（组诗）
田间试验手记（组诗）

发表杂志
草堂

诗歌月刊
作家
草堂

人民文学

发表杂志
作家
草堂
芳草
草堂
诗刊
诗探索
诗刊
作家
作家
草堂

发表杂志
诗刊·下半

月

扬子江评论

诗刊·上半
月

发表杂志
扬子江诗刊

草堂
草堂
诗刊
草堂

山东文学
星星
汉诗
芳草

发表时间
2018.6
2018.7
2018.7
2018.3
2018.1

发表时间
2018.1
2018.5
2018.4
2018.2
2018.9
2018.1
2018.6
2018.3
2018.6
2018.3

发表时间

2018.11

2018.3

2018.7

发表时间
2018.3
2018.9
2018.6
2018.12
2018.5
2018.6
2018.1
2018.6
2018.6

不再增补“踢馆”选手

复选评委是如何考虑的？如何选
出的这27篇（组）？昨日，《草堂》诗刊
执行主编、第二届草堂诗歌奖组委会
副主任熊焱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上个月初选入围
名单出炉后，复选的工作便相继展开。
在复选过程中，他们邀请到国内优秀
诗人代表组成终审评委团，终审评委
通过商讨、评定，最终产生了这份候选
名单。

本届的评选规则是，终审评委是
有权增补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是被读
者和提名评委遗漏的优秀作品，不过
本次终审评委都一致认为，“虽然这份
名单难免挂一漏万，留有遗珠之憾，但
在一定程度上，已能够代表去年诗坛
的优异成果。”榜上有名的都是非常优
秀的诗人，因此本届不再增补“踢馆”
选手。

候选名单大咖云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这份
名单中看到，最受关注的年度诗人大
奖只有1名，奖金5万元，角逐者有5
位重磅诗人，分别是第五届鲁迅文学
奖诗歌奖的获得者、黑龙江作家协会
副主席李琦；写下新时期朦胧诗代表
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作品曾选
入高中语文教材的梁小斌；中国当代
诗坛第三代诗群代表诗人、“中国的弗
罗斯特”吕德安；“中国2002年度诗歌
奖”、美国安高诗歌奖获得者王小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十大
杰出青年诗人臧棣。李琦、梁小斌、吕

德安、王小妮、臧棣这五位诗人都是
当代诗坛的优秀诗人，可以说，竞争
异常激烈，无论谁拿奖，也许都可以
说是实至名归。

角逐年度实力诗人奖的是10位
诗人：安然、非亚、黑陶、李轻松、琳
子、邰筐、王单单、王学芯、颜梅玖、
叶丽隽。年度实力诗人奖最终会有2
人获得，奖金各3万元。

年度诗评家奖是 1 名，奖金 3 万
元，候选名单上有3位：耿占春、霍俊
明、燎原。

争夺年度青年诗人奖的9位诗人
是陈翔、程川、高亮、康雪、卢游、陌邻、
王子瓜、喻诗颖、袁伟，该奖的获得者
是3名，奖金各1万元。

终审评委阵容豪华

第二届“草堂诗歌奖”终审评委一
共9人，可谓是国内诗歌奖最豪华的
阵容，评委会主任由中国作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和中国作协诗歌
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文联主席梁平
担任。评委会委员共7人，分别是中国
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中国作
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诗刊》主编李
少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云南
省作协副主席雷平阳、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作协副主席沈苇、《扬子江》诗刊
主编胡弦。

何时公布最终结果？熊焱表示，需
要等到终评委的投票结束，第二届草
堂诗歌奖的颁奖典礼将于今年4月在
成都举办，届时会现场揭晓获奖名单，
谁会笑到最后？请拭目以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逆境！面对全欧洲防守最稳健、最硬核的球队
马竞，尤文在首回合陷入巨大劣势——净负两球、
没有客场进球、进攻乏力、老迈的防线组合被冲击
得七零八落……主帅阿莱格里甚至已经走到下课
边缘，C罗本人也受到巨大的质疑。

回到主场，C罗一人挺身而出，从赛前通道内
鼓励每名球员，到场上进球后不断呼吁球迷给予支
持，C罗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明白，这就是尤文图斯
买他的价值，哪怕是此前整个小组赛阶段只有1个
进球，但到了淘汰赛，他就是这支球队的大心脏。

他带领大家不停地奔跑、去进攻、去进球。在
他的心中，只有逆转的执念。34岁的葡萄牙人仍然
看不出一丝疲态，这具全世界体脂比例最好之一
的身体已经将身体和意志结合得极其完美。

当初负气离开皇马，C 罗加盟尤文图斯就是
为了再次成为欧冠冠军的竞争者。而昨晨，他仅仅
用一场比赛就让自己和球队成为夺冠热门。首回
合落后两球，面对全欧洲最坚固的盾，这个帽子戏
法的含金量不言而喻。过往25次在首回合取胜后，
西蒙尼麾下的马竞未曾被任何球队翻盘。但在第
26次之后，他们引以为傲的纪录戛然而止。而终结
这一纪录的，正是他们最大的夙敌。

比赛最后阶段，C罗罚入点球，终于开始尽情
地嘶吼！

这时
候 已 经 没
有 任 何 人 能
阻挡 C 罗在本
赛 季 欧 冠 1/8 决
赛带领尤文图斯在
首回合 0 比 2 不敌马
竞的比分下，回到主场3
比 0 翻盘成功了。这是 C
罗转会到尤文图斯、面对所
有争议最好的一次释放，而看
台上女友乔治娜的激动落泪、迷
你罗的尽情欢呼，也让人明白C罗
和家人们赛前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赛
后，乔治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个3
比0没有人能夺走，这是你应得的，不是
因为今晚的3个进球，而是你的付出，因为
你在球队中所取得的一切。你是队友、教练和
爱你的人的领路人。”

最激烈的竞争最激烈的竞争，，最残酷的淘汰最残酷的淘汰
制制，，最强豪华阵容的评委天团最强豪华阵容的评委天团、、最多最多
大咖的候选名单……这一切大咖的候选名单……这一切““点燃点燃””
了第二届草堂诗歌奖了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向着向着44月即将月即将
到来的颁奖典礼冲刺到来的颁奖典礼冲刺。。昨日昨日，，由中国由中国
作协诗歌委员会作协诗歌委员会、、成都市文联指导成都市文联指导，，
《《草堂草堂》》诗刊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诗刊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
和打造的第二届和打造的第二届““草堂诗歌奖草堂诗歌奖””的复的复
选工作结束选工作结束，，候选名单出炉候选名单出炉。。

上个月上个月2222日日，，由初选评委遴选由初选评委遴选
出了出了5656篇篇（（组组））入围长名单入围长名单，，很多优很多优
秀的诗人入围秀的诗人入围，，大家还在互相祝贺之大家还在互相祝贺之
际际，，随之而来的复选评审后随之而来的复选评审后，，筛选出筛选出
了冲刺奖项的候选作品了冲刺奖项的候选作品，“，“砍砍””了了2929
篇篇（（组组））作品作品，，超过一半数量超过一半数量，，如今拿如今拿
到手中的这份候选名单到手中的这份候选名单，，仅仅剩下仅仅剩下2727
篇篇（（组组）。）。而最终能够获奖的只有而最终能够获奖的只有77篇篇
（（组组），），相当于有相当于有77位幸运儿将在这位幸运儿将在这2727
位候选者中诞生位候选者中诞生。。

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候选名单

这个时代的足坛需要C罗这样的英雄

C罗为何再一次让人泪流满面？

《世界体育报》：毫无灵魂的马竞在伟大的C
罗面前俯首称臣。

《都灵体育报》：战神！绝对的主角，C罗像是
来自……20岁。

《罗马体育报》：这是个怪物！
《米兰体育报》：他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照亮了

尤文图斯主场所有的球迷。
《队报》：C罗屠杀马竞！
《费加罗报》：巨人C罗摧毁了马竞和格列兹曼。

BBC：C罗的帽子戏法逆转了马竞。
天空体育（英国）：C罗让马竞晕头转向。
ESPN：C罗证明了自己统治欧冠联赛。
英雄！这个时代需要C罗这样的英雄，去完成

不可能、去实现奇迹。C罗的强大，绝不仅仅是他
赢得的无数奖杯，或者赛后的统计数据，而是他在
球场上始终奋力拼搏，始终能够创造奇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编译/撰写

“《歌手》决赛直播与我在上海
的音乐剧撞期，在无法保证预留完
整档期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节目质
量，我不得不遗憾地退出《歌手》录
制。”3月12日晚，郑云龙在微博上
发布声明，退出湖南卫视综艺节目

《歌手》的录制。
随后，《歌手》官微也及时回应：

“一直以来都坚持将最好的音乐奉
献给观众，为了保证《歌手》节目品
质，也为了尊重舞台上每一位艺术
家的付出，我们尊重郑云龙先生退

出《歌手》的决定，也谢谢郑云龙在
《歌手》舞台带来的精彩演绎。”

郑云龙与“声入人心男团”其他
三位成员一样，出自于湖南卫视的
一档音乐节目《声入人心》。这位毕
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的音乐
剧演员，之前仅限于在音乐剧圈内
被人所熟知，但通过在《声入人心》
以及《歌手》2019中的精彩表演，俨
然成为2019年的人气大爆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白雨佳

2019 赛季中乙联赛本周末即
将开幕，成都兴城队首轮将客战同
样是中乙新军的南京沙叶河海队。

昨日，俱乐部在成都举行2019
赛季球队誓师大会。俱乐部表示，球
队将继续按照“一年冲乙，三年冲
甲，五年冲超”的目标继续前行，球
队肩负成都这座城市的重任，“我们
要打造成为一支铁军，不畏困难，力
争打出让成都广大球迷满意的成

绩。”俱乐部常务副总姚夏说。上周
末，成都兴城在2019足协杯首轮客
场6比0大胜江西洪大队，新赛季开
了个好头。根据中乙赛程，成都兴城
头两轮都是客场比赛，分别是 3 月
16日对阵南京沙叶河海队和3月23
日对阵湖南湘潭队。4月3日，他们
将在龙泉阳光体育场中乙首个主场
比赛中迎战浙江义乌商城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看看欧洲媒体的评价吧，
这些言辞仿佛是
看到了一个外星怪物：

郑云龙为音乐剧退出《歌手》

中乙本周末开战 成都兴城昨日誓师

图据新浪体育
制图 黄敏

昨日，亚冠联赛小组第二轮比
赛战罢。这一轮，出战的中超 BIG4
取得了2负2平的成绩。恒大、上港
先后在韩国球队身上折戟沉沙，鲁
能、国安仅均与日本球队战平。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通过现场观
察发现，与日韩球队内外援两线开
花不同，中超BIG4球队外援包办了
所有的进球。

要知道里皮在执教国足时，就不
止一次说过他找不到好前锋。在老帅
离去，上赛季中超金靴武磊远走西甲
后，“国足无前锋”现象在亚冠赛场上
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日韩球队外援
的表现并不差，但他们外援的身价仅
为中超球队的几十分之一，比如为大
邱FC打入3球的席尔瓦身价仅为75
万欧元，可谓“价廉物美”。

不仅如此，日韩在亚冠赛场上
妖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面对恒大
取得进球的韩国大邱FC22岁球员
金大元可以说是光芒四射，与之相
比，韦世豪、张修维、何超的表现显
然已成为了金大元的背影。日本广
岛三箭也在主场2比1战胜墨尔本
胜利，帮助广岛首开纪录的东俊希
更是一位00后，他出生于2000年7
月，仅18岁！亚冠第一轮浦和红钻3
比 0 战胜武里南联的比赛中，出生
于1999年5月的浦和红钻球员桥冈
大树梅开二度，他还不到 20 岁。从
各国球员在俱乐部的表现能看出
来，中国年轻球员经验不足挑不起
大梁，不仅是亚冠，即将开始的世预
赛，国足的前景依然令人担忧。

韩日外援花小钱办大事

中超四强共同闯入亚冠正赛，本
届中超BIG4代表着中国俱乐部的最
高水准。在亚冠第二轮，面对亚冠赛
场高水平的对手，山东鲁能在两球落
后的情况下依靠外援佩莱的梅开二
度艰难扳平了比分。但广州恒大却没
有这么好运，被大邱FC这支于2002
年才成立的球队3比1击败。

在两轮亚冠赛场上，中超BIG4
除了北京国安球员张稀哲打入一球
外，外援包办了其余的8粒进球，让
人觉得球队花大钱引进的外援物有
所值，但与日韩球队的外援相比，中
超球队的外援真这么值吗？

刚刚战胜恒大的大邱FC全队
身价也不过约 728 万欧元，而恒大
方面仅保利尼奥身价就达到 3800
万欧元。目前，保利尼奥与塔利斯卡
的“宝塔组合”在亚冠小组赛上联手
打入了3球。而大邱FC的外援席尔
瓦一人就打入了 3 球，但席尔瓦的
身价仅为75万欧元。

在外援的引进上，中超球队特
别是其中豪门，瞄准的都是世界知
名球星，据《信息时报》报道，上赛季
夺冠的上海上港近几年花费了12.5
亿元人民币用于引进外援。为引进
巴西国脚奥斯卡，花费了6000万欧
元（4.7亿人民币），创下中超最高转
会费纪录。为了在亚冠赛场上获得
好成绩，鲁能放弃了实力外援塔尔
德利，从曼联引进了比利时中场费
莱尼，据《每日邮报》报道，费莱尼的
转会费是1200万欧元，周薪达27万
欧元。从亚冠小组赛前两轮的表现
来看，费莱尼在防守端上糟糕的发
挥，遭受到山东球迷的质疑。

日韩球队引进外援则不只是看
名气，他们买最合适自己球队的外
援。上赛季打入 24 球夺得日本 J 联
赛金靴的若曾是中超的弃将。若在
苏宁时的进攻效率并不低，但无奈
被名气更大、更年轻的罗杰·马丁内
斯取代，被迫进入预备队。而若在加
盟名古屋鲸八后，帮助球队保级成
功，用J联赛金靴打脸了江苏苏宁。

济科为鹿岛鹿角挑选外援

在山东鲁能亚冠次轮对阵鹿岛

鹿角的前一天的赛前适应性训练
中，记者发现，在鹿岛鹿角的队伍
中，悄然出现了一个人物，他就是济
科。岁月让他头发变得花白，肚子也
有了凸起，但他面容很和善。济科在
职业生涯结束前加盟了刚刚创立的
日本 J 联赛球队鹿岛鹿角，对日本
足球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挂靴后，济科曾于1999年担任过
鹿岛鹿角的主帅，他还曾执教过日
本国家队等球队，目前出任鹿岛鹿
角的技术总监。

上赛季亚冠冠军鹿岛鹿角总身
价只有2500万欧元，比中超四强中
任何一支球队的身价都低。其实，在
过去鹿岛鹿角也是著名的“洋务派”
球队，该队历史上曾引进过济科、贝
贝托、莱昂纳多等巴西巨星，这对当
时的中国足球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鹿岛鹿角四名非亚洲外援全部
来自巴西。在上届亚冠，外援塞尔吉尼
奥被日本媒体疯狂称赞为他就是上苍
为鹿岛鹿角派来征战亚冠的。这位去
年8月份才从西亚加盟的球员，和三
名同伴一起，都是济科着力引进的。

日本青训专家田中宏茂此前在
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时曾表示：“成绩越好的球队越不需
要外援的帮助，因为外援不像日本
球员，他没有被灌输参与球队整体
防守的理念，所以日本本土教练一
般不喜欢使用外援。”

韩日妖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鹿岛鹿角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期烧钱请巴西大牌后，很快意识到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开始谋求
转型，俱乐部主席井畑滋就曾明确
表示，鹿岛鹿角要做培训型俱乐部。
鹿岛鹿角不烧钱买外援的另一个目
的在于，不让外援压缩本土球员的
生存空间。这种理念也在如今收获
了硕果，如果不是鹿岛为22岁平户
太贵腾出空间，恐怕他也不会在与
柔佛DT的比赛中取得进球。

2015 年，广州恒大在主场曾 4
比3击败鹿岛鹿角。不过那场比赛恒
大的四粒进球有三粒都是外援打进，
而鹿岛鹿角的三粒进球均来自本土
球员。正是那时候，鹿岛鹿角的新一
代青训产品诞生了，大迫勇也、柴崎
岳、植田直通、金崎梦生等这些天才
的日本年轻球员从鹿岛鹿角开始陆
续登上了顶级联赛的舞台。

中超诸强中，意识到青训这
个问题的不在少数，在山东鲁能
的主场，记者看到“打造百年俱乐
部”的标语，作为一家老牌俱乐
部，山东鲁能的青训一直是中超
俱乐部中的标杆。曾经是山东鲁
能功勋球员的李霄鹏成为山东鲁
能的主帅，这与鹿岛鹿角的思路何
其相似，但与之相比，山东鲁能在
培养年轻球员和俱乐部传承上面，
与鹿岛鹿角还有差距。2015 年，鹿
岛鹿角启用了此前从未有过主帅
经历的鹿岛功勋球员石井正忠，正
是这位本土少帅，带领从2010年开
始走下坡路的鹿岛鹿角重新回到
巅峰。而接替石井正忠的，也是其
功勋球员大岩刚，在上赛季，大岩
刚带领鹿岛鹿角夺得亚冠冠军。

本届亚冠小组赛，日韩球队里
22岁金大元、18岁东俊希、19岁桥
冈大树、22岁平户太贵这些年轻球
员不断涌现，但中超BIG4的年轻球
员却完全“哑火”，留给大家印象的，
是张修维、韦世豪等人的无奈。

中超有着保护年轻球员的U23
政策，但在中超，基本是外援占据了
各队的进攻中轴线，导致国内年轻
攻击手出头艰难，如何给本土年轻
球员留出发展的空间，这值得中国
足球人思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发自北京

中超BIG4“洋枪”当道

国产前锋出路何在
首届草堂诗歌奖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