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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
向全球征集华语作品

由杭州市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主办第三届黄亚洲行

吟诗歌奖国际大赛，即日起向全球征集现代诗华语作品。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华语诗歌写作者、爱好者、作家征

集作品，每位作者限投原创华语现代诗 2 首，每首 50 行

之内。 参赛诗作主题不限，人文地理均可表现，惟求诗风

健康。 参赛诗作为行吟诗，并系现代诗体裁。 参赛诗作须

追求主观抒情与客观描述的有机结合， 最终的评选考量

以作品的艺术水平为准。 征稿结束后，将邀请中国著名诗

人、诗评家担任终评委，评选出金奖、银奖和优秀作品奖。

投稿邮箱：hyzsgj2020@163.com

征稿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

12 月 30 日（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颁奖时间：2021 年春

请关注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官

方微信公众号 ：gh_d0a3456af6c4 了解

大赛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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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作家在地狱》在沪上演

纪念“左联”成立 90 周年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

立 90 周年 ，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

目 、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后浪新潮演出季

剧目 《作家在地狱 》11 月 12 日至 22 日登

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D6 空间 。 本剧由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 ，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 、上海话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演出

单位 。

《作家在地狱》以“左联五烈士”中唯一

的一位女性作家冯铿为灵魂人物展开剧情。

1931 年 2 月 7 日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

名作家遇难龙华监狱， 冯铿在生命的最后

15 天里， 面对的是一个成天混日子的看守

员曹汉民。 两位同龄人，究竟谁在人间？ 谁

又在地狱？ 在导演马远看来，冯铿是“先知

先觉 ”，而曹汉民在一开始是 “不知不觉 ”，

而冯铿的入狱，让他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颜

色。 在剧情的推进中，观众见证了冯铿与曹

汉民之间关于信仰的碰撞，在历史的回响中

感受信仰与热爱的力量。 他表示，在左联成

立 90 周年之际，也希望通过《作家在地狱》

让更多观众去接触与了解左联作家的文学

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探索文学带来的精神

力量。

编剧韩丹妮认为，虽然曹汉民这个角色

是虚构的，但他可以被视作一个在任何年代

都会有的一个迷茫的人的形象。 “尽管距离

冯铿牺牲已过去了近 90 年， 但 《作家在地

狱》的现实意义并不会褪色。 ”

本报记者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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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南 京 讯
10 月 31 日， 恰逢

南京成功获选中国

第一座世界 “文学

之都” 一周年的日

子，“2020 ‘文学之

夜’暨第六届‘青春

文学奖’颁奖活动”

在南京文化艺术中

心举行。郜元宝、叶

兆言、苏童、韩东等

作家、学者，青春文

学奖得主及观众等

近 500 人 涌 向 现

场， 共同见证了一

场以“文学之名”的

文化盛宴。 活动分

“书香的南京 ”“青

春的沃土”“文学的

脉动”三大篇章。

“青春文学奖”

曾是上世纪 80 年

代在中国文坛颇具

影响的文学奖项 。

在去年 10 月举行

的 “《青春 》办刊四

十周年纪念活动 ”

上，这个沉默了 35

年的文学奖， 即第

六届“青春文学奖”，终于回归。重

启的“青春文学奖”进行了大胆创

新，改刊评模式为社评模式，即向

全社会进行原创征稿， 并将征稿

对象锁定为全球大学生华语写作

者。 奖项旨在“发掘写作天才，培

养文坛巨匠”，在为汉语写作注入

新鲜力量的同时， 使奖项成为经

典文学的策源地。 奖项的重启也

得到了包括北京大学等 16 所全

国重点院校的文学院、系、研究所

和江苏省作协作的大力支持，他

们成为该奖项的专业指导单位。

同时， 组委会还面向全国高校公

开征集遴选了 100 位大学生大众

评审， 让同龄人自己评选自己喜

爱的作品。

第六届“青春文学奖”经过半

年征稿， 共收到 1200 篇长篇、中

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 近 600 人

次共 3000 多首诗歌投稿。除中国

外，还收到来自日本、英国、美国、

德国等 8 个国家和地区 22 所高

校 23 位大学生的投稿。 经过 16

位专业导师和 100 位大学生大众

评审的全程匿名评选， 最终决出

25 位新人作品，包括五项专业奖

项。 此外，还评出 5 位“最具慧眼

奖”和 10 位“大众评审奖”。

（上接第 4 ?）

记者：在语感上也能感受到反复推敲的
印记。 此外在小说和电影中，感觉你的作品
里始终有很浓厚的对人在心理层面的探究
和质问，这是否有特别的原因所在？

徐皓峰 ：在我做导演的经验里 ，想要

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比如扮演一个

他完全不熟悉的社会阶层的角色 ，只需要

浸入式体验两个月 。 作为 1970 年代生人 ，

我有幸赶上了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 50

年 ，人的观念改变 、善恶的内涵改变等等 ，

其实人性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 ，人的可变

性太强了 。

记者：这其中也许也造成了很多摩擦。

徐皓峰：对，当外在的标准和内在的观

念都在改变的时候，人就有撕裂感，会感到

痛苦。 对作家而言，不见得是要直接反映痛

苦，但会把这种不适应、怀疑、撕裂感，把人

的情感展示出来。 有时候我们说，观念没有

固定标准，但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是一定存

在的。 这些喜怒哀乐的原因可能很荒诞，比

如当年丢了一辆自行车就好像整个世界幻

灭了，这种人的感受才是确凿的。

记者：记得在有的访谈中你曾提到购买
和阅读博尔赫斯是你生活里的一个转折点？

徐皓峰：其实那是在电影事业非常迷茫

的时候，人也很焦虑，博尔赫斯是我当时唯

一能够看得进去的作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美术界受到先锋性的影响，我们也受到影

响。 我那时爱看美术评论，但后来教我们的

老师说，想要学画，就不要看对画的评论和

理论，你必须是直观地去分析，把所有观念

都忘掉，自己与这个画直接发生关系。 我经

历了这样一个艺术院校的训练，在时隔多年

看书的时候，却发现那时很多小说我看不进

去，他们写的事、描写人的神态、语气，反而

对我的阅读形成了障碍。 在那时，博尔赫斯

的小说跟画评有相似之处，他会列许多知识

点，我觉得好像是在看艺术资料，捎带人物

情节之类。

记者：很多人反而觉得这样的博尔赫斯
很难读得下去。

徐皓峰：博尔赫斯的确不太做常规的交

代。 对我来说，阅读博尔赫斯更像是一个热

身，先恢复自己的阅读功能———我从来没试

着模仿过博尔赫斯，因为他的学识，和西方

式的表达， 也不是一个我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写作上并没有受到他的直接影响。

“很多艺术领域的问题
就是时间没花够，等时间花
够了，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
不是问题”

记者：实际上在你的故事中，特别是故
事结尾比较多看到的，是悲剧收尾。 除了故
事走向本身的需要之外，是不是有一种倾向
的存在？

徐皓峰： 如果从教化和规劝的角度而

言，悲剧的作用比喜剧大。 并不是说我要否

定现实，而是通过悲剧事件，人们会产生一

种改变现实从而规避悲剧的决心。但是现在

做大众电影和文学的人似乎也很少会研究

大众心理了， 把我们以前的经验都给丢掉

了，然后就直接臣服于好莱坞叙事的大完满

结局，人人看完以后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

走出电影院，这其实是非常廉价的。 其实我

们自身演艺的传统远比好莱坞长，在我们的

经验里面，各种戏剧、评书等艺术形式里有

许多悲剧结尾。 通过这样的讲述，很多人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也生活得挺好。 这等于是

我们的传统。

记者：许多电影的“完满”，也许更多是
商业考量的体现。 在你这边，会不会碰到将
自己的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摄的过程，比
如从文本叙事到影像叙事的过程中，有不得
不割舍的地方？

徐皓峰：我好像没有这样的困惑。

记者：真的？

徐皓峰：完全没有。 上大学时我所受的

就是导演训练，比如学习怎么改编，需要怎

样的技巧，前人有些怎样的经验，其中有什

么标准等等。 另外在上大学时，我们就会做

改编世界名著为电影剧本的练习，这些都是

电影人的基本功。

记者：其实，也有不少作家自己身任自
己作品改编剧本的编剧，结果并不顺利。

徐皓峰：的确，如果没有受过改编课的

专业训练的确会有很多问题存在。这其实还

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记者：在两种艺术形式的切换中，的确
能看到风格和内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

徐皓峰：这两个门类，一个是童子功，也

是我做了十年导演的经验积累；另一个文学

也是我写了二十多年的，在这两个门类我花

的时间非常长，可以说是专业人士了。 对专

业人士来说，你创造一个产品，就必须把它

创造到符合艺术标准的完成度，把这个达成

了，才是艺术品。 很多艺术领域的问题就是

时间没花够，等时间花够了，不断锻炼自己

在专业上成长，后来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不

是问题。

记者：这好像武学里的“进了一个境界”？

徐皓峰：其实很多练武术的人，练了二

三十年，扪心自问一下，这辈子真正在用心

练习的时间，也许不过就几个月，这是特别

悲哀的一件事。 可能不单单是一个时间问

题，还有投入度，有的人穷其一生也达不到

那个点。 我的老师水平都很高，我只是拾荒

者，捡了他们几句话，用来写小说和拍电影。

这个道理拿文学来说，就是必须投入大量的

写作时间，天天写天天练习，同时真想从文

学里得到东西的话，在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

以后，你再读托尔斯泰，读博尔赫斯，你才能

真正享受到他们作品中的艺术性，然后再回

应到你的写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