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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频遭文学奖“ 冠名绑架”
路遥女儿拒设“ 路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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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不幸：被文学奖“ 绑架”
路遥以一部《 平凡的世界》奠

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
逝世20年后，却有人非要让他告别
平凡的宁静，暴露在公众面前。记
者注意到“ 路遥文学奖”是1月8日
宣告成立的，首届奖金数额初定为
100万元。但是仅过了半个多月，路
遥的女儿路茗茗最近便明确表态

“ 不同意设立路遥文学奖”。路遥
家人和路遥文学奖主办方之间的矛
盾公开化。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路茗茗已
将拒设文学奖的理由说到了“ 社会
募捐的形式来设立这样一个奖项，
哪怕是公益性质的，都会让我和家
人面临很大的压力” 的分上，还说

“ 相信如果父亲在世，他也不会同意
这么做的”，但路遥文学奖主办方却
要强行推动。主办方说：“（ 路茗茗
的表态） 对路遥文学奖没有直接影
响，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做大做好。”

也就是说，路遥文学奖办不办
已经由不得路遥家人了，路遥惨遭
文学奖“ 绑架”。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由SMG艺
术人文频道制作的全国首档大型季播
魔术真人秀《 魔法偶像》在经历了三个
月的比拼之后，终于要在本周六晚8：00
迎来总决赛的“ 决战之夜”，由知名魔
术师刘谦、阿根廷魔术王子Mirko、知
名音乐人高晓松、台湾知名主播黄子
佼、SMG主持人豆豆坐镇评委席。

四强魔术精英“ 鸽子王” 林坤
毅、“ 魔术怪咖” 彭春豪、“ 为魔术放
弃爱情”的司徒健翔、“ 魔术情侣”周
宇将决出胜负。

不过，记者昨日却从节目组获
悉，四强选手周宇最近在为一个魔术
秀做准备时，不慎将自己的左眼炸
伤。这也引发了关于魔术师职业“ 危
险性”的探讨，刘谦便自曝因此而为
双手投巨额保险。

危险很多
火药在距眼 5 厘米处爆炸

周宇在被炸伤后半开玩笑地说：
“ 在爆炸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的眼睛保不

住了！幸好医生说现在只是眼结膜中夹
杂较多火药异物，需分几次取出。”

周宇的新婚爱人，同为魔术师的
孙晓楠透露：“ 这次爆炸离周宇的眼
睛只有5厘米左右，很危险，我当时都
着急死了！幸好在1月8日已经完成了

《 魔法偶像》总决赛的录制，不然周
宇也只能遗憾退赛了。”

周宇的受伤也引发了《 魔法偶
像》参赛魔术师们的大讨论，很多人
都称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也认为魔
术行业的危险指数相当高。

同为《 魔法偶像》 四强选手的
“ 鸽子王”林坤毅，就曾经有过跟周

宇一样危险的经历。2009年，他在帮

另外一位魔术师设定一只爆筒时，由
于那位魔术师按错按钮，爆筒就在离
林坤毅脸不到10厘米的地方突然引
爆。当时，林坤毅的眉毛、睫毛都被瞬
间烧焦，眼睛更是疼得不能睁开。当
时，在场的众人都以为林坤毅会因此
失明。幸好抢救及时，林坤毅的视力
现已恢复正常。

此外，上海籍魔术师彭春豪、林赟
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曾经遇到过类
似的危险情况，好在最后都化险为夷。

刘谦也怕
手曾缝七针 巨额保单保“ 妙手”

身为《 魔法偶像》评委的知名魔
术师刘谦，那双“ 见证奇迹”的手和他
的口才一样引人关注，而他在接受采访
时坦言，魔术师确实会有很多不可预测
的危险性，“ 魔术师工作中的风险本就
比其他表演艺术来得高，我在2010年在
制作道具时割伤了左手小手指。”

刘谦说，当时他在医院缝了7针，
医生称伤口虽然不深，但如果再晚点
过来，伤口一旦发炎，后果就不堪设
想。所以，刘谦想呼吁所有魔术师要更
小心，“ 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如果
不保护好自己，更没有人能保护你。”

刘谦经纪人何先生透露，从事魔
术行当难免容易受伤，他们也因此而
特地为刘谦的双手购买了高达百万
新台币的巨额保险。

那么，魔术师屡屡铤而走险是否
是受到节目组的要求呢？

对此，《 魔法偶像》 节目制片人
孙侃回应：“ 我们《 魔法偶像》节目不
希望选手选择高风险、高难度的魔术。
如果魔术师一定要挑战高难度的表
演，我们会要求他们个人承担风险。”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 各位武林
盟友，欢迎各位参加第六届第三十八
次武林盟友代表大会。我就是此次大
会主办方、赞助商兼首席新闻发言人。
我姓债，叫债主⋯⋯”曾风靡话剧界，
让数十万观众狂热追捧的台词终于在
阔别三年之后，重现上海话剧舞台。

昨天下午，记者在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的排练厅里看到，新版话剧《 武
林外传》 的复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中，复排导演徐紫东、复排编舞王
海鹰、新版演员兰海蒙、李梓溪、李传
缨、黄晨、王俊东、许子皓、王洛西等
即将重现“ 武林神话”！

话剧版《 武林外传》作为同名电
视剧的前传，讲述的是佟掌柜的未婚
夫———前衡山派掌门莫小宝和风尘
女子定春之间的爱情故事，在风格上
延续了电视剧版搞笑幽默、借古讽今

的特点，但结构更为紧凑。
沉寂三年之后，话剧《 武林外

传》再度重返舞台，在搞笑话剧遍地
开花的当下，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
力。开票当日，许多铁杆粉丝纷纷抢
票，重拾当年的美好回忆。

编剧宁财 神 与 总 导 演 何 念 在
2008年和2010年分别创作了“ 爱情
三部曲” 的第二部《 罗密欧与祝英
台》 以及终结篇《 21克拉》，并在
2010年进行了三部曲的全国巡演。此
次“ 爱情三部曲”的回归，是沉寂三
年后的又一次爆发，特别是首部《 武
林外传》在沪上已多年未演。

据悉，“ 宁财神·何念爱情三部
曲” 将从2013年2月14日上演至4月
14日，首部《 武林外传》的演出时间
为2013年2月14日至3月10日，地点为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

《 魔法偶像》选手左眼炸伤 评委刘谦也曾“ 失手”割伤

新版话剧《 武林外传》重归江湖

著名作家路遥不会想到，在自己离世20多年后，还会遭遇“ 绑架”。最近几日，路遥女儿路茗茗一直在为阻止
“ 路遥文学奖”的成立和运作而奔走呼吁，但是奖项主办方却欲强行推动评选。

记者注意到，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各地文学奖风起云涌。于是，一些当地名人便免不了惨遭“ 绑
架”，成为文学奖的名称。其中不乏曹雪芹、施耐庵等一些古人。 本报记者 郦亮

古人的不幸：曹公、施公都遭利用
近年各地都热衷办文学奖，以

此宣传地方文化，发展地方经济。文
学奖都需要有个名字，于是当地一
些名人便纷纷成为“ 候选”。这些文
学奖评选过程往往不那么纯粹，有
时为了获得奖金来源，主办方不得
不与商家合作，结果导致暗箱操作、
关系拉票等问题层出不穷。

因为害怕这类文学奖有损自己
的声誉，很多名人或名人后人反对

被文学奖“ 绑架”。但事实上，除了
巴金（ 巴金在世时，曾有人提出设立
巴金文学奖，被巴老一口回绝）等少
数几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大师能推脱
得掉，大部分名家只能忍气吞声地
接受，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
出“ 牺牲”。

但无论如何，名人的反对声依
然存在，如路遥女儿路茗茗还公开
呼吁社会单位不要给路遥文学奖捐

款，所以转而向“ 默不作声”的古人
“ 借名”，也就成了一些文学奖的新

选择。
据记者统计，现在各地已有曹

雪芹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蒲松龄
文学奖、罗贯中文学奖、杜甫文学
奖、吴承恩文学奖、关汉卿奖等各色
以古代文学大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不下十几种。这些古代名家只能任
自己的名字被后人玩弄。

文坛的不幸：名人资源被损耗殆尽
在这场“ 绑架运动”中，不幸的首

先是名人自己。他们用天才的创作赢
得了历史的声誉，这一切却因遭“ 绑
架”而毁于一旦。当然这更是文坛的
不幸———几千年积淀的名人底蕴，就
在几年之中被玩弄损耗殆尽。一旦文

学奖出现腐败，到时名人之名恐怕不
再仅仅是美名，也有可能是臭名。

不过，法律界人士告诉本报记
者，健在或者去世不久的名人尚有
挽回局面的可能。按照法律规定，他
们的后人完全可以用维护“ 姓名

权”的方式叫停文学奖的“ 绑架”。
而一旦文学奖出现丑闻，他们也可
以通过法律来捍卫自己的“ 名誉
权”。但对于已进入古人范畴的曹雪
芹、施耐庵、杜甫等人，现有法律则
无法保护他们。

话剧版《 武林外传》勾起铁杆粉丝的回忆。

▲四强魔术精英由“ 鸽子王”林
坤毅、“ 魔术怪咖” 彭春豪、“ 为魔术
放弃爱情”的司徒健翔、“ 魔术情侣”
周宇组成。

!知名魔术师刘谦、阿根廷魔术
王子Mirko、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台湾
知名主播黄子佼、SMG主持人豆豆组
成评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