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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长篇获茅盾文学奖，你读过吗？
分别是《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应物兄》“70后”徐则臣是“黑马”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16日在
北京揭晓。梁晓声的《人世间》、
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
《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
《应物兄》5部长篇小说获得该
项殊荣。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
高荣誉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由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四年评选
一次。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自今年
3月15日启动，评奖范围为2015
年至2018年间在大陆地区首次
出版的长篇小说，共有234部作
品经推荐参评。 中国作家协会
书记处聘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62位作家、 评论家和文学组织
工作者组成评奖委员会。 评委
们对作品进行了认真阅读、深
入讨论， 于8月12日投票产生了
10部提名作品并进行公示。8月

16日，经第六轮投票，产生了5部
获奖作品并向社会公布。
记者从中国作协了解到，5
部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
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
想高度、艺术水准，体现出广大
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弘
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高
原”迈向
“
高峰”的努力和成就。
中国作协对本届茅盾文学
奖的评奖条例和评奖细则进行
了修订， 同时专门设立纪律监
察组对评奖工作进行全程监
督， 聘请国家公证机构对评奖
进行公证。 这些举措确保了评
奖工作顺利进行。
据悉，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颁奖典礼将于10月中旬在北京
■据新华社
举行。

连线

韦德、吴亦凡、 蔡徐坤、丁锦辉、李荣浩、 田馥甄……

这个周末，在长沙偶遇明星

身为星城，在长沙偶遇明星已是常事，但
40多个文体巨星扎堆长沙还是少见的。8月
16日，记者得知，这个周末，韦德、吴亦凡、 蔡
徐坤、丁锦辉、李荣浩、 田馥甄、白敬亭、孙悦、
王仕鹏、哈斯勒姆等都将陆续亮相长沙，体育
明星和娱乐明星都有。 在哪里偶遇他们的几
率大？三湘都市报记者为您打探好了，在下列
这些地方时，要睁大眼睛，准备好手机，因为您
随时可能偶遇明星哦！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文潇

梁晓声：70岁得奖如同晚年得子
五部获奖作品中， 著名作
家梁晓声逾百万字的三卷本长
篇小说 《人世间》 以最高票获
奖。《人世间》分上中下三卷，以
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
线，围绕春节欢宴、家庭聚会、
重大事件布局全篇， 展示近五
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贯穿其中的， 既有中国社会发
展的“光荣与梦想”,也直面了
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
梁晓声透露自己是偶尔从
《人世间》 的责编那里获悉评奖
进程，
“
责编非常热爱这部作品。
于我，如同晚年得贵子，这令我
非常喜悦。”
■据长江日报

徐则臣：“70后”写作的振翅一搏
从《耶路撒冷》
《王城如海》
到如今一举摘得茅奖的《北上》，
徐则臣如其书中所写：“大水汤
汤，溯流北上”，以写作的宏阔、悲
70后”
壮、沧桑卷席文坛，成为了
“
作家中最扬眉吐气的佼佼者。
“
70后”的写作总是有那么一
点尴尬，一方面
“
打不过”长期把持
着文坛话语权的、 且因为亲身经
历了各种历史更迭、 见证乡土的
逝去， 有写不完的物是人非与社
会深刻性的
“
50后”与
“
60后”，一方
面又面临着冉冉升起的、 题材内

容全部焕然一新、 乃至重新建构
了自己的文学法则与价值观念的
“
80后”
“
90后”的冲击。而他们也
曾亲眼目睹着自己如何被故乡、
被古老的传统、被高速发展的中
国所抛掷， 他们心中也曾受到
剧烈的震荡，时代也在“
70后”的
70
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这是“
后”能够写作出宏大命题作品的
70
隐性基因， 而徐则臣代表的“
后” 写作的振翅一搏， 则是他个
人、 乃至这个群体的一次非常郑
重的
“
自我证明”。 ■据澎湃新闻

【偶遇地：星沙】
篮球迷注意了 来《这，就是灌篮2》偶遇韦德
说起篮球综艺， 不得不提
到《这！就是灌篮》。记者得知，
《这！就是灌篮2》已在长沙开始
录制了， 阵容强大到让人咂舌：
白敬亭担任篮球发起人， 孙悦、
王仕鹏为常驻教练，嘉宾教练是
NBA球星德怀恩·韦德、 尼克·
杨、 前中国男篮队员丁锦辉、
NBA迈阿密热火队球星乌杜尼
斯·哈斯勒姆等。
周六，《这！ 就是灌篮2》将
开放首次媒体探班会，韦德、白
敬亭、孙悦、王仕鹏、丁锦辉、哈
斯勒姆会正式亮相。 悄悄告诉
您，如果想偶遇他们，去星沙就
对了，详细地址嘛……保密。
“
闪电侠” 韦德是被千万球
迷 热 爱 的 前 NBA 超 级 篮 球 巨
星，16年的职业生涯，13次入选

NBA全明星阵容，3次总冠军，
和一个FMVP。而白敬亭作为娱
乐圈知名篮球爱好者，一直是韦
德的球迷， 这次终于和偶像同
框，白敬亭的心情，球迷们懂的。
当日亮相的还有NBA篮球
巨星尼克·杨和著名球员王仕
鹏！ 尼克·杨就不用多说了，从
湖人到勇士，尼克·杨的表现都
非常亮眼，篮球实力巨强，而且
还是某表情包的原作者。 而王
仕鹏虽然只是在国内打比赛，
但他经验丰富， 对于球场的各
种情况变通有着很深的理解，
这也是一种实力。
此 外 ， 同 时 拿 过 NBA 和
CBA 总 冠 军 的 孙 悦 是 常 驻 教
练，他打篮球实力很强悍，在长
沙也拥有很多忠实粉丝。

2019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起航

10月新能源汽车角逐洞庭湖
本 报 8 月 16 日 讯 今 日 ，
2019年中 国新 能 源汽 车拉 力
锦标赛在天津发车。据悉，今年
该赛事将深度融合“体育+旅
游”的概念，从京津冀站起航，
围绕湖南省环洞庭湖生态区域
展开环洞庭湖站的角逐， 在环
海南岛总距离达900公里的赛
道上进行全国总决赛。
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
赛是我国体育产业与新能源产
业、汽车产业、旅游产业、地区
经济生态发展和人文地理大融
合的赛事。在今年的赛事中，竞
赛 项 目主 要 包 括 了 定 速 拉 力
赛、直线加速赛、场地障碍赛、
海南环岛定速拉力赛等。其中，
京津冀站将途经天津、遵化、密

云三城， 最后在密云站进行收
车及颁奖仪式， 全程约350公
里，赛事活动持续4天。该站赛
事也被列入天津市第六届中国
汽车（房车）露营大会中的一项
重要赛事活动。 环洞庭湖站则
将于10月 10日 在长 沙举 行 新
能源论坛和车展。 湖南省体育
局副局长苏健全介绍， 环洞庭
湖站将于10月12日正式开赛，
途经岳阳、南县、常德、益阳环
洞庭湖生态经济圈， 最终在益
阳进行收车及颁奖仪式， 全程
约600公里，赛事共持续7天。最
终， 各分站赛的优胜选手将在
11月份举办的海南总决赛上角
逐年度桂冠。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修梦依

【偶遇地：黄兴镇】
追星族看过来 吴亦凡蔡徐坤李荣浩在这里
“2019 汽 车 之 家 818 全 球
汽车夜”晚会将于8月18日在湖
南卫视播出， 出场的明星名字
都要有100来字。坐拥亿万粉丝
的吴亦凡、 蔡徐坤将现场演绎
人气歌谣，田馥甄、李荣浩、张
韶涵、杨乃文、大张伟、吉克隽
逸、李斯丹妮将登台。明星偶遇
地精确到长沙黄兴镇， 记者只
能帮您到这了。
晚会上， 吴亦凡将化身头
号“车迷”，除了新歌《破晓》，他
将带来自己传唱度极高的经典
歌曲——
—《大碗宽面》。 湖南伢
子蔡徐坤凭借出色外型与超强
唱跳实力， 自出道以来就享有
超高人气， 这次将现场表演

《YOUNG》 及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李荣浩、田馥
甄、张韶涵、杨乃文等实力唱将
也将演唱经典歌曲。
此外， 尚雯婕与 《声入人
心》 实力唱将，“客栈老板”刘
涛与“员 工” 阚 清 子 、 陈 翔 、 武
艺、 马思超，“我家天团” 焦俊
艳、袁 姗 姗、 傅 园 慧 、 于 小 彤 、
徐海乔、 钱枫，“甜蜜情侣档”
向佐、 郭碧婷、 严屹宽夫妇都
会现场助力。
据了解， 此台晚会将在设
计上巧妙融合复古车文化与潮
流音乐文化， 带领观众们自如
地去感受真正的汽车文化内
涵。

新创革命历史题材
京剧小戏晚会在长沙举行

京剧小戏
细腻讲述军民情
本报8月16日讯 今晚， 湖南戏
曲演出中心锣鼓声激昂远扬， 湖南
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以新创革命历
史题材京剧小戏晚会的形式， 向祖
国70华诞送上诚挚祝福。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精心
准备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新创革命
历史题材京剧小戏晚会、 名家入湘
传艺剧目集中展演、复排全本《法门
寺》、《梅花簪》巡演等。此次新创革
命历史题材京剧小戏晚会的举行，
正式拉开了系列演出活动的序幕。
晚会现场，三出新创小戏《红小
鬼勇斗扇子队》《一封家书》《军礼》
陆续上演。 其中，《红小鬼勇斗扇子
队》与《一封家书》是湖南省京剧保
护传承中心2019年新创剧目，此次
首次对外演出；《军礼》 为2018年新
创剧目， 在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上荣
获田汉小剧目奖。
《红小鬼勇斗扇子队》 以革命战
争年代，少先队大队长任思忠（后为
开国少将） 对抗扇子队的故事为原
型， 塑造了一支红小鬼少年英雄队
伍。整出戏采用当下少见却备受欢迎
的京剧小武戏样式，喜剧色彩浓厚。
《一封家书》讲述了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中， 湖南某游击队队长
刘湘英被捕入狱后， 面对敌人的严
刑拷打和威逼利诱， 拒不写脱离革
命组织的公开信， 并机智地让前来
探视的姑妈等带出了 《一封家书》，
挫败敌人的阴谋， 最后壮烈牺牲的
故事。
■记者 吴岱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