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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主场仍有优势 霍村力争全身而退
科隆 VS 霍芬海姆平负

由《青年作家》杂志社、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打造的“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经
过4个月的征集、评选过程，结果将于本月28日在成都揭晓。颁奖典礼由《青年作家》
杂志社、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主办，中建三局成都公司承办。届时，诗歌、小说、非虚
构的各路实力写作者、国内文坛多位重量级名家、评委，将会聚一堂，以文会友。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编辑 王浩 版式刘丹阳 校对 高利平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非虚构类的五名候选作
家分别是刘汀、东珠、黄灯、
南子、闫文盛，清一色是70
后，显示了非虚构领域佼佼
者属于文坛少壮派。在他们
的作品中，展示了他们对这
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他们
的笔触探讨了生死、亲情等
一系列的话题，发人深省。

非虚构高手
也是文学的多面手

非虚构类五位候选作家所入选的作品，都具有
强烈的自我风格。这些非虚构写作高手，同时也在
其他体裁领域内成就卓著，可谓是文学领域内的多
面手。

女作家南子出生于新疆，著有诗集、散文集以
及多部长篇小说。2012年获第三届“在场主义”散
文新锐奖。2016年获《西部》文学诗歌奖。主要作
品有诗集《走散的人》，散文集《奎依巴格记忆》《游牧
时光》，长篇小说《楼兰》《惊玉记》等，以新疆地区的
风物作为自己的灵感来源，为广大的读者开阔了眼
界。

山西作家闫文盛也曾经在《诗刊》《星星》等刊
物发表过很多诗歌作品，还获得过《诗歌月刊》特等
奖、赵树理文学奖、安徽文学奖、山西省文艺评论奖
一等奖等。

青年作家刘汀和黄灯都是文学博士。刘汀出
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散文集
《别人的生活》《老家》；曾获99杯“新小说家大赛”
新锐奖、第39界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
2012年度《中国图书评论》最佳书评奖等。黄灯则
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关注乡村和教育
问题。曾获2016年《十月》杂志“琦君散文奖”，被
提名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

来自东北的女作家东珠，是个爱好广泛的人。
她痴迷中国古典文化，喜欢古琴、昆曲、太极、野花、
饺子、孩子。散文《胡枝子》获2013年度华文最佳
散文奖。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集《知是花魂》；

2016 年获第四届吉林文学
奖、首届丝路散文奖。正如她
相信的“万物有灵”一样，她的
文字也充满了灵气，入选的作
品《橄榄石》中可见一斑。

候选人点赞
青年作家整体受益

候选人之一刘汀，在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传媒采访
时，他表示：“这应该是国内少

有的专门针对青年作家的奖项，而且小说、诗歌、非
虚构三大类的构成也很符合当下的写作情况。它
对于推介青年作家、宣传当下的青年文学创作成绩
功德无量。 而且这种把专家评审和网友投票结合
起来的评选方式，也很有宣传效果，因此不论最终
得奖的人是哪个，真正得益的都是青年作家整体。”

在刘汀看来,华语青年作家奖设立的小说、诗
歌、非虚构三个门类，非常合适，“除了戏剧，已经将
文学上的主要种类含括。小说毫无争议是虚构的，
诗歌无法用虚构和非虚构定义，非虚构范围比较
广，涵盖了很多种类。读者们对于非虚构的期待也
来自于它文体包容性，能够容括各种各样的问题。
另外，在最近几年时间，非虚构也产生了很多有影
响力的作家、作品。把文学与纪实比较好的融合，
对大部分受众来说，更好接受。”

刘汀这次入选的作品《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
是以“虚”的手法来写“生与死”这个实际的问题，这
也是非虚构的一个主要特点。在刘汀看来，非虚构
也离不开一定的虚构性元素，这正是非虚构之为

“文学作品”，而与新闻报道、纪实访谈区别开的
重要手段。“比如，第一，非虚构作品里可以借用
类似小说的写作手法。场景还原在报道性和纪
实性文章里是有区别的，很多细节和动作未必是
完全准确的，但是当时的关系、情感是真实的。第
二，借用虚构性表达情感。有时候我们的情感和看
法必须借用着虚构性才能呈现。我个人观点，非
虚构作品中的虚构性强化了文学性的东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实习生 林聘

肖
江
虹

崔
曼
莉

徐
则
臣

陈

仓
李

唐朵

渔

王
子
瓜

聂

权羌
人
六

肖

水

黄

灯 刘

汀

南

子

东

珠

闫
文
盛

读书，离不开一个读字。
亘古以来，文人们吟诵篇目，用声音给文字注

入情感，给作品带来新的生命。当今，这种风尚，宛
如轮回一般，又在悄然兴起。

4月以来，“封面悦读者”大会报名启动，这个
旨在倡导全民阅读、深度阅读的活动，甫一开始，就
受到了多方关注，无论是名家大腕儿，还是普通百
姓，都纷纷推荐出自己的心头好。

4月21日14:00，这场阅读盛会终于要与大家
见面，何开四、袁庭栋、蒋蓝等川内文人，将在三和
老爷车博物馆，吟诵《将进酒》《登幽州台歌》《凭何
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江村》等名篇，用声音对作
品进行庄严致敬。

大咖齐聚 用“悦读”叫醒耳朵

朗读，从来不只是单纯耍嘴皮子，而是眼心合一，
用情感和思绪，为作品注入自己的一份生命力。

“封面悦读者”，正是这样一场为名篇注入新生
的活动，朗读者中，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巴蜀文
化研究专家袁庭栋、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协散文委员
会委员蒋蓝、鲜花山谷夫妇、成都“彭于晏”余翔等
人，他们各有所长，对于名家名篇，有着不同的见解。

在这场“悦读”盛宴中，将分为诗与酒、知与行、
花与景、家与情四大篇章，将一些文学作品中的经

典元素，用名作串联起来。擅长文艺评论的何开
四，将朗读《将进酒》；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但至
少我们对于彼此都是世界最重要的人……为你种
下满谷鲜花的周小结、殷林夫妇，则将带来同样甜
蜜的《朱生豪情诗》。

名家言论 读书还要读经典

在袁庭栋看来，虽然浅阅读并非无用，但深阅
读更能让人获益。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作品选取，
比如读经典：“书的分类不同，决定着不同的阅读习
惯。经典好书，需要深度的阅读。”

和他一样，何开四也认为读经典很有必要，他
说，在随机性浅阅读的今天，传统阅读的淡化，让系
统接受文化知识造成了障碍：“看微信再多，也不如
读经典名著，古语有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
乎中，故为其下，看名著到不了名著的高度，看普通
的甚至更差的，只能下中下了。”

关于读，他们也另有见解。
何开四说，阅读，是一个人收获文学，朗读，是一

群人传播文学。关于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头
好，朗读，是互相推荐，为彼此打开另一扇窗户的过
程：“他不像老师讲课，你听我学，而是带着思考、情
感去朗读，朗读者和旁听者能够彼此共鸣，让作品
焕发生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路延

“封面悦读者”大会今日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德玉 实习生 林聘）为
纪念成都新诗百年，由《草堂》诗刊、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四川省图书馆联合主办、联海文化协办
的“草堂读诗会”，将于4月22日（本周六）上午10
点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站在盆地边缘的歌唱——
成都百年新诗回顾之一”读诗活动，4月19日发布
的消息还提到了川籍诗人叶伯和，也是中国新诗创
作先驱者，不仅创办了四川第一份现代文学刊物
《草堂》，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二个出版个人诗集
的诗人。4月20日，叶伯和的嫡曾孙叶亮与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取得联系，并与《草堂》诗刊执
行主编龚静染进行了深度交流。

“四川可以称为‘诗省’，唐代最知名的李杜两
位诗人都与四川有关，苏东坡也是宋代文学第一人，
可以说成都就是‘诗歌之城’。”龚静染说，为致敬成
都新诗百年，《草堂》诗刊正着力打捞四川新诗史上
有为之人的资料，叶伯和堪称“四川新诗第一人”，他
的相关史料非常重要。作为叶伯和的嫡曾孙，叶亮
说：“叶氏家族也在修家谱，寻找先代的知名人物。”
据叶亮介绍，他的曾祖父叶伯和在音乐方面造诣较
高，曾创办四川第一支西洋乐队，但其诗歌创作留存
不多。叶亮带来的材料中，不乏早已泛黄的摘抄材
料，这是叶家后人努力收集的叶伯和部分诗歌手抄。

这些史料中，有一本翻印的叶伯和的诗歌集，

他在自序中写道，“民国纪元前五年，我得了家庭
的允许，同着十二岁的二弟，到东京去留学，从此
井底之蛙的蛙见，才大开了眼界。”叶伯和的家族
本是音乐世家，日本留学本是学习音乐，却因着好
山好水忍不住诗兴大发，“也就情不自禁的，大着
胆子，写了好些出来。”甚至在留学期间，叶伯和为
了读外国的诗歌作品，利用晚上空余时间学习英
语，也正是因此，叶伯和产生了翻译外国诗歌的想
法，“那时我想用中国的旧体诗，照他那样的写，一
句也写不出来。后来因为学唱歌，多读了些西洋
诗，越想创造一种诗体，好翻译他。但是自己
总是有点疑问：‘不用文言，白话可不可以拿来
作诗呢？’”之后，他回国教书，先用白话写歌
词，发现颇受学生喜爱。恰逢胡适之先生写白
话文诗歌，与叶伯和的想法不谋而合，从此
叶伯和开启了新诗之旅。

应《草堂》读诗会的邀请，叶伯
和的嫡曾孙叶亮也将出席4月22
日上午10点在四川省图书馆举行
的读诗活动。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德甲第30
轮打响，科隆队主场迎战霍芬海姆，
虽然比赛无关德甲争冠或保级，但客
队要守住自己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
主队还有机会争取下赛季欧联杯资
格，因此，这场比赛自然就有了焦点
战的味道。

本赛季科隆励精图治，前半程
打得风生水起，赛季初连续1：1逼
平德甲班霸拜仁和本赛季最大黑马
莱比锡红牛，一度稳居积分榜前五，
甚至有冲击欧冠的希望。但冬歇过
后，科隆仿佛突然熄火，最近11轮
比赛竟输掉了7场，上轮客场1：2不
敌保级球队奥格斯堡。相比之下，
霍芬海姆发挥十分稳定，至今主场
不败，仅客场输过三场球，本月初更
是主场1：0力克拜仁，本赛季对拜

仁不败。当然，霍芬海姆毕竟是后起之
秀，从两队历史交锋看，科隆还是占据
上风，不过本赛季首回合，科隆客场却
是0：4惨败。

从中国竞彩网数据看，截至笔者发
稿（4月20日17点），科隆主场对阵霍
芬海姆的最新单场固定奖金为胜2.92、
平3.35、负2.05，而最新彩民投票支持
率则分别为胜14%、平29%、负57%，认为
科隆不败的彩民不足五成。综合欧洲
各大博彩公司数据，主胜赔率略高于客
胜赔率，显示主队赢面不大，而亚盘主
流盘口为主队受让平手/半球，显示庄
家并没有过分看好客队胜出，似有意为
平局留下竞猜空间。这是一场首选平
局的恶战，若分胜负，还是客队可能性
更大。胜平负推荐1/0，让球胜平负（科
隆+1）推荐3/1。 福克斯

猜想一
欧冠无卫冕

皇马能破咒吗？

据最新数据统计，皇马的夺
冠概率最高，为36%，尤文图斯
次之，问鼎概率为33%，马竞以
18%列第三，黑马摩纳哥则为
13%。而博彩公司给出的最新
夺冠赔率也与此相似，皇马低至
1赔2.65，尤文为1赔2.95，马竞
是1赔 4.75，摩纳哥则高达1赔
7.5。

的确，自从欧冠改制以来，史
上尚无任何球队能够卫冕冠军。
而皇马作为最新尝试卫冕者，本
赛季一路走入半决赛算是比较顺
利，虽然在半决赛时与拜仁两回
合3:3打平进入了加时赛，但在
加时赛皇马打得还算是容易。能
够战胜拜仁，尤其要表扬C罗，两
个回合总共打入了5个进球，特
别是在次回合还上演了帽子戏
法，打入了个人在欧冠比赛中的
第100球，让他成为了第一位达
到这一里程碑的球员。

作为卫冕冠军，皇马想要最
终夺冠肯定还是得抱紧C罗的大
腿。如果齐达内的球队夺冠，那
么皇马将成为欧冠改制后，第一
支能够卫冕的球队，虽然皇马目
前有很大的机会夺冠，但是想要
打破魔咒也并非易事。

猜想二
最坚固的盾

布冯封死C罗？

最有可能阻挡皇马的，应该是淘
汰巴萨的尤文。首回合尤文在主场
3:0干脆利落的战胜了宇宙队巴萨，
第二回合作客诺坎普球场，尤文的表
现也无懈可击，零封了攻击力强大的
巴萨，让巴萨妄图重演6：1翻盘大巴
黎好戏的美梦破灭。

本赛季欧冠防守最好的球队，无
疑是尤文图斯，他们至今仅仅丢掉了
2球。赛后球星迪巴拉就表示：“面对
巴萨这样的球队，两回合保证不失球
可并不容易。”如果皇马抽到了尤文，
C罗想要进球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

当然，还有西蒙尼率领的马竞，也
不是皇马能轻易跨越的。马竞以总比
分2：1淘汰了英超大黑马莱斯特城，
四年里第三次杀进欧冠半决赛。虽然
过去两次和皇马在欧冠交手，皇马都
战胜了马竞，上赛季更是直接从马竞
手中抢到了大耳朵杯，但床单军团的
实力仍不容小觑。西班牙《阿斯报》发
起了一项球迷投票：你希望欧冠半决
赛上演马德里德比吗？共有55000多
名皇马与马竞球迷参加了这次投票，
其中皇马球迷 37000 名，马竞球迷
18834名，结果显示66.38%的皇马球
迷选择了“否”，而53.15%的马竞球迷
则选择了“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恩湖) 正
在热播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连续二十天火爆全国，天天霸屏，被
誉为是一部“荡涤灵魂的经典”，重
新开启了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大幕。
4月19日，记者从北京获悉，另一部
重磅反腐题材电视剧《国家行动》目
前也已完成拍摄，正在精心后期制
作，不出意外，将很快在央视与全国
观众见面。

《国家行动》是由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作，高群书
执导，张成功、庹政编剧，黄志忠、张
译、何平、陈宝国、王志文等人主
演。该剧编剧之一庹政是四川内江
人，也是内江近50名网络作家中的
一员。

不久前，剧组在北京召开了拍
摄进展汇报会。电视界专家观看了
样片后，评价很高，认为《国家行动》
无论演员水平和导演水平，以及故
事、人物、画面，都堪称一部反腐题
材的重磅好戏。该剧已列入目前最
重要的文化工程项目，故事原型曾
是引起党中央、广大人民群众、国内
外媒体极大关注的真实事件，讲述
了反腐斗争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
及典型案例的故事，紧扣十八大以
来的反腐主题，将一例例真实事件
融入剧情，使观众在精彩的故事和
起伏的人物命运中，感受到党中央
对于反腐打黑的决心。

“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非虚构候选人
清一色70后

《人民的名义》掀起反腐剧热潮
四川网络作家编剧的反腐大戏

《国家行动》即将登陆央视

本周末的《草堂》读诗会
特邀“四川新诗第一人”后人

《
国
家
行
动
》

故
事
梗
概

1.10大案四年未破，贺延龄带领侦破组赴滨江秘密侦查。中央政法委迅
即从全国调兵遣将，成立以贺延龄为首的专案组，对黑社会犯罪集团和其保
护伞展开攻坚战。刘唐不惜一切手段逃避打击，谋害证人和知情者，将滨江
公安局副局长徐望东等拉下水充当其帮凶，并利用强大关系网向侦破组施
压。贺延龄及专案组顶住压力和威胁，与犯罪集团斗智斗勇，针锋相对，抱着
为神圣使命甘愿牺牲一切的精神，终将该黑社会组织一网打尽。

欧冠半决赛签位大猜想

？
今晚神抽今晚神抽

布冯挡C罗
皇马、马竞、尤文、摩纳哥，本赛

季欧冠四强业已就位，北京时间21
日晚6点，将在瑞士尼翁的欧足联
总部进行半决赛抽签。半决赛抽签
不设种子队，同联赛之间的球队也
没有回避原则，而本次抽签也将决
定决赛时的“主队”和“客队”。

战拜仁，C
罗可以玩“帽
子戏法”，如果
打尤文呢？

《国家行动》宣传海报。

布冯无愧“门神”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