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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带讲稿 莫言脱口致辞妙句迭出
称得奖像个童话，文学的无用即最大的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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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第一季
《 中国好声音》仍“ 余音绕耳”，第

二季又将于明年初启动。昨日，搜狐
视频和灿星制作《 第二季中国好声
音》 新媒体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上
海举行。

星空传媒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
官田明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了连日
来传闻的刘欢与那英退出第二季导
师席的消息，称导演组从未接触过
新导师，还是希望能延续原先阵容。
至于刘欢所说的不能接受学员“ 讲
故事”，田明表示：“ 坚决讲故事，不
会讲故事的做不好电视。”

记者得到消息，此次搜狐视频是
花了比《 中国达人秀》的一亿更多的
钱买下了网络独家版权，对此，搜狐
视频首席执行官邓烨并不否认。

事实上，第一季好声音虽然从
收视率和口碑都成绩斐然，但是也
有不少争议认为最初那些感动观众
的选手故事有造假的嫌疑，甚至刘
欢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节目和自己
预期有出入，选手故事太多。

对此，田明回应称：“ 好声音整
个节目本身就是个很大的故事，这
些学员走上自己梦想的舞台，通过
导师的辅导实现自己的梦想，整个
节目就是一个叙事结构。” 田明直
言，第二季“ 坚决不改”，“ 坚决讲故

事，只要传播必须讲故事。”
不少业内人士都担心第二季的

《 中国好声音》 没办法再超越第一
季，甚至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响。
对此，田明依然信心十足，他对记者
说：“ 怎么让第二季更加吸引观众，
就是创作、创作再创作，当然，很大
一部分也在导师的作用。”

对于第二季好声音的导师阵
容，外界传言不少。有消息称刘欢已
经表示要退出，那英也不太想继续
做。田明回应：“ 非常感谢刘欢老师
为我们第一季节目做出的巨大贡
献，我们这里还有他10多个小时辅
导学员的素材，简直可以做成节目
播出。刘欢老师真的为我们节目倾
尽心血，这也是节目好看的原因，当
然他也因此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田明称刘欢不想继续做第二季
的原因可能就是身体的关系，但是
节目组还是会继续努力，希望他能
够在身体恢复之后再回来。

至于那英要退出，王菲可能“ 接
班”的消息，田明也首度回答记者：

“ 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新的导师，所
以也就不存在大家传言的王菲、张
学友等。”他坦言还是希望第一季的
导师能继续坐在第二季的转椅上。
不过，有消息称刘欢肯定不会再做，
而导师阵容也铁定会变化。

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莫言
致辞时，他将讲稿忘在宾馆之中了，
但他所作的脱稿即兴演讲又非常精
彩，将自己的思想和口才发挥得淋
漓尽致。于是甚至有读者怀疑，莫言
是“ 故意”将讲稿遗忘的。

作为“ 世界上最拥挤的奢华晚
宴”，诺贝尔晚宴有包括瑞典皇室成
员及各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1200多
人出席，每人活动区域约一平方米。
装饰的5000支鲜花来自意大利的圣
雷蒙。负责晚宴菜肴的人员约有40
名厨师和260名侍者。除了丰盛精美
的菜肴，诺贝尔晚宴最大的看点还
是当年诺奖得主的简短致辞。

在莫言之前的几位得主都是拿
着稿子上场的，基本是念稿子。轮到
莫言上场了，他却是两手空空，神情
淡定。“ 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
我的话记在脑子里了。”莫言致辞的
第一句话就道出了原委。

忘带讲稿本会让很多发言者慌
乱不已，但是莫言接下去的发言却

相当精彩，妙句迭出。他称自己的得
奖“ 很像一个童话”。在感谢了很多
人之后，莫言以那句昨天已广为传
诵的名言结束了致辞———“ 文学和
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
它没有用处。”

在斯德哥尔摩逗留的时间长
了，莫言的状态也不断上升。昨天的
演讲便是一个证明。有的读者甚至
怀疑莫言是“ 故意”忘带讲稿，制造
了一个脱稿演说的机会。

莫言在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所
作的诺奖获奖演说，因其长时间读稿
曾引起读者的一些议论，而稍显平淡
的文字，也让一些读者感到不过瘾。
于是有人猜测，莫言在以即兴演讲的
方式，对此前的议论作出回应。

莫言的旅行只剩下两三天时间
了。当地时间12月13日，莫言将与他
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展开一场
对话。这应该是他此次在瑞典的最
后一场公开活动。

尊敬的国王王后陛下，尊敬的
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
的这个话记在脑子里了。我获奖以
来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
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
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是
无法动摇的。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
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够在庄严的
殿堂里领取这么一个巨大的奖，很
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个事
实。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贝尔基金
会，向支持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

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
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们表示崇高的
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
译成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
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
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
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性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
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
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文学和
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
我想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
就是他没有用处。谢谢大家！

谁家名博错字多
韩寒郭敬明最高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 咬文嚼
字》昨天公布了“ 2012年围观名家博
客”活动结果。12位被“ 咬嚼”的名
人当中，收藏名家马未都与80后写手
韩寒、郭敬明差错较多，排名差错榜
的前列。周国平、郎咸平、方舟子语言
文字差错较少，位列差错率“ 榜尾”。

今年《 咬文嚼字》选取了12位知
名博主，每月“ 围观”一人，吸引了数
万网友参与。网友共对12位名家提出
了11万余条（ 含重复）差错，最终语
言文字专家组认定了其中538条差
错。根据“ 围观”结果，著名学者、散
文家周国平的文字最严谨，他的博文
差错率仅为万分之零点七。郎咸平差
错率也在万分之一以内。

据悉，业内对出版物文字差错检
查所设定的“ 合格率”为万分之一，
这也就意味着12位名人中仅两人文
字过关。最糟糕的是马未都、韩寒和
郭敬明。比如马未都居然把“ 遣唐
使”写成了“ 谴唐使”。韩寒把水域
只有3000多平方公里的鄱阳湖说成

“ 几万平方公里”。郭敬明说“ 太庙”
在“ 天安门的后门”等等。

《 咬文嚼字》总编辑、知名语言
文字专家郝铭鉴认为，眼下网络语文
对于社会语文生活的辐射力越来越
强。粉丝数量庞大的名人博客，对社会
语文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越一家报
纸。如果这些名人写博文错误百出，势
必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

《 咬文嚼字》副总编黄安靖分析
指出，网络对名人博文疏于编辑校
对、网络写作门槛低、名人对文字缺
乏敬畏之心等因素，是造成名人博客
错误不断的原因。

穆蒂携芝加哥
交响乐团来沪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下月31日，
位列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芝加
哥交响乐团将与著名指挥家里卡多·
穆蒂共同亮相东艺，为2013年“ 大师
交响·集结号”吹响序曲。

1891年，“ 芝加哥管弦乐团”在
历经2年的艰辛筹备后应运而生。
2010年，里卡多·穆蒂开始担任乐团
第十任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穆蒂被
媒体盛赞为“ 对于音乐莫名的灵性
有一种真正的亲和力，如丝绸一般温
暖，亲切而优雅，紧张而有光泽”的
指挥大师。

2013年，正值乐团更名为“ 芝加
哥交响乐团”的百年华诞，又恰逢威
尔第诞辰200周年，芝加哥交响乐团
将一连上演威尔第《 西西里晚祷》序
曲纪念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此外还有
门德尔松《 第四交响曲》、贝多芬

《 第三交响曲》等两首经典佳作。

霍春阳个展
亮相朵云轩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国画大家、
天津美协副主席霍春阳近日携手北
京瑞博堂画廊赴上海朵云轩举办个
人新作展。此次展览共展出60余幅作
品，集中了霍春阳近年创作的精品。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2013央
视蛇年春晚脚步越来越近，受邀的
明星也日渐明朗。然而，从日前曝光
的已经确认名单中，有火眼金睛的
网友做出了搞笑的总结，称S.H.E上
春晚因为正好是蛇的拼音，而赵雅
芝则是由于在经典剧《 白娘子传
奇》中出演白蛇。网友的点评连央
视春晚的官方微博都忍不住引用和
感慨。

已定人物：歌唱组合 S.H.E
歪评：she 等于蛇的拼音

S.H.E浴火重生再度合体，内地
首秀2013央视春晚。这是2013央视
春节联欢晚会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最
新内容。

有网友调侃，2013恰逢中国农历

蛇年，而“ she=湿鹅=蛇”，因此该天团
与蛇年春晚的缘分不言自明。虽是网
友纯粹好玩的点评，但却被官方微博

“ 认可”。“ 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组合
正好叫she，正好是蛇的拼音。”

已定人物：赵雅芝
歪评：加上王祖贤 组个蛇团吧

不仅有S.H.E这个“ 蛇组合”，演
过蛇的也成为春晚导演组觊觎的对
象。已经确认要加盟的就有最经典
的一版《 白娘子传奇》中白蛇的扮
演者赵雅芝。有网友建议应该让“ 白
蛇青蛇”们组个团，把曾经扮演过白
蛇和青蛇的知名艺人都请到2013年
春晚舞台来“ 相聚”，其中呼声颇高
的便有林青霞和王祖贤，两位粉丝
心中的“ 女神”级人物。

》链接

莫言在诺贝尔晚宴的致辞

好声音第二季
希望刘欢、那英
都回来继续当导师

蛇年央视春晚阵容欢乐多
只要与“ she”有关 一切皆有可能

莫言和妻子参加诺贝尔晚宴。

随着瑞典领奖之旅临近尾声，莫言的状态
也达到顶峰。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莫言和妻
子杜勤兰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蓝色大厅
举行的诺贝尔宴会。 本报记者 郦亮

张赫宣助阵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