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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的过度娱乐化正在受到舆论诟病，但舆论又把炒作
娱乐节目视作常规任务。娱乐是电视与生俱来的功能，娱乐过度
至“化”至“死”才是人们要反对的。但一方面是电视上“狂欢”式、
同质化的娱乐节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平面媒体无所指的批评
和指责，二者是互不搭界地各行其是。

电视娱乐化的纠正还得靠节目本身。江苏卫视推出的新栏
目《最强大脑》就是成功范例。这档节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
独创性的电视栏目，达到让娱乐向智慧致敬的目的。《最强大脑》
的基本框架不失电视栏目的特点。有民间“选秀”，但不是选择
表演，而是选择中国民间在智慧方面有独特天才的人参与；有明
星坐镇，这些明星来自演艺界和体育界，但他们不是来指点选手，
夸张作秀，而是在观赏中表达惊诧，在评说中表示敬意；有晋级规
则，但不是用了无新意的表演假装“震撼”，而是为向人类智慧极
限挑战的选手提供探索与表演的机会。这里也有新人新秀，但他
们不是靠光鲜的外表和过度的表演吸引眼球，而是用智慧的展示
令观众折服。

《最强大脑》播出不久，便引来人们对很多“非电视”问题的热
议与争论。“中国雨人”周玮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位生活在中国北
方乡村里的“奇人”，他的“算术”才能究竟是被埋没的天才还是一
个被炒作的泡沫？从节目开播以来，有人为之感动得掉泪，但也
不无质疑之声。经过上海、北京专家的检测鉴定，周玮的天才大
脑得到基本认可，他也得以成为“最强大脑”之“中国战队”的一
员。由此还产生出人们对社会偏见、人格歧视等话题的讨论。不
管将来周玮的表现是否成功，由此激发出的社会伦理讨论都肯定
会发挥充分的正能量。一档电视节目能够引发出如此有份量的
效果，是非常值得借鉴和思考的。

《最强大脑》还让我们感受到，电视从业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低
估大众的审美趣味，不要迁就低端的审美需求。我们常说中华民

族是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而这一节目的主角，他们沉浸在智慧风暴中的不懈追求，
他们体现出来的超群智慧，恰恰是证明这一点的小小旁证。回想一下，中国电视普及
以来，这类把智慧当作节目重心的创意和制作方式从未间断。上世纪 80 年代初，

“蒲公英知识竞赛”就曾热火荧屏，大学生辩论大赛为人熟知，这些激励人们向往
知识、追求科学的电视节目，证明科学完全可以嫁接到以娱乐为基本特征的电视节
目中。近期来，“汉语大赛”、“谜语大赛”等节目也一样受到热捧。尽管在我看
来，“谜语大赛”的水准还显幼稚，并未体现出高手如林的魅力，没有完全展示出
中华谜语的无穷魅力，但节目仍然受到观众欢迎，反而更能说明，观众对具有知识
内涵的电视节目的肯定和需求多么强列。在英国等老牌欧洲国家，哲学家们可以在
电视上专题讨论深奥的学术问题，剥去所有娱乐性质直面学术。在我们这里，虽然
只是“明星学者”才有机会去电视上“通俗演绎”学问，但毕竟也是一种值得肯定
的选择。《最强大脑》一样包含着相应的娱
乐因素和明星效应，但以科学为根基、以
智慧为目标的节目，是对观众审美惯性和
审美要求之间搭建的良好平台。这样的节
目再多些，中国电视艺术的空间就会得到
大幅度的拓展，并与当代社会的理想追求
达到高度吻合。

让娱乐向智慧致敬，正当其时，值得
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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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本报讯 3月18日，麦家长篇小说《解密》的英译
本在英美等 21 个英语国家上市，并被收入“企鹅经
典”文库。就在 《解密》 英译本上市的前一天，“企
鹅”前总裁马金森在“企鹅”亚洲区总经理周海伦的陪
同下，亲赴杭州给麦家送上第一本精装《解密》英文书
和一幅 《企鹅欢喜图》。在企鹅与美国兰登书局合并
后，马金森出任企鹅兰登集团董事局主席。他对麦家
说：“这是我履新以来第一次给作家送书。我们现在每
年出版12000册图书，但中国作家的书还是很少。这是
一种仪式，也是一份期待，希望通过你，让我们能淘到
更多中国作家的金子。”

“企鹅经典”文库自1935年8月诞生以来，已成为国
际文学界的著名品牌，收入的作家有詹姆斯·乔伊斯、索
尔·贝娄、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楚门·卡波提、加谬、弗洛
伊德、凯鲁亚克、乔治·奥威尔、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马
尔克斯、勒卡雷、阿瑟·米勒、普鲁斯特、斯坦贝克、海明
威、苏珊·桑塔格、萨特等。该文库亦收录过鲁迅、钱锺
书、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解密》是迄今为止惟
一被收入该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麦家也成为美国FSG集团书单上的第一
位中国作家。据了解，该集团是美国极负盛名的文学出

版商业集团，旗下有 2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FSG旗下的作家们还赢得了15个美国国家图
书奖和6个普利策奖。麦家作品的海外代理谭光磊介绍
说：“我们是2010年和FSG建立版权交易关系的，我们给
它推荐过9位中国作家的14本书，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
没有签约。直到2012年，我们把麦家介绍给他们时才实
现突破。”

FSG总编辑艾瑞克·钦斯基在购买《解密》版权的信
中写道，“我非常喜欢《解密》。这本书里有种特别吸引我
注意力的东西，让我觉得这本书是一定要出版的，只读了
几段我就确信了这一点。《解密》这本小说正如‘novel’这
词所代表的那样——它带来了新鲜的体验，将读者带入
了一个陌生化的世界。麦家创造了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
中心人物，唤起了属于数学和谍战的神秘情境，精心运用
了技巧，设置了让人愉悦的悬念。统而言之，他用清爽、
典雅、热情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难能一见、动人
心弦的故事，让人无法抗拒。《解密》有着知性本质，亦有
商业潜质，这两者难能可贵的结合是我所欣赏的。考虑
到FSG出版公司出版世界各地最优秀、最受欢迎小说的
声誉，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优势将麦家作品的重要性推
介给美国评论界、媒体和读者。我希望《解密》只是我们

出版麦家小说的第一部。我认为麦家非常适合 FSG 出
版公司。”

美国书评家帕托·迪斯在读过该书后写道，这本小说
是思想形而上的盛宴，它将数学的奥秘、天才和疯狂、爱
国主义和友谊、上帝的本质、欺骗的力量、梦想的力量以
及奸诈的软肋结合在一起。小说的叙事结构更是一种极
致的辉煌，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个密码学家和他令人心碎
的经历……麦家深入研究了难以捉摸的心灵深处与最终
诗意的陨落，竭尽所能地制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解
密本身就像一个代码，埋藏着揭示人性和社会的秘密。
我非常喜欢它。

据了解，此番《解密》的签约让麦家获得了15%的高版
税。18日，《解密》开始在美英两国亚马逊网站预售。目
前，《解密》已相继与西班牙、法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
17家出版社签约，“企鹅”正在组织翻译麦家的另一部小
说《暗算》，预计年内可出版样书。此次《解密》在海外受到
追捧，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长期以来，中国小说总在文
学性和可读性之间纠结，麦家的小说较好地融合了这两
点。他本人的隐秘气质，成名之后对写作的坚持，以及自
费创立公益平台“理想谷”的举动，都展示了新的中国作家
形象。

麦家《解密》借“企鹅”走红欧美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重大文
化精品项目“小橘灯”儿童文学创作
出版项目启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陈彦，陕西省作协主席贾
平凹、党组书记蒋惠莉，陕西省文联
原副主席肖云儒等参加活动。该项
目旨在发掘、扶持和培养有才华、有
潜力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一批高
水平、受广大小读者喜爱的儿童文
学作品，整合陕西儿童文学创作队
伍，打造陕西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
品牌，推动陕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项目拟采用向名家约稿、文艺
团体推荐、面向社会征稿等多种方
式征集作品。作品以小说、童话、寓
言、科幻文学、幼儿文学为主，兼及

散文、诗歌、绘本故事、报告文学（含
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剧本脚本等
多种体裁，作品要求以新时代、新思
维、新写作、新感觉为宗旨，准确把
握当下少年儿童的心理，传递正能
量。凡居住在陕西或在外省的陕西
籍作家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均可
在2016年6月30日前向陕西省作协
或太白文艺出版社投稿。

项目拟用 3 年完成作品组稿、
筛选、出版等工作，目前达成出版意
向的作品已有 10 余部。叶广芩、吴
梦川、周公度、王燕、毛小懋、孙雨婷
等在活动现场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
订了出版意向书。

（阎 瑛）

陕西启动“小橘灯”

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项目

本报讯 近日，新疆作协召开
第七届七次理事扩大会议，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文联、新疆作协的负责
人和来自全疆各地州的 30 多名理
事代表参加了会议。

新疆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
主持会议。常务副主席董立勃作了
新疆作协 2013 年工作总结报告，并
宣读了2014年工作计划和任务。理
事代表们认真讨论了工作总结报告
和2014年工作计划，充分肯定了作
协在2013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对
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和任务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黄永
军在会上提出，希望作家们认清并
把握新疆文学艺术创作的特点。作
家要为新疆的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新疆的社会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社会
稳定。要充分认识到发展先进文化
的重要性。“暴恐”事件的发生，
是对新疆文学艺术的巨大伤害，

“暴恐”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作家和艺术家要传播新疆的正能
量，用文学艺术作品弘扬正能量，
宣传新疆各族人民的善良、各民族
的和谐相处、各民族的朴实和人性
美。文学家艺术家要用辩证法去思
考问题，要有生活的激情、观察的
激情，正确认识新疆的社会现实，
把文学艺术创作和社会热点结合起
来，进行中国梦的主题创作，做好

“五个一工程”奖的申报工作，做
好明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天山文
艺奖”的评选工作，迎接中央第二
次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

（张新荃）

新疆作协召开理事会

新书贴

《蛙泳教练在前妻的面前似醉非醉》
陈仲义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

写诗 10 年，研究诗
歌 30 年，作者从 400 多
万批评文字里淘选出36
万字“心血结晶”。从

“新诗潮”到“后口语”，
全书贯穿着一条鲜明的
形式论美学线索，分为
诗本体篇、诗人篇、诗艺
篇等 6辑。该论集跻身
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与批评书系”。丛书自
2009 年出版以来，共有
25人入选。

本报讯 3 月 16 日，庞贝长篇
小说《无尽藏》研讨会在京举行。来
自北京、深圳等地的20余位专家学
者与会研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

《中国作家》杂志社、作家出版社、深
圳市文联、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会议。会议由《中国
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主持。

《无尽藏》2013 年由《中国作
家》首发，2014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小说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为
背景，通过破译一幅《韩熙载夜宴
图》讲述了南唐后主李煜治下的宫
里宫外的斗争。与会者认为，《无尽
藏》集禅意、知识、悬疑于一体，小说
以史虚白、朱紫薇、耿炼师、李后主
这些历史人物各自不同的境遇，将

读者带入到了南唐那烟雾缭绕的历
史迷宫里。而这个迷宫是命运的迷
宫、时间的迷宫，也是人生和人性的
迷宫。在神秘而诡异的古典意境中，
空间的迷宫进而演化为时间的迷
宫，并由此呈现出一个为现实主义
文学所遗忘已久的宿命主题。

在艺术风格上，《无尽藏》对类
型文学与纯文学进行了融合，作家
将西方现代小说叙事与中国古典小
说意境相结合，呈现出叙事实验与
类型文学兼容的风格。小说在封闭
的时空中呈现出一个扑朔迷离的历
史谜题。这部小说带给人们的启示
意义在于，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也是
可以互相借鉴的，其真正需要的是
一条沟通交流的“密径”。（李晓晨）

《无尽藏》：走进历史的迷宫

本报讯（记者 徐健）日前，由中
国摄影家协会主办、华辰影像和影易
时代协办的“历史不容忘却：影像的
占领——1894-1945 日本侵华影像
采集研究”摄影展预展在北京中国摄
影展览馆开幕。主办方表示，希望通
过摄影的方式揭露和批判日本当年
对中国的侵略罪行。

日本从 19 世纪末开始战略扩
张，多次对中国进行带有殖民主义性
质的大规模摄影考察影像采集活动，
在中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严密调查
和资料收集工作。此次展览以时间为
序，以重要战争为节点，展示了 1894
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重要的摄
影活动资料。其中的100多张照片和

数百本报刊画册，全部出自日本官
方、军方、间谍、研究机构、新闻媒体、
学者、探险家等机构、人员以及侵华
士兵的私人相册。

据了解，此次展览旨在揭露日
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让人们牢记
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
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
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
界和平的坚定立场。作为此次主题
影展的预展，主办方仍在不断丰富
和扩充中国方面的图片资料，以更
大量和更全面的影像实物证实日本
侵华罪证。预展将持续至 5 月 12
日，正式展览将在今年 7 月与观众
见面。

日本侵华影像采集

研究摄影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文化部日前牵头成立了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并于3月19日在京召开第一次全
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工作
方案》《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工作方案》《贫困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等文件，并审议通过了《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议事规则》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方
案》。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正式运转。

会议指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是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改革的协同性、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的必然要求。必须以协调机制为依托，从整体上谋篇
布局，把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各环节协同起来，聚合各方
面力量，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
体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放性、多元性、创新性特点，有
效提升政府的文化治理能力，保障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人
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文化部部长、协调组召集人蔡武在会上表示，加快建设覆

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
化权益，这项工作针对13亿人，具有普惠性质，是当前文化工
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是一项
跨部门的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靠各部门、各单
位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做好。

据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由文化部、中宣
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质检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体育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残联、中国科协、国家标准委等 20个
部门组成，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大
事项的协商和部署。协调组成立后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
是协调推进重大公共文化服务法规、政策、标准的制定、实施
和考核；二是建立稳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三是推动基
层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四是统筹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重大
工程；五是加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队伍建设；六是以贫困地区
为突破口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成立

本报讯 3月19日，中国国家画
院沈鹏书法艺术基金2013书法成果
年度奖在中国国家画院颁奖。本年
度获此殊荣的是“中国书法数字工
程”和《鉴斋丛稿初编》。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
院长杨晓阳为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中国书协理事周祥林和中国国家画
院书法篆刻院秘书长曾翔宣读了颁
奖词。颁奖活动由中国国家画院副
院长曾来德主持。

据了解，“中国书法数字工程”
是由“书法网”发起的一项公益性
文化项目，致力于对浩如烟海的书
法图像和典籍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

数字化整理。这项工程将传承数千
年的书法艺术与数字化时代的最新
科技融铸在一起，对书法艺术的传
播发展和普及起到显著的推动作
用。《鉴斋丛稿初编》是学者、书法
家黄君近30年主要学术研究和创作
成果的汇编。内容涵盖黄庭坚书法
评传、书法创作引论、当代书法评
论、诗学论文、诗词集、随笔、书
法集等方面。

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艺术基
金由书法家沈鹏捐资发起成立，旨在
奖励后学，扶持当代书坛的优秀人才
及其作品成果。

（黎 华）

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

艺术基金年度奖颁奖

左图：麦家与马金森
右图：麦家小说《解密》外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