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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文学院“
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座活动启动

李敬泽解读《红楼梦》的四个读者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琳）昨
天，十月文学院大型系列文学讲
座活动“名家讲经典”在北京十
月文学院（佑圣寺）举办了首场
讲座。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作为首讲嘉宾，以
“《红楼梦》的几个读者”为题，与
读者分享了经典名著《红楼梦》。
李敬泽在讲述过程中提出《红楼
梦》有四个读者，分别是脂砚斋、
茅盾、许世友和自己的母亲。
在首场“名家讲经典”上，李
敬泽开门见山，从《红楼梦》的第
一个读者脂砚斋开讲，“ 脂砚斋
到底是谁呢？胡适先生做了大
胆假设，他说脂砚斋很可能就
是爱吃胭脂的公子哥儿，也就
是贾宝玉，也就是曹雪芹自己。
听上去有点怪，但是胡适很严
肃，不是开玩笑。”李敬泽讲到
的第二个读者是茅盾，茅盾早
年出过一个节本《红楼梦》，“比
较原来未被删节的《红楼梦》，
我们就能理解新文化运动所引
进的现实主义原则。现实主义
小说和中国传统之间到底有哪
些是和的，哪些是不和的？茅盾
先生做的就是这件事，和的留
下，不和的去掉。”第三个读者
是许世友将军，“这位武将识字
不是很多，就请当时南京大学
研究宋元明清文学的吴新雷教
授做了一个 5万字的压缩本，

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惠民低票价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荀觅）

必须是压缩饼干，必须是原话，
整体瘦身，整体压缩，可想而知
至少诗词歌赋都压缩掉了，但
《葬花吟》留下了。”第四个读者
是李敬泽的母亲，“ 从我有记忆
开始她就是个《红楼梦》的狂热
爱好者，整天读《红楼梦》，她对
宝玉、黛玉没有什么感觉，主要
喜欢凤姐、探春。”李敬泽称母
亲这位读者可谓是芥■之微，
但她代表的是亿万普通读者，

也正说明了《红楼梦》在两百多
年中在无数芥■之微的读者中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名家讲经典”系列文学讲
座活动首轮讲座数量将达到 20
场左右，每期邀请一位名家，在
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家作品的解
读中体味文学艺术的魅力与奥
妙。李敬泽之后，王蒙、格非、施
战军、潘凯雄、孟繁华、张清华等
作家将先后开讲。

设计周推出多个城市更新项目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硕）近
日，北京国际设计周宣布，2017
年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 9月 21
日至 10月 7日举行，设计周将
针对“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一北
京城市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推
出青龙胡同创意社区改造、白塔
寺再生计划等多个城市更新项
目，意图通过设计服务来实现城
市街区的更新。
今年北京国际设计周将继
续秉持“设计之都·智慧城市”的
理念，以“设计＋”为主题，汇集
全球创新设计资源，为城市发展

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北京国际设计周策划总监曾辉
介绍，今年设计周将在覆盖京津
冀的各大文化创意场所集中展
示、推介创意设计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的创新成果，包括设计之
夜、主题展览、主宾城市、设计博
览会、经典设计奖等 10项主体
内容。所有主体内容将全部面向
社会和行业进行项目合作与招
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设计周
将针对“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一
北京城市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推出青龙胡同创意社区改造、白

塔寺再生计划等多个城市更新
项目，探索如何通过设计服务来
实现城市街区的更新。
除此之外，本届设计周还
将去年的设计市场板块拓展为
设计博览会，与北京惠民文化
消费季合作，以“定制设计”为
主题、以家庭消费为服务对象，
通过会展、洽商、设计定制嘉年
华等活动方式，带动珠宝、家
居、时尚等门类的定制设计，衔
接起设计产业上下游资源，整
合设计、制造等多方资源形成
创新市场平台。

刘恒点评青春文学女作家——
—

八月长安具有张爱玲的灵气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琳）

近日，青春文学女作家八月长
安带着首部散文集《时间的女
儿》在京亮相，现场邀请到作家
刘恒，围绕青春文学创作、作家
的孤独感、时间的宠儿等话题
展开对谈。八月长安称他们全
家都是《贫嘴张大民》的粉丝。
“贫嘴张大民真的是一个特别
有光彩的平凡人。”而刘恒则几
番表示八月长安的文字有张爱
玲的犀利和灵气，但没有她的
阴郁和冷。
在《时间的女儿》中，八月长
安回忆了自己青春时期的闺蜜、

损友、表姐、学业上的对手、喜欢
的男生，以及当时身边长辈的各
种不完美——
—公开学生隐私的
班主任、性情刚硬的妈妈、不善
表达的爸爸、重男轻女的奶奶。
“我几乎不太写现在还在我生活
当中的人，我写的那些人基本上
都是或多或少远离我生活了，原
因之一是我不希望别人受到打
扰，你不能为了自己卖书，把朋
友都卖了。”
刘恒点评八月长安时，称她
的文字有张爱玲的灵气和犀利，
“这个孩子非常有才华，对文字
的支配非常犀利。但她确实没有

张爱玲那种阴郁那种冷，这个比
较招人喜欢。”刘恒建议称，如果
八月长安想再让自己这个流星
更加闪亮，得直面人生的痛苦，
“终极痛苦会把你生活所有方方
面面全打成烙印，这个时候你的
文字会刻下更深的刻度，会更加
闪亮。”面对刘恒的评价，八月长
安称，自己有点坐不住，她看张
爱玲的时间很晚，少年时代影响
最大的作家是迟子建，“ 因为我
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痕迹，他是漠
河北极村出生的，以前也写过一
个散文集叫《北极村童话》，后来
很多小说我都有追有去看。”

由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和
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八届
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 5月 11
日至 29日在江苏南京举办，
全国 24个省区市、34个京剧
表演团体的 29台剧目、5台武
戏折子戏专场（22个折子戏）
和 3台祝贺演出剧目将参加京
剧艺术节。
本届京剧艺术节开幕演出
剧目为江苏大剧院的《青衣》，
闭幕演出剧目为江苏省演艺集
团京剧院的《向农》。艺术节中，
既有现代戏《西安事变》、《党的
女儿》、《浴火黎明》、《东极英
雄》等革命历史题材剧目，也有

《美丽人生》、《向农》、《在路上》
等当代现实题材剧目，还有《狄
青》、《陈廷敬》、《庄妃》、《赵武
灵王》等新编历史剧。此外，京
剧艺术节坚持“低票价”惠民原
则，全部票价在 10至 80元之
间，将精心组织京剧进基层、进
校园和京剧知识公益讲座等活
动。同时组委会每场将拿出部
分公益票，免费发放给老年人
和大中学校学生。京剧节期间，
还将组织戏迷票友、低收入人
群、高校学生统一观看演出。为
方便观众购票，京剧节组委会
开通网上选座购票，手机、
IPAD下载 APP，在线购票、微
信购票等方式。

美术馆迎来俄罗斯油画精品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硕）

近日，
“中国美术馆之夜：伏尔
加河之声”—中国美术馆藏
——
俄罗斯油画精品展专场活动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
“‘博物馆之夜’活动近几
年来在俄罗斯很流行。一年中
有一整夜，俄罗斯多数博物馆
免费对市民开放。今天的活动
跟俄罗斯‘博物馆之夜’活动
在意义和概念上非常相似，这
种展示有助于培养人民群众
对文化艺术的兴趣。”俄罗斯
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对
本次活动做出了生动的注解。
“晚上看艺术作品又特别有魅

力和风韵。”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表示，此次美术馆之夜是专门
为俄罗斯艺术大师作品的展
览命名的，大师们通过油画
的、艺术的语言发出他们的心
声，这个声音叫“伏尔加河之
声”。据悉，本次展览从馆藏
俄罗斯油画中精选 100件，
能够清晰呈现 20世纪以来
俄罗斯老、中、青三代艺术家
不同的风格面貌和创作特点。
所展俄罗斯油画大部分由刘
迅先生捐赠，一部分来源于路
德维希夫妇的捐赠。展览将持
续至 5月 7日。

百余作品展示姜洪书法墨韵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张硕）

近日，《空山新雨——
—姜洪书
法作品展》在民族文化宫展览
馆亮相。本次展览将展出著名
学者、书法家姜洪先生近年来
创作的书法作品一百余幅，其
中以姜洪最为偏重的行草作
品居多。
此次展品题材涉及古诗词
名句、近代伟人诗词以及作者

自创诗词书法，既有信札小品，
也有五米多长卷。姜洪在篆、
隶、楷、行、草等字体都有独到
的表现。策展人熊苏牧称，姜洪
在表现美的书写过程中将自己
的感受和心境通过用墨、书体、
笔势、技巧、布白进行创作甚至
再创造，
“这种对艺术美和个性
美的追求，在展览作品中得到
很好的体现。”

人人视频深耕海外内容社区
北京晨报讯（记者 冯遐）

“约会世界”人人视频品牌战
略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人
人视频 CEO周为民自 2014
年创立公司以来，首次正式对
外发布其品牌战略——
—打造
国内最大最专业的海外内容
社区。
自创立之初，人人视频就
瞄准美剧细分市场，锁定海外
内容观看人群。从美剧入手到

海外长短视频一网打尽，始终
坚持对内容的严格要求和产品
的精耕细作，除了产品技术上
的夯实，版权内容引进和视频
内容合作也令社区内容丰富度
不断提升。随着 B轮融资的完
成，人人视频期望把更多有趣、
实用、优质的海外视频内容通
过其最擅长的“翻译 ＋字幕”
带回到国内，让更多的人看到
也看懂海外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