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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 网络

作家徐公子胜治的新作 "方

外 #消失的八门 $在言几又书

店上海万象城店进行首发签

售会%

徐公子胜治从事网络文

学创作的经历!正应和了中国

网络文学这十数年来的风生

水起#毕业于机械制造专业的

他曾是一名证券分析师 !工

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采风和

收集各地的传说 % 他从 "$$#

年起成为起点中文网的签约

作者 !并于 "$%$ 年开始全职

写作 % 在这些年的创作中 !他

以 &人鬼神灵天地惊太 '八部

作品 ! 构建了活跃于当下社

会的东方仙侠世界 % 其最新

作品 (方外 #消失的八门 $以

心理医生的从业经历为切入

点 !植根传统文化 !挖掘具有

神秘色彩的江湖八门体系 !

也对主人公在都市探险中的世界观进

行了反思和审视 % 在签售会上 !他与青

年评论家李伟长就 &当代江湖 !中国故

事 '的主题进行对谈 !解读了传统江湖八

门的当代传承!并以 (方外 $的创作为例 !

从叙事逻辑 )世界建构 )情怀抱负等诸多

角度!对&如何写好中国故事'等话题进行

了分析%

作为这部作品的首发平台和全 &' 运

营方!网易文漫相关负责人表示!(方外#消

失的八门$ 是网易首部 &文漫影游' 联动

&'!正在进行全版权的开发运作!其影视与

游戏改编也将由网易影业和网易游戏的团

队亲自操刀%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的实

体书则预计出版 # 卷)%($ 万字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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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届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开幕
本报讯 全市 +, 所学校 )

,+ 个剧社)#$ 部作品参与报名!

%( 部入围决赛的作品中 !%* 部

均为原创#上海大学青鸟剧社(滴

咚$)华东政法大学沃原剧社(直

到大厦崩塌$)上海理工大学大学

生艺术团戏剧部 (概率人生$)上

海外国语大学飞那儿话剧团 (从

前有座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梦

工场话剧团(杀死那个诗人$**

从历史到现实!从严肃到荒诞!从

校园到社会! 上海大学生们用青

春的视角打量这个广阔的世界!

充满激情地演绎各色人生! 他们

在舞台上的身影! 也正符合了今

年大学生话剧节的主题#&初心澎

湃 青春飞扬'%

! 月 +$ 日!由共青团上海市

委员会)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学生

联合会)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联合

主办!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承办的

&第 %! 届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

在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开幕!上

海市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戴颖)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党委书记张惠

庆)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田水等嘉宾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

后!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高雅

艺术进校园'的参演话剧(这个男

人来自地球$ 作为本届大学生话

剧节的开幕演出上演%

&搭建戏剧艺术通向观众的

桥梁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让

戏剧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就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坚持举

办上海市大学生话剧节数年的

原因与宗旨% %! 年来!参与的同

学越来越多 ! 队伍也越来越壮

大!那些优秀的原创剧目让我们

见识年轻人艺术才华的同时!更

了解当代青年人的内心世界% '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

林表示%

自 "$$, 年举办至今!&上海

市大学生话剧节 '始终秉承 &弘

扬话剧文化! 鼓励原创剧目!建

设合作平台! 扩大校园影响'的

宗旨和信念 !让大学生 &以话剧

演绎青春!用专注赢得关注'!十

多年来已上演 ($$ 多部校园剧

社的剧目! 吸引超过 %"#$$$ 人

次走进剧场观摩% 据悉!本届话

剧节共有来自上海 %! 所高校的

%( 部作品 +%% 部长剧和 * 部短

剧, 入围决赛!! 月 +% 日至 # 月

%+ 日!这些作品将在上海市静安

区文化馆的舞台上展开角逐!争

夺长剧组与短剧组的各个奖项!

最终结果将于 # 月 %! 日在闭幕

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 除比赛

外!本届话剧节还将举办戏剧教

育论坛)&剧开心'大学生戏剧夏

令营等活动!为学生提供丰富多

彩的延伸活动%

本报记者 金莹

凌鼎年文学成果展举行

本报太仓讯 ! 月 +$

日!凌鼎年文学成果展在江苏

省太仓市第一中学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宣部原办

公厅主任薛启亮)江苏省作协

副主席王尧)中国微型小说学

会副会长郑允钦)太仓市政协

主席邱震德等为&凌鼎年文学

成果展'揭幕!活动由太仓市

文联主席龚璇主持%

太仓市第一中学校图书

馆大厅展出了凌鼎年出版的

!$ 本个人作品集!他主编的

"$$ 多本作品集中的 #$ 多

本选本!+$$ 多本获奖证书)

奖杯)奖牌!以及世界各地报

纸杂志推介他的部分文章%

活动由世界华文微型小

说研究会)(微型小说月报$

杂志社)教育部&微文学与新

读写'课题组)江苏省微型小

说研究会) 江苏省太仓市第

一中学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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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月

% 日儿童节当天 !

由上海市文明办 )

上海市文联) 上海

市新闻出版局主

办! 上海市儿童文

学研究推广学会承

办的第五届 &上海

好童书' 揭晓颁奖

典礼在普陀区图书

馆礼堂举行%

本届 &上海好

童书' 奖共 +$ 种%

其中少儿文学类作

品 %% 种!包括张锦

江等著 (新说山海

经-英雄卷.) 汤素

兰著 (阿莲 $)杨志

军著 (最后的獒

王 $)袁博著 (内伶

仃岛上的猕猴$)谢

倩霓著 (周末妈妈

不在家 $) 徐玲著

(如画$)张吉宙著(孩子剧团$)曾

维惠著(唐豆豆的成长故事$等!茅

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的遗作 (原

上少年$也在其列% 思想教育与传

统文化类作品 ! 种! 为周奕韵著

(上海的红色记忆$)方笑一-戎默编

著(古诗词中的中华美德$)陆襄主

编(中华传统节日诗词故事$)罗巨

浪著(打开图画书$)陈苏著(伏羲织

网$% 自然科学类 !种!包括霞子著

(大杜鹃育儿记$)沈梅华-张律著(追

踪非洲五覇$)顾洁燕-徐蕾主编(植

物不简单$等% 儿童绘本类 .种!包

括刘保法著 (%$$ 层楼窗口的月

亮$)刘旭恭著(车票去哪里了/ $)张

之路-孙晴峰著(小黑和小白$)张弘

著(快乐的小蜡笔$)方素珍著(流星

三兄妹$)翌平著(云狐$)葛瑞米-贝

斯-陈颖著(龙月$等% .!岁老作家

孙毅的(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

获得&上海好童书'特别奖%

学会会长张锦江认为! 对于

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来说! 评选

&上海好童书'应该在国际文化品

质)品味的标准上来衡量!具有大

视野)大胸怀)大格局% 上海拥有

百万少年儿童! 如此庞大的阅读

群! 如何开展少年儿童阅读推广

活动! 同时满足市区和郊区乡镇

儿童的阅读需求! 是上海大都市

文化建设中值得研究的课题%&上

海好童书' 正是从阅读推广信息

化) 网络化的设想以及在郊区乡

镇设立流动书架的活动中! 来探

索这一课题的答案%

本报记者 何晶

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 号楼 邮编!!""!#$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代号!#%&

邮购电话!"!"%'$"("#'& "!"%'$""()*'

网址!+++,-.+/00,12.

童话
星鱼 周晓枫

没尾巴的故事

李 浩

蒋一谈的童话

蒋一谈

中篇小说
黑木头 赵丽宏

魔笛 翌 平

无尽夏 陆 梅

新时代纪事
张小野的环球旅行

唐 糖

短篇小说
甘草 江 辉

暑假作业 李云雷

诗歌
森林童话 傅天琳

赞美诗 林 珊

花和心愿 薄 暮

童年书 高 凯

#"!) 年第 ' 期目录

好看

买房记 !!!!!!!!!!!朱 零

谁说冲动是魔鬼/ +简评, !!!南志刚

小说

头条 花好月圆 !!!!!!!方 晓

中篇 白渡口 !!!!!!!!李 娃

金边镂空碗 !!!!!!石里龙

短篇 莉莉安 !!!!!!!!孟嘉杰

从芙蓉女士说起 !!!!赵 晖

先生 !!!!!!!!!叶临之

诗歌

首推 雨水节+组诗, !!!!!颜梅玖

精选 在纸上行走+组诗, !!!梁 平

做无用之事+组诗, !!!张德强

不开花的芦苇摇不到(诗经$

+组诗, !!!!!!!!原 杰

遥远的土豆 !!!!!!赵亚东

仪式感+组诗, !!!!!吴少东

屋檐下的棒槌娃+外四首,

!!!!!!!!!!徐红林

译诗#科涅斯基诗选

!!!!!!!!董继平 译

散文

在场 竹简精神 !!!!!!!胡竹峰

冬至雪将至 !!!!!!王 俊

故乡三题 !!!!!!!阎受鹏

马达汉其人 !!!!!!张瑞田

小岛&信使' !!!!!!胡翠君

海边的佛光树 !!!!!奚士斌

甬城笔记专栏 芋头事迹考略+三,

!!!!!!柯 平

评论

名家刊评 所有树在瞬间敞开了自己

!!!!!!!黄德海

甬上作家 内心湖泊的声音 !!柯 平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同学会+小说, !!!!!!!!陈跃红

文学港
主办单位!

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 年
第 % 期目录
总第 !&' 期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 %,+ 号 %, 楼 邮编!+%!$,"

投稿信箱!/0123%.*.45167)832+小说,!"(#%%("%#*499)832+诗歌,!%#,%.*%##499)832+散文,!:;<=1;16%$%$45167)832+期刊联盟,

电话!$!*,0(*+%"$(* 月刊 定价!%")($ 元 全年价!%!$)$$ 元

孩子的故事比大人精彩

本报讯 &成人的脑洞

和孩子的脑洞有多大区别 /

我们总是尝试建立一种秩序

或规则! 然后在里面建造我

们的世界!孩子们则不一样!

他们的故事大开大合! 也许

更具创造力% ' 作家沈大成

说% # 月 % 日! 她和评论人

>?@ 来到陆家嘴读书会!从

各自的写作经验出发! 和读

者们一起讨论童真对于写作

或灵感的意义%

同样是写太空! 孩子的

想象力比成人更加无拘束 %

沈大成以一个巧合切入了今

天的话题#&我前不久写了一

个太空故事! 地球上所有人

要逃亡到外太空! 但宇宙飞

船的载重是一定的! 大家能

带的行李是有规定的!而有

个人带了超重的行李! 舰长

要找出那个人来惩罚他 !判

处他 1持有物品过多罪23我

的朋友俞冰夏的故事中则将

宇宙飞船分为三种舱位 !一

个买了经济舱的人在研究图

纸时发现经济舱和二等舱间

有条秘密通道! 他企图通过

这条通道!穿到二等舱!但没

想到!他被卡住了3第三个故

事则来自一个小朋友! 五个

徒弟乘坐太空飞船去不同星

球寻找杀害师傅的仇人的故

事%'同样是对太空飞船的描

写! 沈大成说自己和俞冰夏

极力要建造一种秩序! 在这

个秩序里面精挑细选材料来

搭建故事% 她认为成人的小

说可以说是一种算计的产

物!但儿童不顾一切!他们不

受规则摆布! 拥有大开大合

的无限创意%&我们试图离天

真近一点! 但和儿童相比还

是差得远% 好在童真的外延

是无限扩大的! 我们可以尝

试保留一点在故事里% 比如

创造小说时! 在遵循社会法

则的同时!植入一个梦!一个

想象% '

>?@ 则从中外多位艺术

家的作品入手! 分析儿童的

眼光对于艺术创作的激发作

用%他认为!儿童的敏感有助

于打通感官间的隔阂! 放弃

对事物命名的一些偏见 !从

而找寻到更有创意的艺术创

造方式%&中文本身具有丰富

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除了

往深里挖! 也可以像孩子一

样往表层挖% 成人用词往往

约定俗成! 儿童会去思考每

一个构件有没有可能性 !儿

童的命名或许和大人不一

致!当命名发生偏差!往往包

含了诗意)创意或者想象力!

儿童教会我们自由想象图像

的方式% '

见习记者 袁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