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大讲堂迎来“李白月”

1月14日晚
著名教授于丹
讲述李白的诗酒人生

即日起，登录封面新闻APP报名抢票(限200名)和争当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习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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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
难，难于上青天！”千百年来，
李白一首《蜀道难》让蜀地散

发出了无穷神秘色彩，1200多年后，著
名学者于丹教授也将入蜀，以诗仙之
名，和蜀地观众分享她眼中的李白。

1月14日晚7点30分，由实施四
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四川省图
书馆协办的“名人大讲堂”，将在省图
星光大厅举办第五场、也是新年首场
讲座。

本场讲座我们邀请到著名文化学
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
院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于丹，
她将开启“名人大讲堂”之“李白月”的
大幕。

即日起，我们向社会征集200名现
场观众和6名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习志
愿者，快来扫描右边二维码报名参与。

名人大讲堂开启“李白月”

“名人大讲堂”公益活动将邀请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以“名家讲名人”专
题讲座的形式，围绕大禹、李冰、落下
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
苏轼、杨慎10位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
化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
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述阐释，生动活泼
地展现历史名人所承载中华精神、优
良美德的时代价值。

作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

工程品牌文化活动之一的“名人大讲
堂”，立足学术、着眼传承，每月设置一
位四川历史名人“主题月”，邀请2至3
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于每周一晚固
定在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大厅开讲。我
们围绕首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逐一
设置历史名人“主题月”，2018年11月
为“杜甫月”，2018年12月为“苏东坡
月”，2019年1月为“李白月”。

征现场观众招传习志愿者

“李白月”的首讲嘉宾是备受大家
喜爱的于丹教授。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
普及传播者，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
家讲坛》《文化视点》等栏目，通过《论语
心得》《庄子心得》《论语感悟》等系列讲
座普及、传播传统文化，以生命感悟激活
了经典中的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在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
响。拥有无数粉丝的于丹教授，也是唐
朝大诗人李白的“超级粉丝”，她曾在不
同的场合讲解过李白的诗酒人生，受到
观众的一致追捧和认可。

为让此次“名人大讲堂”更接地气，
主办方面向社会征集200名现场观众
（以最终主办方电话或短信通知为准），
以及6名年龄35岁以下、对李白颇有研
究的青年才俊作为历史名人文化传习
志愿者参与讲座，他们将有机会与于丹

“坐而论道”，共同分享历史名人文化对
延续巴蜀文脉的心得体会。

报名将在本周五（1月11日）18:
00截止，请大家抓紧时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
品。如果你有一个文学梦，
如果你还未满45岁（1973

年1月1日以后出生），那么，好消息来
了！2019年1月7日，由成都市文联
《青年作家》杂志社、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联合打造的“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
奖”启动啦！

本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设“中篇小
说奖”（1名主奖，2名提名奖）、“短篇小
说奖”（1名主奖，2名提名奖）、“非虚构
作品奖”（1名主奖，2名提名奖）（主奖
各奖5万元，提名奖各奖1万元）。

网络征稿将于2019年1月30日
截止。

3月初，候选名单将会出炉。
候选名单将被交于终评评委手中，

评出最终获奖名单。
评选的结果，计划于4月在成都举

行颁奖典礼时隆重揭晓。

敏敏锐锐！！
多部获奖作品与鲁奖有缘

获华语青年作家奖之后摘得鲁奖

从2015年开始举办首届开始，华语
青年作家奖旨在奖掖和扶持45岁以下的
优秀青年作家，填补目前国内缺乏有影
响力和含金量、专门针对45岁以下的青
年作家文学奖项的历史空白，力争将这
个奖打造成比肩日本“芥川文学奖”的纯
文学奖项，助推更多的文学新人走上文
学大家之路。

华语青年作家奖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三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
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已经成为华语文学
的风向标。

2018年5月，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的获奖人候选名单上，入选的15名青年
作家，实力强大，其中3位曾获鲁迅文学
奖：田耳、张楚、鲁敏。而获得中篇小说类
提名奖的西元，因中篇小说入选了2018
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70部提名作品名
单。早在2015年，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获得小说类提名奖的石一枫，于2018年
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大咖大咖！！
专家评审会阵容持续给力

李敬泽、阿来等九位文学大咖坐镇

从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到第三届
华语青年作家奖，由国内一线文学界资
深人士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受到众
人瞩目。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的专家
评审委员会阵容，自然也格外令人期
待。据熊焱介绍，除了李敬泽（中国作协
副主席，文学评论家）、阿来（四川省作协
主席，作家）继续担任评审团主任之外，
还将邀请梁平（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青
年作家》主编）、施战军（《人民文学》主
编）、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
导）、程永新（《收获》杂志主编）、贾梦玮
(《钟山》杂志主编)、顾建平（批评家、《小
说选刊》编辑部主任）、徐晨亮(《中华文学
选刊》执行主编)等多位文学界资深人士
担任评审团成员。”

纵观这9位专家评审，有的是来自作
协机构的文学专业人士，有的是来自国
内一线文学杂志的主编，有的是来自高
校的文学博导、教授；在地域方面，也范
围广泛，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多
处全国文学重镇，可以说，是有相当全面
的整体视野。熊焱说：“我们邀请的专业
评审团成员，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对中国
文学的精准判断，具有深厚而敏锐的文
学眼光。非常值得信赖。比如李敬泽、
阿来，他们本身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学
识非常渊博，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非常
透彻而全面。”

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同时，熊焱
本人也是一名资深写作者，卓有成绩的
实力诗人、小说家。在文学编辑和文学
写作两个领域的耕耘，让他对当下国内
的青年作家生态也有较为深切的观察和
了解，“从我日常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以及
与90后一代年轻作家的了解，我认为，中
国的青年一代作家，普遍才华横溢，对信
息、语言的敏锐度非常高。总的来说，这
批文学新人，起点高，往往出手不凡，成
长速度很快。”第四届青年作家奖启动，
身为《青年作家》执行主编，熊焱也特别
希望通过这次奖项，发掘出一批真正有
实力的青年作家，打捞一批优秀的文学
作品。

升升级级！！
非虚构参评作品增加作品集

增加七位资深文学人士担任提名评委

每一年，在评奖方面，都会有适当的
优化升级调整。比如，在第三届，相比前
两届，就将原来的三个奖项类别（小说奖、
诗歌奖、非虚构作品奖）中的“诗歌奖”去
掉，而将“小说奖”细化为“中篇小说奖”和
短篇小说奖”。那么，第四届华语青年作
家奖，有哪些延续，哪些调整和变更呢？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面
对面专访到《青年作家》杂志社执行主编
熊焱。他说，“像往年一样，我们将继续
邀请一批在文学界深有影响力的资深文
学批评家、主流严肃文学杂志主编担任
评奖的专业评审。比如中国作协副主
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四川省作协
主席、著名小说家阿来，将继续担任评审
委员会主任。”在调整的方面，熊焱说，主
要分为两点，“首先，在‘非虚构作品奖’
的评奖作品类型方面，将由以前只是单
篇作品，升级为既包括单篇也包括作品
集。因为我们发现，不少单篇作品力度
不够。在前三届的评审过程中，就感觉
在评选上、在非虚构作品领域内，还没有
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所以，从第四届
开始，增加作品集。第二，在征稿方式上，
此前三届只有作家自荐、读者推荐，包括
终评委推荐。现在要增加七位提名评委
来进行作品推荐。这些评委要么来自著
名文学期刊的主编，或者是资深评论家，资
深文学编辑。我们期待他们给我们提供一
些好的选择。这些评委不参与终评。他们
每个人单独做出自己的判断，给我们提名
九位人选，作为他们各自心目中的‘获奖’
名单，作为参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所以做出这样的改变，熊焱说，这是“出于
扩大评奖视野，让奖项更加公平公正的考
虑。毕竟，参与提名的专业人士越多，这
个奖项的视野也就更宽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所有参评作家作品，务必注明发表期刊和时间，
请发邮箱：hyqnzjj2019@126.com（邮件上请注明“第四届华语青

年作家奖”字样）
参评作者请附上一张清晰个人照图片。
联系人：孙婉豫 联系电话：18602892336

/投稿方式/

/征稿要求/
1、参评作品应坚持思想性、艺术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2、参评作品必须是2018年度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上

发表的作品。
3、所有参评作品请注明详细的联系方式。
4、参评作者年龄限制在197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征稿方式/
 读者推荐  作者自荐  提名评委推荐

/奖项设置/
1、“中篇小说奖”（1名主奖，2名提名奖）
2、“短篇小说奖”（1名主奖，2名提名奖）
3、“非虚构作品奖”（1名主奖，2名提名奖）

主奖各奖5万元，提名奖各奖1万元

/截稿时间/
2019年1月30日。以收到作品的时间为准，请自行计算好投稿时间。

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季
四 川 历 史 名 人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工 程

已下载封面APP
的用户可扫描以
下二维码进行报
名。

【观众报名】

【志愿者报名】

报名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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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载 封 面 新 闻
APP 之后，打开
点击“我的”-“封
蜜 CLUB”-“名
人大讲堂”传习
志愿者报名通道/
观众报名通道进
行报名。

于丹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
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同时她也是古典文化的普及
传播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
坛》《文化视点》等栏目，通过《论
语心得》《庄子心得》《论语感悟》
等系列讲座普及、传播传统文化，
以生命感悟激活了经典中的属于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海内外
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
先后在我国内地、港台地区，及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巴西、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千余
场传统文化讲座，得到广泛的好
评,并掀起了海内外民众学习经
典的热潮。

著有《于丹<论语>心得》《于
丹<庄子>心得》《于丹·游园惊梦
——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于丹<
论语>感悟》《于丹 趣品人生》
《于丹 重温最美古诗词》《人间
有味是清欢》《于丹 字解人生》
《有梦不觉人生寒》以及《此心光
明万物生》，其中《于丹〈论语〉心
得》一书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的版权金奖，国内累计销量已
达600余万册，多次再版，已被译
为30余种文字在各国发行，仅外
文版销量已近40万册。

名 | 家 | 简 | 介

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启动

面向全球征稿
总奖金21万！

黑 丰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资深编辑，小说家）
黄德海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批评家）
王小王 （十月文学院文学部主任，小说家）
徐福伟 （《小说月报》副主编）
周明全 （《大家》杂志主编）
熊 焱 （《青年作家》执行主编）
卢一萍 （《青年作家》副主编）

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提名评委
（7人）

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终评委
（9人）

/评委会主任/

/评委会委员/

李敬泽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作家）
阿 来 （四川省作协主席，作家）

梁 平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青年作家》主编，诗人）
施战军 （《人民文学》主编）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程永新 （《收获》杂志主编）
贾梦玮 （《钟山》杂志主编）
顾建平 （《小说选刊》副主编）
徐晨亮 （《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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