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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

李佩甫：
感谢我的平原

□记者 张晓东
本报讯 9 月 29 日晚，第九
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格非、王
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五位
作家领取了奖章和荣誉证书。
晚上8时许，
对于河南文学
来说注定要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著名作家水运宪宣读第九届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生命册》
的授奖词：
“《生命册》的主题是
时代与人，
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
都市的巨大跨越中，
李佩甫深切
关注那些
‘背负土地行走’的人
们。他怀着经典现实主义的雄
心和壮志，
确信从人的性格和命
运中，
可以洞见社会意识的深层
结构。
《生命册》以沉雄老到的笔

力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
象，快与慢，得与失、故土与他
乡、物质与精神，灵魂的质地在
剧烈的颠簸中经受缜密的测试
和考验，
他们身上的尖锐矛盾所
具有的过渡性特征，
与社会生活
的转型形成了具体而迫切的呼
应。
《生命册》正如李佩甫所深爱
的大平原，宽阔深厚的土地上，
诚恳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
”
李佩甫做了一篇题为《做
人与做文》的获奖感言（上图），
他深情地说：
“ ……花甲之年，
获奖了，应该说，这是一种鼓励
和鞭策……社会生活的变化令
人瞠目，但真正让人纠结的，不
是担心被年轻人打败，而是面
对变化，自己怎样才能找到准
确的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那就继
续努力吧。感谢评委们的厚
爱。感谢我的平原，感谢平原
的风，感谢平原的树，感谢平原
的父老乡亲！”
随后，中国作协原党组书
记翟泰丰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
建明为李佩甫颁发了奖牌和荣
誉证书。
作为本届茅盾文学奖评
委，河南文学院院长何弘见证
了此次颁奖典礼。他在接受大
河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一届获
奖作品，无论是业内还是读者，
基本都是满意和认可，尤其是
佩甫的作品，代表了河南作家
的创作态度和风格。这次获奖
既是对河南作家过去的一种肯
定，
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激励。”

万里南洋游子意
翰墨故园中原情

孔令广书法还乡来
□记者 刘书志
本报讯“万里归来，感受最
深的是浓浓的乡情；这个书展，
也就是我祝福中原的一瓣心
香”——昨天在许昌博物馆，旅
居新加坡 15 年的孔令广向 500
多位祝贺“孔令广书法回乡展”
的宾朋侃侃而谈。
当年孔令广挟带厚重的中原
书风进行着他在新加坡的艺术生
涯，而今将一百多件书法作品向
家乡父老展示艺术建树。这个由
大河报社参与主办的书法展览，
呈现了孔令广目前所达到的艺术
造诣，
真、行、草、篆、隶、甲骨文诸
体具备，
被誉为
“坚持中华文化的
审美理想，追求正大气象的书法
风貌，
而且越写越醇厚”
。
新加坡孔子后裔联谊会会
长孔繁樑专程前来，在祝词中对
孔令广以书法艺术对中新文化
交流的作用深为赞赏，称其在书
法活动和书法教学过程中播撒
了一片中华文化的种子，中原人

豫剧《燕振昌》今晚在郑州演出

□记者 张晓东

主演《港囧》惹争议 包贝尔接受大河报专访——

如果不选我演就能保证不被骂？

□记者 王峰
随着电影《港囧》票房的水
涨船高，男二号包贝尔逐渐走
进人们视野，有人认为他饰演
的蔡拉拉很讨喜，有观众却评
价他模仿王宝强，表现的只是
尴尬的笑点，还有人质疑他能
主演《港囧》是因为自己是光线
影业签约艺人，该片又是光线
出品的缘故，这个凭借《决战刹
马镇》、
《致青春》等影片一路走

来的包贝尔迎来了职业生涯的
最大质疑。昨日，在《港囧》路
演间隙，包贝尔接受了大河报
记者的电话专访，他称自己是
一位表演爱好者，在《港囧》中
的表演也是走心的，
“《港囧》是
一个全新的故事，我并没有模
仿王宝强的表演。”
谈到加盟《港囧》的缘由，
包
贝尔说，
在某一天公司老板突然
叫他去，
告诉自己徐峥的《港囧》
在选演员，希望包贝尔能够出
演，
包贝尔问：
“我在里面有台词
吗？
”
得到的答复是不但有词，
而
且自己是男二号，
包贝尔没说什
么就走了出去。随后，
他和经纪
人在楼道里一边抽烟一边讨论
徐峥为什么选自己当演员，
“我
跟他没有过交流，
难道是他看过
以前我演的戏？”包贝尔说，
“经
纪人也没想明白，就告诉我，可
能是他看过你演的戏，
觉得符合
这个角色吧！
”
就在拍戏时，
包贝尔忍不住
问徐峥，为什么要自己来演，为
什么不选王宝强呢？得到的答
复是，
徐峥不想重复自己，
“如果
他选王宝强来演，
以后就只能拍
他俩在一起的戏，
这对徐峥来讲

也是个桎梏，”包贝尔说，
“至于
为什么要选自己，
我觉得片中的
蔡拉拉和《泰囧》中王宝强的角
色性格还是有区别的。
”
《港囧》上映后口碑大面积
发酵，针对包贝尔的质疑也扑
面而来，有观众认为他全程模
仿王宝强，挠胳肢窝的笑让人
尴尬，还有人把他和王宝强做
比较，认为“王宝强是真傻，包
贝尔是装傻，相比之下，装傻比
真傻更傻。”针对此类质疑，包
贝尔认为，
“《港囧》在《泰囧》之
后，大家肯定会把我俩对比，事
实上我怎么可能模仿王宝强，
他是影帝，既然徐峥让我来演，
我模仿王宝强还有什么意义
呢？王宝强只有一个，我只能
努力做自己。话说回来，如果
不选我，选了其他演员，就能保
证他不被骂了吗？”
说到自己的工作安排，他
说：
“我接了更多的戏，
希望自己
能够出演更多的角色，毕竟之
前的戏都是配角，或者是片断
性的，接下来有我主演的《我的
青春期》，后面还加盟了周星驰
的《西游降魔篇 2》，希望以后的
作品能让观众对我有所改观。”

更应好好维护全体华人根脉的
中华文化。
作为在新加坡的职业书法
家，孔令广首开隶书教育书法教
学，受到东南亚文化艺术界的充
分肯定，当选新加坡南洋书画家
协 会 主 席、新 加 坡 新 声 诗 社 理
事，马来西亚现代国际书画联盟
总会长符永刚博士称之为“南洋
小楷第一人”。
在先期举行的“孔令广书法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认为孔
令广的书法艺术真实体现出张
海先生所题写的“气韵天成”。
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
会长王守国指出：孔令广“对汉
字书写背后蕴涵的艺术精神和
生命意志有独到的认知和体
悟”。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称
道：
“书写形式变革的冲击下，我
们的书法显得弥足珍贵，它保留
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和重要的文
化元素，孔先生的书法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启示，他是正道传承
中华文化。”

本报讯 由许昌市组织编排
的现代豫剧《燕振昌》今晚将在
河南人民会堂进行汇报演出。
燕振昌是许昌长葛市坡胡
镇水磨河村原党委书记，带领村
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一个
昔日的贫困村建成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文明村。2014 年 12 月，
燕振昌因操劳过度病逝在工作

岗位上。
豫剧《燕振昌》由著名剧作
家齐飞编剧，王香云导演，汤其
河作曲，李宏权配器，刘昌东、常
俊丽领衔主演。该剧通过劝诫
阻止村民上访、解决村民争水问
题、解决南水北调工程房屋补偿
问题、弘扬孝道等典型事例，充
分展现了燕振昌坚守信念、一心
为民、造福百姓的高尚情怀。

《花千骨》国庆长假多集连播
□记者 王峰
国庆节期间，湖南卫视将推
出假日特别编排企划，其中，暑
假期间收视超高的《花千骨》在
每天上午将开启“剧无霸”模式，
多 集 连 播 ，而 备 受 粉 丝 期 待 的
《爸爸去哪儿 3》及《偶像来了》也
将开启霸屏模式。

10 月 1 日开始，每天上午 8
点半将送上《花千骨》精彩大连
播。10 月 3 日 20:20，高圆圆、
林俊杰、林志颖、吴奇隆、陈伟
霆 、赵 丽 颖 将 做 客《快 乐 大 本
营》。正在热播的《爸爸去哪儿
3》和《偶像来了》，10 月 2 日、3 日
22 点将奉献最新一期。

张萌、田雷助力《中韩梦之队》
□记者 王峰
10 月 3 日晚 9:08，深圳卫
视将继续播出跨国明星体育竞
技节目《中韩梦之队》，中韩明星
代表队都补充了“新鲜血液”，为
“梦之队”
强势助力。
实力派演员张萌、田雷和长
腿小鲜肉范世琦集体空降为中

国队助力，韩国队也有曾经风靡
亚洲的人气组合 H.O.T 成员张
佑赫的倾情加盟。作为中国队
唯一的女队员，张萌将“女汉子”
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比赛期
间不顾形象为中国队呐喊加油，
化身“拉拉队长”。韩国队员张
佑赫出道多年依然魅力不减，现
场引发集体怀旧金曲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