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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

余艳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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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文学作品，总会关注这个作品有没有打动我的东西。有
时，那动人的东西是被掩盖在叙述中的，或被掩盖在某种形式里
面，我不能肯定这是优点还是缺点。余艳的《杨开慧》让我读着读
着，逐渐感觉到作品内在的光华从叙述中透射出来了。

首先打动我的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当代世界人们对纪实文
学作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很多纪实文学作品缺乏文学性，难以
让人在阅读中进入欣赏的状态。余艳写过不少小说，这次走到纪
实文学领域来，对她可能是一种约束，却也可能带来一些进步。在
余艳笔下，杨开慧这个人物性格鲜明。比如写杨开慧的感情，爱和
意志，写她自小就非常敏感，长期非常自尊、自强，这些都是性格
方面的表现。随着作品的进展，我们还在杨开慧身上看到不同于
传统中国女子的性格。文学作品有没有写好人物，这个人物有没
有性格或鲜明的个性是重要标志。这一点，无论是虚构的小说还
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都是极要紧的。个性，并不是那种故意写出
来的与他人不同的东西，而是人的品格中那种坚定的，不为压迫
所变、不为利益所移的性质。作品中杨开慧不为人迁就的爱那么
鲜明，而且，她的性格凝聚着家庭教育的特征，打着她所生长的那
个时代的烙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杨开慧，出现在中国20世纪的
早晨，俨然是闪耀着新世纪曙光的新女性。

《杨开慧》集中描写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也写了毛泽东在
井冈山与贺子珍的相爱。我以为这个作品不是写婚姻，而是写了
超越婚姻的爱。体现在杨开慧身上的爱，包括当她听说贺子珍与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有关消息，她心里非常纠结、痛苦。杨开慧的
心情与心境，不是作者余艳能随意书写的，其真实性建立在杨开
慧的手稿中。杨开慧把手稿封在家乡板仓住宅的墙壁里，直到
1982年当地政府修葺其旧居才被发现。《杨开慧》主要是凭借杨开
慧手稿来展开情节的，这就使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地面对杨开慧的
灵魂，倾听她心灵的诉说，她的情感、她浸透着爱的痛苦以及在痛
苦中灵魂的升华。她把她的倾诉全部封存在墙洞里，余艳在作品
中写道，那安放杨开慧手稿的墙洞成了她“精神的闺房”、“心灵的
邮箱”。

在杨开慧手稿中，有一句“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不论
世人对这句话是否认同，它是杨开慧的心声，出现在中国20世纪
早期，这声音是惊世骇俗的，也是我们理解杨开慧婚姻观与爱情

观的一把钥匙。这句话写于她夜不能眠，万分思念毛泽东而又内
心纠结的时期，透射出的是一种超越婚姻的纯粹的爱。这种爱产
生于杨开慧心中是有深刻基础的。她生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第
二年。1916年袁世凯猝亡，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一个社会的黑暗，
莫过于外患侵凌、内政混乱，无法无天。杨开慧 16岁就接触到了
这个最黑暗的社会。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同年
首次来北京并曾在老师杨昌济家中小住。正是这期间，18岁的杨
开慧与25岁的毛泽东萌生了相爱的情愫。1919年，毛泽东创办的

《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查封，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也住在杨
家。这时的杨开慧已读到毛泽东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
对毛泽东深为敬佩，他们的相爱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
1920年冬，杨开慧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小箱子，独自来到毛泽东
所住的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与毛泽东结婚。这里没有嫁妆，没
有花轿，没有新房，没有酒席，但是有爱。杨开慧正是以这种不要
一切仪式的结合，热烈地表达她深刻的爱。

杨开慧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
样爱我，我连理都不理他。我是真爱他呀。天，给我一个答案吧。”
这段话后句中的“他”，指的是毛泽东。余艳接着写下，其实答案早
有，就在杨开慧自己身上。余艳写出这句话是不简单的。真正深刻
的爱是出自心灵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是因为杨开慧有她的
理想、她的追求。这个作品，写的就是杨开慧十八九岁后的选择，
她心中的爱。

这爱，还基于对毛泽东的深刻理解。作品里写杨开慧早就说
过，毛泽东不会去法国留学。确实，毛泽东在送战友启程赴法勤工
俭学时，有人为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革命不
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杨开慧知道毛泽东在中国的现实中寻
找救中国的道路已思索得多么深。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民
运动，杨开慧一同参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渗
透了杨开慧诸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案头文字工作。

余艳在作品中问，杨开慧为什么要写下那些遗稿，写了又为
什么要把它埋进墙里去？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她不能让国民党看
到，也不能告诉孩子。她心中回旋的话，能与亲人讲、与挚友讲吗？
他们能理解她吗？为什么不能讲？这里真正的秘密是她深爱毛泽
东，要维护毛泽东，惟恐自己说出什么有损于他。

杨开慧书写那些手稿的过程，是她不停地理解毛泽东的过
程，最后她真正完成了从婚姻到爱的解脱，这解脱就是爱的涅槃。
用杨开慧手稿的话说就是，“我是为他而生，我为信仰而死。”这
个作品写出了杨开慧、毛泽东为救中国而共同投身的信仰，写出
了杨开慧为爱和信仰全然投入的状态，一个新女性的爱情观和生
死观。

这不仅是作品的思想，更是人物的境界。当杨开慧完成了一
个用文字梳理自己精神的过程之后，她把文稿封进了墙壁，如同
一个仪式。她要求组织上安排她工作，因为她不满意自己在东躲
西藏中度日，在不同的地点继续与毛泽东共同奋斗。这是她被捕
的真正原因。入狱后坦然赴死，那是她早已准备好的。我在杨开慧
形象中突然看到了“死神”的光芒。死神是了不起的，死可以称为
神，因为它是不朽的。杨开慧入狱后不是无可奈何，而是始终保持
着积极的状态。她叮嘱亲人从狱外给她捎来口红等化妆品，就义
前，把自己打扮漂亮，清清爽爽地走出去，所有这一切从心灵到外
表，都有一种神性的美。余艳感觉那安放杨开慧手稿的墙洞犹如
她“精神的闺房”、“灵魂的邮箱”，我则感觉那是她“灵魂的神龛”。

我因此想起了屈原的《山鬼》。蒲松龄所谓“披萝带荔，三闾氏
感而为骚”，那骚，是离别的痛苦，也是渗透灵魂的爱。山鬼总在为
所爱的人着想，他为什么没如约前来？是不是下雨？是不是天黑
了？是不是生病了？作品中的杨开慧，也是从头到尾都在为毛泽东
着想，为他而生，亦可为他而死。敌人要她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
系，她宁死不肯。因为她丝毫也不肯玷污毛泽东，也不能玷污革命
信仰。不论毛泽东怎样，她都一往情深地深爱他。这就是一个女人
超越一切的爱。这样的爱，实有上承骚韵的悠久文化源流。

《马克思传》中，生于德国一个贵族之家的燕妮作为马克思的
妻子，做出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列宁传》中，克鲁普斯卡娅陪
同列宁到西伯利亚流放，成为列宁的夫人，也非常动人。这样的爱
情，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可以用艺术去表达、去欣赏、去景仰的。

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今日的婚姻观、
爱情观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精神的内质。近一个世纪前，这样
一名中国女性热爱读书，热爱自己的祖国，关怀穷苦民众的生存，
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全部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爱人和
所爱的一切，这是一个先辈珍贵的赐予。

爱的痛苦与灵魂的升华
□王宏甲

我是被 6 个字压了 3 年，
从 3 部 65 万字的作品中提炼
出的《杨开慧》。

这 6 个字源于一段话，杨
开慧纪念馆彭馆长和开慧镇
党委王书记曾一人握我一只
手说：

“板仓，每年以 20-30%的
游客量递增。平均每天几千
人，参观后的感慨，归结起来6
个字：‘可惜了，值得吗？’多少
文人来了，又走了，都没回答
这个问题。可老百姓心头一个
死结，谁要能解开它，我……
我们给他，磕头！”

顶着这沉甸甸的 6 个字，
我出发了。

20多次去板仓，湖南境内
的红色景区都跑了个遍；一个
人开车上井冈山，茨坪、茅坪、
黄洋界、象山庵，一站站走。要
打通历史、狠接地气，要画英雄的骨、要写英烈的
魂，是真的要走。一代伟人的青春、热血都洒在这
里，不用情留下脚印，不用心深入挖掘，让众人的
纠结依然堵心，历史的真相仍旧模糊，我还有什
么担当、责任可言？

走访回来后的创作，是三番五次地改，七回
八遍地磨。与其说，我反反复复改一个作品，倒不
如说一个作品在循序渐进地改变我。一次次走访
就是一次次心灵净化，一点点的感动终化作一种
动力。写完这部作品，我觉得自己变了，变得能吃
苦、肯担当、有责任了。

这次的创作与之前不同，没人催我，是自己
心甘情愿一部接一部地写，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
都倾尽真情。我也是妻子、母亲、女儿，我常问自
己：如果我是开慧，会怎么想、怎么做？又把杨开
慧拉到现在，她无怨无悔的忠贞和付出，不正是
现代青年的精神缺失吗？差距就是作品要填补
的，不足更是自己要修炼的。让历史照亮现实，让
星火传递未来，这部作品激发了我从未有过的使
命感。

真正和杨开慧接通是在板仓故居杨开慧卧
室坐了一夜，从黄昏到黎明，从孤独到寒冷。挑数
九严冬的大寒天，风雨飘摇的油灯下，像当年开
慧无数个独处夜，用真实的感受、刻骨的体验，向
开慧的心灵靠近，再靠近……

一次次上井冈山，一个人一站一站地走，找
证人、做笔记、听录音。找寻当年毛泽东打探杨开
慧的见证人；去黄洋界，看炮火中毛泽东给李立
三写信、辗转问寻杨开慧地址；再去古樟簇拥的
象山庵，看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跟贺子珍结
婚……同时，当年国民的婚姻状况、恶劣环境下
的残酷现状，都是我认真考证和思索的课题，这
一切，最终确定了“用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
情”这一创作主题。

创作中，我不断审视小说的谋篇布局、散文
的语境笔调、新闻的踏实史料，用26年做记者、写
散文、磨小说的艺术沉淀，苛刻地讲究阅读节奏、
强求细节说话。常常是，写着写着，又颠覆重来；
读着看着，再改了又改……

一遍遍的打磨中，作品的人物脱掉了单一的
红色外衣，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躯体；
在一点点对照历史中，思绪穿越近百年岁月，细
节和故事又与今天的生活对接；人生的起伏、人
性的纠结，让我静心去写好每一个细节；生与死
的意义、理想与爱情的完美，都在反复思索后成
为今天的借鉴……将自己干脆彻底地掏空，全体
调动、集结出征，只为打一个超越自己的漂亮仗。

一部作品历尽坎坷磨难，这在我20多年的文
学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我因此懂得了珍惜。痴
痴狂狂的夜以继日，不时有泪水绵绵或者笑声朗
朗。直到现在，我还在这氛围里出不来；直到今
天，我还满脑子都是走访、创作……我知道，我这
是幸福地劳累着、快乐地痴情着。

纯散文写作强调“纯于一”，即从取材、营
构到形式、语言，都要凸显文学自身独特的话
语与价值。然而，在一个急遽裂变、泥沙俱下的
新时代，纯散文写作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困
惑与困境。持守“纯”，是否就能守住“一”呢？

朱强的散文富有探索精神，他写作的“钻
头”不满于既定的“矿藏”，也不满于被用滥的固
定视角，以独具个性的方式接通地气。《墟土》

（载《人民文学》2014年2期）的中心物象是“土”
或“墟土”，由此展开的两翼是现场与象征，前者
为实，后者为虚，相互交织。当人们将焦虑的目
光投向古建筑被“拆迁”时，朱强却发现了被忽
略的、不同文化断层的“墟土”：“古老的房屋断
断续续都倾圮了，年复一年，零落成荒烟蔓草。
瓦砾、灰土、朽败的檩条，被陆续迁来的居民清
理、回填、平整。废墟，最终就变成平地，新的建
筑在废墟里竹节似的生长起来。”一个文明古国
的蕴含不仅在博物馆，在书册，更在墟土。

文学的意义在于从“无用”中看出“有用”，
从日常麻木中刺醒文化之痛。当庞大的挖土机
带着巨铲掘地九尺时，墟土“呈现出一道巨大
的断面，斧切刀削般地光亮着。这道光，深入地
下，少有三米。”试问，谁目击过这道来自地下
的光？怎样才能让世人感受这迟到的战栗？

朱强利用“墟土”的黏性将当下细节与古
代场景粘合一起，复活那不同色块所对应的古

典时空，揭示出今人所站立的“地面”正来自不
断叠积的文化之“墟”。作者叙述或复原了“墟
土”形成的过程，同时指证了古典的“根气”：

“当年外公在我五岁时候，口口声声指着建国
路上那一截断墙，说，这就是当年的皇城，他很
希望这种虚构的荣耀——能够从他的骨血里
流经到我的骨血里。”就这样，作者让象征的

“墟土”在叙述过程中断续发出沉厚之光。
这种对复杂的经验、时空、文史、哲理的糅

合与把握，以鲜活的意象组合展现出抽象画般
的思想截面。在进行垂直、立体的穿透式叙述
时，朱强始终紧扣对家族私生活的反讽式叙
述——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拆迁”悲喜剧，时刻
牵动着那块“墟土”以及古文化积淀在当下的
命运。尽管古代也有“拆迁”，因为战乱、灾荒和
改朝换代也会出现废墟，但下面的“墟土”却不
曾触动，巨大的“气场”不曾损伤。然而在当下，
一千年的“墟土”转瞬就被挖空、运走，以至于

“我就在城市被悄无声息地运走以后，日复一
日地成长起来。渺渺兮予怀，心里却生长出了

一个个巨大的空洞，在古代，故乡的失去，是因
为人的离开，因为距离，因为大山大河的重重
阻隔。现在我们一步也没有走，是故乡的失窃，
故乡的隐蔽退场，使所有的人，生活在别处”。

这种发现与揭示显然来得更深刻，更触目
惊心。朱强的写作是在探索“杂于一”，并以此
为指归。他不避日常的芜杂与琐碎：“有天傍
晚，我看到田螺岭 18号住着的那个男人，还意
定神闲地蹲在门口的台阶上，大口大口地吃
饭。九华阁 12号那个阔脸大屁股少妇，还满脸
幸福感地和她家的长毛狗打情骂俏。特别呢，
是百家岭巷2号的房东太太，尚且兴致勃勃地
往处女地里种白菜。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让我
觉得，所有与墙上那个红红的拆字有关的，完
全是一个个虚构事件。……我常常是从西津路
的某个门洞进去。走田螺岭巷，经过郁孤台的
大山门，下一串台阶，到花园塘，花园塘左边是
东溪寺，右边是九华阁、白马庙、大树下、丹桂
井、上下竹丝巷，路途中，通常会邂逅某某某晾
晒在电线杆上的红裤衩，听见某某姑娘洗澡的

水流声，闻到某某家韭菜炒蛋的袅袅香气，遭到
某某女人爱狗的恐吓，受到某某民国遗老的赞
赏。然后就溜到八境公园的水塘边，高调地来一
个瘦影自怜秋水照。”这段文字写得“杂七杂
八”，但又丰饶无比，其中巧妙地穿插着老街旧巷
和老旧的生活方式。它们正在成为一道即将消失
的风景线——那将是一层看不见的“墟土”。

操控这样繁复的结构，各个部件之间难免
会出现龃龉与瑕疵，但作者确乎在“杂”中向那
个“一”运思、使力。散文内容的“杂”被作者精
心设置的“墟土”所统摄——物象的、现场的、
想象的、象征的“墟土”，不仅为读者打开了墟
土内部的文化、精神叠层，更透露出作者运思

“杂于一”的技巧秘密。在另一篇《隐者居》中，
作者抓住并展开“隐”与“显”的矛盾，以此深入
那个纷扰的明末乱世和朱耷的内心隐衷，在

“江山”、“神笔”与“隐身草”之间建立了一种不
对称的联系，极具张力。朱强的散文注重追寻
或晕染那个根性之物——在朱强的写作中，始
终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文化情怀。它源于阅读、
沉浸和自省，更源于秉性、血液和灵眸深处。在

《虚实》《爽然贴》《省府大道》等篇什中，作者写
的虽是日常起居和寻常街道，但字里行间无不
浸润着个人对本土文化的体悟与忧思。然而，

“文化”也是危险之物，写作更是高空走钢丝的
活儿，因炫技而闪失，则是朱强应该警惕的。

归向“杂于一”
——读朱强的散文 □苍 耳

本报讯 今年 4月 26日是诗人方
敬百年诞辰。近日，西南大学、重庆市
文联、重庆市作协和重庆市万州区人
民政府联合举办座谈会，追思这位文
化名人。会后同时举行了方敬百年诞
辰学术研讨会。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
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王超、重庆市作
协党组书记王明凯及来自全国多地的
专家学者、方敬的亲友和学生等参加
了此次活动。

方敬和何其芳、杨吉甫是中国新
诗发展史上 3 位重要的重庆万州籍诗
人。上世纪30年代，方敬的早期作品陆
续在《文学季刊》《文学月刊》《新诗》

《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从此几十年笔
耕不辍。他的诗富有时代气息，选材精
致，表达委婉，语言朴素，影响广泛。40
年代，方敬创建出版进步文艺书籍的

工作社，并与何其芳、朱光潜、卞之琳合编《工
作》半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方敬长期担任西
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的领导工作，同时
兼任重庆市文联和重庆市作协主席。

（渝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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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
近日，由山东省作协文学理论
批评委员会、山东省现代文学
学会、德州学院、德州市作协主
办的“抗战文学暨《长河谣》学
术研讨会”在山东德州举行，3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长河谣》是德州作家季
桂起的长篇小说新作，由山东
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以鲁西
北地区真实的抗战历史为背
景，以德州石桥镇几个大家族
的冲突与纠葛为线索，再现了

民族重大灾难中的政治冲突、
家族故事和人物命运，重新发
掘了德州地区抗战历史中令
人钦佩的民间力量，谴责了侵
略战争对美好生活的毁灭。

与会专家认为，优秀的抗
战文学不仅要表现政治与军
事的较量，更要探讨价值观、
文化精神及人性的内涵。《长
河谣》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
据实可信，作者在“大事不虚”
的前提下进行艺术虚构，符合
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法度。

山东研讨抗战文学

本报讯 4 月 20 日，由吉林省全民阅读
协会、吉林省作协主办的“南永前作品读书
会”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图腾诗人南永前
与学校师生一起品读名作，共话读书心得。

作为人类最早的族群象征和文化符号，
图腾集中囊括了原始思维的各种形态。在
南永前的图腾诗中，诗人将原始图腾与现代
意识进行创造性结合，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
的鲜活经验和个体感悟，拓展了新诗创作的
文化视野。在他的新诗集《我们从哪里来》
中，南永前将自己的探索步伐继续向前推
进，视野扩展到台湾原住民和北美印第安人
的图腾文化风情，营造出更加辽阔的人类生
存文化时空。

（龚保华）

南永前图腾诗走进高校

本报讯 广州市文学艺
术创作研究会近日正式成立。
作为广州市文联的团体会员
单位，文研会的成立标志着广
州文坛在创新岭南文学发展
机制、大力挖掘广州文学新
秀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
究会由何建明、程扬、蒋述卓、
伍第政担任顾问。邓鸣当选为
主席，鲍十、顾偕、谢友义、巫

国明、袁建华、沈平、肖爱民、
刘迪生、黄礼孩、曾大兴当选
为副主席。据悉，文研会成立
后将大力实施“文学穗军”工
程，通过制定落实“文学名家造
就计划”和“青年英才开发计
划”、推行“文学精品计划”等形
式，不断推出文学精品。文研会
还将创新形式，与社会各界广
泛合作，不断开拓文学创作的
合作平台。 （穗 文）

广州实施“文学穗军”工程

本报讯 近日，《海外文
摘》2013年度文学奖颁奖仪式
暨全国散文作家梨花笔会在

“ 中 华 果 都 ”江 苏 省 丰 县 举
行。张新科的《远东来信》、吴
昕孺的《鸭语》、鲍尔吉·原野
的《月亮颂》、赵德发的《在三
教堂酿一缸酒》、廖华歌的《为
一个怨恨者的死亡而悲伤》、

赵丽宏的《杜甫和草堂》、苏沧
桑的《有一张纸》、陈恒礼的

《气象睢宁》、刘聪博的《陕南
童谣》等作品获奖。

“《海外文摘》文学奖”评
选范围包括小说、散文、诗歌、
评论等体裁，获奖作品均从

《海外文摘·文学》当年度发表
的文章中选出。 （欣 闻）

《海外文摘》年度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近日，关注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和智障儿童生命
现状的纪实文学作品《一个都
不放弃》首发仪式在浙江宁波
举行。该书由宁波市青年作家
钱利娜创作，宁波出版社出版。
作品以一所培智学校——宁波

市达敏学校校长刘佳芬及其带
领的教师团队为原型，重点讲
述了 7 个智障孩子的生命故
事，以及校长、老师和父母对于
改变他们命运所作出的努力。

专家学者认为，《一个都不
放弃》的深刻之处不在于描述

了智障儿童的境遇而让人心酸
或同情，而是在于对特殊教育
事业的关注。作者以创作小说
的技巧和方式写成这样一部纪
实文学作品，通过复调的叙述
方式表现智障儿童的命运和沐
浴的人性光辉，使读者受到事
实和情感震撼的同时，也能获
得充分的审美愉悦。（范 得）

本报讯 近日，由江西
省作协、江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江西人民出版社、中
共宜春市委宣传部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刘建华长篇小
说《天宝往事》首发式和研
讨会在江西宜丰举行。江
西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刘
华和 5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

刘建华是江西宜丰籍
女作家。由江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天宝往事》以宜
丰县天宝古村为蓝本，通过
截取清末国家衰败的历史
片段，讲述了宜丰江右名
家——刘氏家族在衰败中
图强并自发探索复兴之路、
把宜丰土纸工艺发扬光大
的传奇故事，展现了中国人
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爱国
主义的民族精神、矢志不渝
的民族梦想。与会者认为，

《天宝往事》故事构思精巧，
语言生动，具有较强的历史
理性、本土文化意蕴和独特
的艺术风格。 （江 闻）

本报讯 4 月 20 日，“如有
如无雨外山——刘赦中国画展”
暨研讨会在北京恭王府举行，展
览展出的 80 余件作品皆为刘赦
近年在中国画艺术上的实践性
探索，是其艺术创作实绩的阶段
性回顾和集中展示。

刘赦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院长。他的中国画以无
名山水入画，以瞬息迥异之心境
朗照风景四时之变，以当下的视
野重审传统人文精神。其对“灵

性”的深切体悟，得益于对个体
心灵力量的历练与提取，传承着
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刘赦在作
品中并没有强调其或传统或现
代的时代身份，也没有割裂空间
上的东方和西方，而是在传统语
汇与现代图式之间转换，既有意
又无心，不经意间恰恰流露出一
片“如有如无雨外山”。

作为“恭王府艺术系列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展览将持
续到5月20日。 （武翩翩）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小
剧场荒诞话剧《审判乌布王》近
日在北京 9剧场首演。该剧取
材自法国现代喜剧怪才阿尔弗
雷德·雅利的经典剧目 《乌布
王三部曲》，由青年导演沈巍
改编并执导。演出中，演员荒
诞戏谑的演绎使得观众时而发
出笑声，时而陷入沉思。抽象
和概念化的舞美设计也成为一
大亮点。

1896 年，23 岁的雅利将
他高中时所做的恶作剧《乌布
王》搬上了巴黎的舞台，其对

戏剧艺术形式的颠覆在当时引
起一片哗然。此次首演的《审
判乌布王》 则以当代为背景，
讲述了乌布王在逃亡百年后被
捕并接受审判的故事。剧中不
仅有原著中的经典片段，也加
入了沈巍的全新理解和中国式
演绎。由于在伦敦留学和生活
多年，沈巍尤其喜爱莎士比亚

“麦克白”式的作品，在该剧
的剧情中他加入了不少莎士比
亚经典剧作的桥段。演出中，
观众也成为了剧情的一部分，
在审判的“法庭”上作为陪审

团的角色出现，参与投票决定
剧中人是否有罪。出品方表
示，《审判乌布王》 力求将雅
利的百年经典之作嫁接在当代
语境下，为观众展现对其崭新
的诠释与探讨。

《审判乌布王》 在舞美、
服装、灯光等方面都力求做到
艺术性和故事性的统一。球
体、白布、铁桶等概念化的舞
美设计元素随剧情不断被赋予
各种意义。为了实现“所有人
饰演所有人”的设定，演员们
的服装差别很小，仅通过更换
各自身上的饰物代表其角色的
转换。

本报讯 为鼓励微型小说
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微型
小说学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研究会和江苏镇江市文联、上
海文艺出版社日前决定，同时启
动“ 中 国 微 型 小 说 年 度 奖

（2013）”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
年奖（2012—2013）”评选活动。

据介绍，“年度奖”的评选
范围为 2013 年在国内公开出
版发行的省市级以上报刊上首
发的原创单篇微型小说，篇幅

不超过 1500字，由镇江《金山》
杂志负责征稿。题材、内容、艺
术手法不限，但需具有区别于
故事、散文、小品等其他文学样
式的小说艺术特质。“双年奖”
是专为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创作
设立的奖项，评选2012年1月至
2013年12月期间公开发表的原
创微型小说，由上海《文学界》杂
志负责征稿。征集参评作品截止
日期为5月15日，评选结果预计
于下半年揭晓。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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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赦中国画在京展出两项微型小说评奖启动

《一个都不放弃》关注特殊教育

话剧《审判乌布王》向经典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