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汶川地震! 北京人艺决

定! 向社会广泛征集有关抗震救

灾题材的话剧剧本和剧本创意!

通过戏剧艺术的形式展现中国人

民面对灾难表现出的强烈的责任

意识和互助意识! 歌颂中国人民

在这次抗震救灾行动中表现出的

惊人的凝聚力和感天动地的民族

精神"

人艺副院长任鸣表示! 将组

织由编剧#导演#舞美在内的小分

队深入震区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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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左右正式建组排

练!尽快将剧目呈现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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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两国艺术家日前在东京六本木露天剧

场为四川汶川大地震受灾地区举行赈灾义演! 表达对

中国遭受地震灾害的慰问之意! 并再次传递日本友人

对地震灾区人民的关爱之情"

中国歌手孙国庆#斯琴格日勒#黄悦专程从中国赶来

参加义演!献上了拿手歌曲" 斯琴格日勒还演唱了专为赈

灾谱写的新歌$再大的困难我们一起扛%!高亢的旋律表达

了人们众志成城#战胜灾难的坚定决心" 他们还和在日华

人歌手合唱了$爱的奉献%!讴歌人间的真情和无私的奉献"

在演出过程中! 亲赴灾区救援的日本救援队队长

小泉崇来到现场! 介绍了救援队在中国救灾的经过以

及中国灾区人民对他们的热情招待" 斯琴格日勒在现

场对日本救援队表示感谢!全场观众也给予热烈响应"

在日本活跃着一批华侨华人歌手! 陈美玲就是其中

的一位" 她在香港长大!

!"

岁赴日发展!是日本民众最喜

爱的歌手之一" 为了参加这次义演!她专程从外地赶到东

京"她在演唱过程中不时高呼&四川!加油'(!日本观众则和

着节拍挥手致意" 陈美玲说!她希望大家的友情能鼓舞地

震灾区的民众" 近期她还准备到四川去看望灾区的儿童"

在参加赈灾义演的华侨歌手中! 钱文江心情格外沉

重"

!##$

年阪神大地震时! 钱文江正在大阪音乐学院留

学!住在神户的中央区!亲眼目睹了地震后的惨状!并侥幸

从废墟中脱险" 为了医治灾民的心灵创伤!钱文江一直进

行义演!用自己的歌声给失去亲人的灾民带去欢乐" 对于

四川汶川大地震!钱文江感同身受" 这次钱文江同华人歌

手一起演唱了悼念亲人的歌曲$化作风%!歌词大意是逝者

并没有离去!化作清风留在人间"

日本著名歌手菅原保德等人参加了当晚的赈灾义

演" 演出中!一位日本歌手演唱了$望晴空%!鼓励人们无

论如何艰难!如何悲伤!在内心里都要有&晴空(!都要有

希望"演唱时日本歌手非常投入!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打

动了许多在场观众!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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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艺术家联合举行赈灾义演

&孩子
'

快
'

抓紧妈妈的手
'

去天堂的

路
'

太黑了
'

妈妈怕你
'

碰了头
'

快
'

抓紧妈

妈的手
'

让妈妈陪你走**( 这首题为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小诗日前在网

上广为传播!赢得了无数中国人的眼泪!

而诗的作者是一位网络上的&无名氏("

汶川地震发生后!无数这样的&无名

氏(将他们的感情投注在诗歌中!使网络

上的&草根(诗歌作品大量涌现" 这些诗

歌虽然语言极其朴素! 却流露出了最动

人的情感"

!最昂贵的文字"

盛大总裁陈天桥在读到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之后!潸然泪下" 在当晚

的赈灾小组例会上! 盛大随即作出了再

捐
!##

万元的决定"这首诗!也因此被很

多网友称为&最昂贵的文字("

这首诗给无数人带来了情感上的震

撼"&看得人心都碎了(#&泪流满面(等混

合着泪水的话语是网友们的读后感" 这

首诗目前不仅在网络上传播! 更在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赈灾晚会和纪念活动中

被朗诵!有人已将其谱上曲写成了歌!还

有网友主动为其拍摄了
()

!称其为&感

动华人的一首诗("

!草根"诗情喷涌

连日来!网络上与抗震救灾有关的诗

作大量涌现!创作者大多是普通的诗歌爱

好者!其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写诗" 一位

重庆网友在诗作前写下了一段话+&温总

理慈祥的面容#凝重的表情#疲惫的身影#

坚定的指挥!使我深为感动"从来不写诗的

我!也写下了一段自称为,诗-的文字!献给

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温总理和仍在抗

震一线的广大将士和灾区人民" (

&草根诗人(们激情喷涌!表达了对

灾情的关注#对死难者的哀悼#对救援者

的崇敬#对未来的期盼#对国家的信心"

诗歌! 眼下成了我们表达感情的最好方

式之一"

新浪网和凤凰网专门开辟了诗歌专

栏"而在原本已有的百度的&诗歌吧(#天

涯的&诗词比兴(和&天涯诗会(中!与地

震有关的诗歌新作更是层出不穷"

情真意切最动人

很多网友是第一次写诗! 诗作中不

乏大白话!但读者却并不介意" 有人说+

&只要情真!诗不太工整也无所谓" (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人赵丽

宏表示+&有些网友的诗作虽然语言很朴

素!但感情却非常强烈#真挚!所以能激

起读者的共鸣" 而诗歌最能打动人的正

是情感' (

赵丽宏说! 网上有关抗震救灾诗作大

量涌现的现象并不是说明中国人写诗的才

能一下爆发了! 而是大家将真情实感投入

了诗歌创作中+&诗歌是表达悲伤# 宣泄情

感的最好方式!有人说,愤怒出诗人-!而这

次是,悲伤出诗人-"民众写诗!是为了表达

悲伤的情绪#对死者的哀悼!当然!还有对

重建新生活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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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那些能使我

们想到自己的人物! 我们对那个人物的

第一个愿望! 便是希望他能向我们解释

,我们是谁-"(这是首次访问中国的土耳

其著名作家#

%&&'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奥尔罕.帕慕克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的演讲"

奥尔罕.帕慕克是首位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在这次名为&我们

究竟是谁(的主题演讲中!奥尔罕.帕慕

克着重以自己创作于
(&&(

年的小说

$雪%为例!谈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感受"

奥尔罕.帕慕克一直认为!精神是小说家

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

度上! 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

们的生活本身! 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

的意义 " 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

义" (

$雪% 是这位小说家最钟爱的小说!

写的是一位名叫卡的土耳其诗人在德国

法兰克福度过的人生最后
)*

年的故事"

奥尔罕.帕慕克说! 为了写这个人物!他

来到法兰克福实地调查!仔细推敲细节"

谈及文学创作! 他表达出这样的观

点+希望进入别人生命的小说家!并不见

得都要像他写作$雪%那样亲临故事发生

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要依赖他们自己的

想象!&我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那个

我们强迫自己想象的,他人-究竟是谁(/

一部小说能够同时实现两个业绩! 即把

自己的生命当做别人的生命来描写!同

时把他人的生命当做自己的生命来书

写"

奥尔罕.帕慕克表示!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史诗! 这些史诗后来发展成了小

说!&中国就有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小

说("

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奥尔罕.帕

慕克于
)#*(

年
'

月出生于伊斯坦布尔!

)#"+

年开始文学创作! 从上世纪
#,

年

代起!他的小说$白色城堡%$黑书%$我的

名字叫红%等先后获得美国&外国小说独

立奖(#法兰西文化奖#柏林文学奖#法国

文艺奖#意大利卡佛文学奖等重要荣誉!

确立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 其作品先

后在
*&

多个国家出版" 近年来!其代表

作先后在中国出版!受到读者喜爱"

奥尔罕.帕慕克在北京期间还分别

在北京大学# 北大附中作了 $你为谁写

作%及$隐含作者%主题演讲!受到师生们

热情欢迎" 他还到北京图书大厦为中国

四川地震灾区签售义卖"

!&

!廖 翊"

!我们究竟是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京演讲

"

新华社记者 何德功

&我的姊妹啊! 你不要哭泣!

你的伤口就是我的疼痛/ 我的兄

弟啊!你不要呻吟!你的不幸就是

我的苦难' 牵着你的手!向着阳光

走! 让我们的心连着你的心**(

汶川地震灾情发生后!河南省文艺

创作者赶在第一时间创作了赈灾

歌曲$让我们的心连着你的心%!青

年歌手#郑州歌舞剧院独唱演员吉

?在&爱涌中原!情系灾区(募捐赈

灾义演晚会上首唱了这首歌"

数万军民在前线抗震救灾!

我省词曲作者吴小妮# 杨克生在

后方紧急酝酿! 短短两天时间写

就了我省第一支原创赈灾歌曲

$让我们的心连着你的心%" 歌曲

谱成后!吉?一边默念着歌词!一

边情不自禁地流泪! 她废寝忘食

地进行排练! 并主动请缨演唱这

首感人的歌曲" 她说+&这首歌写

得很感人! 传递出深厚的同胞手

足情! 表达了我们中原儿女和灾

区人民心连心的心声' (

日前!吉?又录制了一首$总

理保重%"这首歌由省歌舞剧院王

小路作曲!词作家曹天作词!歌曲

饱含了对总理的一片深情+&你的

身影让中国温暖! 你的眼泪让山

川动容**我听到了你沙哑的声

音!我看到了你的盈盈泪光**(

连日来! 能歌善舞的吉?参

加了多个赈灾义演"她说!接下来

的日子里!她要不断地深情演唱!

把爱传递得更远"

!&

!冻凤秋"

歌曲传递中原儿女深情

濮存昕# 王宝强等明星义工

日前走进了四川都江堰聚源小

学!和同学们一起做心理游戏!给

孩子们开展心理辅导"

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

%

.

"&

青少年关爱基金)))明星义工行

动(!濮存昕#林志颖#王宝强等
!

人第一时间加入其中 "

&%

日下

午!艺人们抵达成都!立即接受了

基金会
"#

位心理专家的专业培

训"随后!明星一行来到都江堰某

灾区群众安置点! 在临时搭建的

教室里与孩子们亲密接触"

以公益大使形象为公众熟知

的濮存昕大声告诉孩子们+&每个

人的力量都不算小! 把它凝集起

来就是中国力量"依靠中国力量!

大家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闯过难

关"(王宝强主演的$士兵突击%很

多同学都看过!他们大声喊着&许

三多(!王宝强就用&许三多(的话

与同学们共勉+&不抛弃!不放弃!

好好活下去"(最后!大家齐声喊+

&虽然我们经历了灾难!但是我们

有信心! 有勇气! 有智慧! 还有

爱' (

!%

!文 娱"

!明星义工"开展心理辅导

北京人艺征集赈灾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