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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把黑夜 / 烫了一个洞”刷屏朋友圈 孩子们的诗

“每一个字都让心柔软”
记者周满珍

回到地面

每一个字都让心柔软 ”
“看了莫名其妙地泪目 ”。 近日 ，
一组孩子写的诗 “ 刷屏 ” 朋友
圈 ，感动无数网友 ，不少微信公
众号转发诗歌的文章获得 “10
万+”点击 。 这些诗来自一本由
3-13 岁孩子写的诗集 《 孩子们
的诗 》。 诗集 10 月底上市不到
一个月 ，出版社就加印 5 次 ，单
条微博最高转发率达 7 万 。
“

朵朵（5 岁）

要是笑过了头
你就会飞到天上去
要想回到地面
你就必须做一件伤心事

原谅

铁头（8 岁）

春天来了
我去小溪边砸冰
把春天砸得头破血流
直淌眼泪
到了花开的时候
它就把那些事儿忘了
真正原谅了我

雪地上的羊

姜馨贺（11 岁）

奶奶家大门口的雪地上
总是拴着一只羊
每天
我都跑去喂它些菜叶
有时它突然胖了
有时它突然瘦了
有时它突然高了
有时它突然矮了
有时它突然大了
有时它突然小了
其实它并不是同一只羊
只是我把它当成同一只羊
来喂
而且我尽量不去看旁边那
个肉铺
以减少内心的悲伤

网友主动转发
微博话题阅读量过百万
《孩子们的诗》由果麦文化出品、浙江文艺出版社出
版，精选了七十多首小朋友写的诗。 小诗人们来自北京、
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广西、福建、内蒙古、新疆等全国
各地。
据了解，诗集 10 月底上市后，出品方并没有进行特别
的营销宣传。 7 岁的姜二嫚、5 岁的朵朵写的诗，被网友读
到，
“
惊为天人”，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上主动转发、分享。
演员陈坤也被感动，转发了朵朵的诗作《回到地面》，
“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要想回到地面，你必
须做一件伤心事”，这条微博获得了 4 万个赞，迅速成为
微博话题。
目前，《孩子们的诗》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已过百万，
朋友圈微信文章约 3700 条。其中，转发率最高的是“普通
笋头”的微博，转发达 7 万，不少网友纷纷在下面发起“组
团读诗”，有些网友还诗兴大发，自创童诗回复。“太棒了”
“这个冬天，童诗可以御寒”“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网友
们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孩子诗人的赞赏。
这些孩子们的诗当中，姜馨贺 4 岁时写的《很多》、朵
朵 5 岁时写的《回到地面》、王子乔 6 岁时所作《风在算
钱》、姜二嫚 7 岁作品《灯》、铁头 8 岁所写《原谅》、王芗远
12 岁所写《幸福》等，成为网友点赞和转发率最高的诗
作。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诗人张执浩认为，孩子们
的诗，是人生的阶段性记录。但没有哪一种人生会停顿在
童年状态，当生活逐渐复杂以后，写作者如何用诗歌反映
复杂的生活，又将面临考验。 童诗的存在，是对成人写作
的一种提醒。

小诗人姐妹花
创作拒绝大人润色

幸福

王芗远（12 岁）

母亲
给了哥哥五毛
妹妹四元
哥哥对初学算术的妹妹说
五毛的五比四元的四
大
让妹妹跟他换
妹妹欢快地允诺
谁也不知道
妹妹的幸福
姜二嫚和她的姐姐姜馨贺

“灯把黑夜 / 烫了一个洞”，小诗人姜二嫚写的《灯》，
被网友奉为神作，是点赞和转发最高的诗作之一。姜爸爸
姜志武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这首诗是他们
全家从深圳坐火车北上，窗外漆黑一片，引发了小诗人的
灵感而写成，二嫚在这趟火车上写了十几首诗。
姜二嫚和姐姐姜馨贺的诗，这次都被收入了《孩子们
的诗》，主要是她们 4—11 岁期间所创作。 姜志武告诉记
者，家中虽然有诗人姐妹花，但 95% 的朋友都不知道她们
写诗；自己的诗走红网络，姐妹俩并不怎么看重。
姜爸爸说，姐妹俩的写作，最初是无意识的，不会写
字时，都是女儿口述，他记下来，再读给女儿听，她们再指
出哪些需要修改。一开始她们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诗，但
所有的作品，女儿们都不接受父亲的润色。姜二嫚更加坚
决，会以“这诗我不要了”拒绝大人修改。
孩子的创作冲动、 审美标准的建立， 离不开大量阅
读。 姜志武和太太从小就引导两个女儿读了不少文学作
品，诗歌是其中一部分。现在姐妹俩有时很长一段时间不
写，有时一晚上写十几首，姜爸爸都顺其自然，“诗歌写作
不是被规定、被要求的”。
姜爸爸认为，发自内心亲近诗歌的孩子，或曾经亲近
过诗歌的孩子，诗歌营造的心灵田园和梦境，还有悲悯、
善良的情怀，对孩子的一生都重要。

姆巴佩

18 岁的姆巴佩打入欧冠 10 球创纪录

C 罗梅西都不如他
记者俞国伟

北京时间 6 日凌晨 ，欧冠最后一轮比赛 ，巴黎圣日耳曼客场 1 比 3 不敌拜仁慕尼
黑 。 巴黎唯一进球由不到 19 岁的小将姆巴佩打入 ，其个人欧冠进球数达到 10 个 ，成
为欧冠历史上打入 10 球的最年轻球员 。
超越亨利，刷新多项历史纪录
姆巴佩本赛季刚加盟巴黎， 上赛季
他代表摩纳哥打入 6 个欧冠进球， 本赛
季小组赛则为巴黎打入 4 球。
出生于 1998 年 12 月 20 日的姆巴
佩可谓当今足坛第一新人， 他的成长经
历就是在不断刷新纪录：2015 年， 姆巴
佩完成联赛首秀，以 16 岁零 347 天刷新
亨利在 21 年前创下的纪录，成为摩纳哥
队 史 上 完 成 首 秀 最 年 轻 的 球 员 ；2016
年，姆巴佩打进个人职业生涯第一球，以
17 岁零 62 天的年龄再次刷新亨利保持
的纪录， 成为摩纳哥队史上最年轻进球
球员。 2016- 17 赛季，姆巴佩在法甲共打

进 15 球，8 个助攻， 代表摩纳哥在各项
比赛中总共打进 26 球，奉献 11 次助攻。
对比一些足坛巨星的 18 岁，姆巴佩
有过之而无不及。18 岁的 C 罗刚加盟曼
联，出战 39 场比赛进了 6 球；梅西刚刚
升入巴萨的一线队， 出场 25 次打入 8
球；内马尔还在桑托斯等待欧洲的召唤；
能在数据上与姆巴佩一较高低的只有
“外星人”罗纳尔多和“风之子”欧文，前
者在 18 岁时代表埃因霍温在 33 场荷甲
联赛中打进 30 球， 获得联赛最佳射手；
后者在英超一个赛季出场 36 次攻入 18
球，获得联赛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

国内实力球员 18 岁也崭露头角
视线转向 18 岁的中国球员。效力于
德甲不莱梅的张玉宁，出生于 1997 年 1
月 5 日，18 岁时转会到荷甲维特斯，19
岁时上演荷甲首秀，19 岁 2 个月时斩获
个人荷甲首球。 1999 年 1 月 28 日出生
的刘若钒，号称“国足最牛接班人”，目前
效力于上海申花。 18 岁的他前不久“跳
级”入选了 U 22 国青队，是国青队中唯
一一名出生于 99 年的球员。
一般来讲， 职业球员到了 18 岁，身
体、技术和意识基本成型，这个时候如果

还没展现出超人一等的能力，后面再想有
多大作为已无太大可能。 当然，也不排除
有个别
“
大器晚成”的球员。
目前的国内球员， 得到球迷一致认
同的实力派，基本上也是在 18 岁左右就
已显现出不俗的能力。黄博文 2004 年代
表北京国安征战中超联赛， 打进联赛首
球时年仅 16 岁； 蒿俊闵 18 岁时已经在
天津泰达占据主力位置， 并获得中超联
赛最佳新秀奖；较早的孙继海、郑智，18
岁时都已经在自己的球队中独当一面。

“出口转内销”成本较高
里皮曾经说过， 中国球员相比欧美
球员成熟得更晚。 这一方面有生理上的
原因，也有足球水平发展程度的原因。
欧洲足球青训的普遍规律是：4 岁到
10 岁主要是兴趣和球性的培养；13 岁开
始正式组队并参加训练和比赛， 是球员
成长最重要的阶段；18 岁之后，球员步入
成年，将迎接高质量的对抗赛，进入职业
前的最后准备。 而中国球员到了需要系
统训练、迅速提高的阶段，却比较缺少高

质量的比赛。 因此，现在国内很多青少年
球员，到了十三四岁时选择留洋，以获得
更多的高质量比赛机会。 等到 20 岁左
右，再由国内球队“回购”。 这种“出口转
内销”的方式，能取得一些效果，但过高
的成本限制了绝大多数球员的发展。
据报道， 中国足协还将不断完善联
赛中的 U 23 新政，甚至还将推出 U 21 新
政， 这确实能让不少年轻球员在中超联
赛中得到极好的锻炼机会。

振兴武汉戏码头···

···

《射雕英雄传》将出英文版

武功招数如何译引网友关注
记者万建辉

国内媒体报道，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将出英
文版。 此前金庸小说的完整英译本只有《雪山飞狐》
《鹿鼎记》和《书剑恩仇录》。 消息一出，金庸作品的
读者和网友纷纷关心，九阴白骨爪、懒驴打滚、江南
七怪这些武功招数和侠客绰号，用英文怎么翻译？
据报道，此次英文版《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译者
是瑞典人郝玉青，她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中文，多年
从事翻译工作。
郝玉青从 2012 年开始翻译《射雕英雄传》第一
卷，日前她向媒体透露出一些武功译法，如梅超风
的“九阴白骨爪”， 译作 N ine Y in Skeleton C law
（直译：九阴骷髅爪），用骷髅（skeleton）代替白骨
（bone）。 这可能是考虑到“九阴白骨爪”最突出的特
点是被害者死后，头盖骨上会留下 5 个手指洞。
再 如 ，“懒 驴 打 滚 ” 直 译 作 “Lazy D onkey
R oll”。“江南七怪” 则译作“Seven Freaks of the
South（南方的七个怪人）”。

不少网友表示：“中文的博大精深，是英文所不
能阐述的，变味了。 ”但也有网友很期待译作，
“我们
强大的中文措辞，概念型的武术精髓，在英文里呈
现出来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气息！ ”还有“金庸迷”调
侃：早出英译本我的英语也不会这么差了！
至于《射雕英雄传》的书名，“雕”的译法用的是
“C ondor(秃鹫)”，而非通常的用法“Eagle(鹰)”。 郝玉
青认为，秃鹫虽为美洲的物种，但其体态及美感更
接近小说中的雕， 而且对西方读者来说，“C ondor
hero”念起来更有韵味。
对此，曾多次出版金庸作品点评集的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这些词语翻译成英文确实有难度，不但
有中、英文化的背景差异，更有中国武侠文化的特
殊性，翻译传达尽善尽美确属不易。
他说：“仅仅从透露出的这些难译的词语对应
的中文来说，我个人认为除了‘秃鹫英雄的传奇’缺

少了‘弯弓射雕’的意象外，其他翻译无可厚非。 当
然也不排除译者和出版商推销和广告概念。 ”
刘国辉还指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反映中国文
化传统意蕴，一定是翻译的难点。 能否翻译好，取决
于译者对中华文化、对汉语的理解熟悉程度，也取
决于译者英文的表达能力。
有些网友担心得很具体，如“降龙十八掌”“东
邪西毒南帝北丐”，网友“小仙 w b”更是提出：“四张
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 这怎么翻
译？ ”刘国辉认为，网友的担心源于对金庸作品的喜
爱，所谓“爱之深，担心之甚”。
为什么《射雕英雄传》至今才有英文版面世？ 刘
国辉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金庸作品在华人
世界影响很大，“有井水处，皆吟柳词”，在日本、韩
国、越南、缅甸等国家，也都有译本，读者众多。 但是
国际文化交流有许多偶然因素，并不是在中国影响
大的书就一定有其他国家的译本。

在美国 办了数千场中国戏曲演出

“文化推手”周龙章欲推汉剧楚剧登台纽约
周满珍

本报讯 （记者
）6 日， 中国戏曲海外推
手、美华艺术协会会长周龙章携书《戏梦纽约》来汉
与读者见面。 作为最早将中国戏曲带到美国的人，
他透露，2015 年武汉京剧院《三寸金莲》火爆纽约，
也有他的功劳。
出现在知音号读者见面会上的周龙章，看上去
非常年轻，一句“我头发的颜色是最流行的奶奶灰”
的开场，迅速拉近了他和读者的距离。 周龙章是个
狂热的戏曲爱好者，说到兴致处，即兴表演戏曲唱
段仍颇有水准。
周龙章告诉记者，他曾每年到美国各大中小学

免费授课四五十次， 告诉他们中国戏曲中的舞蹈、
服装有多美，并现场展示戏曲的唱练做打。 为了提
高听众的兴趣，周龙章还会带上两出戏，如《三岔
口》《拾玉镯》。 每个周末，他还会组织演员在哥伦布
公园免费演出。
周龙章在美办了数千场演出， 经他牵线搭桥，
很多外国观众第一次知道京剧、 黄梅戏、 越剧、昆
曲、粤剧等中国戏剧，戏曲大师张君秋、梅葆玖都曾
到纽约林肯中心登台演出。
2015 年， 武汉京剧院院长刘子微在纽约大
学 史 克 博 拉 艺 术 中 心 表 演 京 剧 《三 寸 金 莲》选

段。“当天上演的是‘赏莲会’精彩选段，没有背
景的贫家女戈金莲要通过赛小脚的‘赏莲会’成
为 当 家 女 主 人 ， 她 和 18 位 小 丫 鬟 踩 着 跷 满 台
跑，非常轰动。 ”周龙章记得当时《三寸金莲》是
来纽约参加中国京剧节，作为主办方，他还给刘
子微颁发了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演出大获成功
后， 武汉京剧院第二年再次到美国演出了全本
《三寸金莲》。
除了京剧，周龙章也很留意武汉的汉剧、楚剧，
他表示，如果有优秀曲目，非常乐意请他们到纽约
登台演出。

侯宇剧照

不当“
网红”扎实唱戏

青年老旦侯宇下月来汉《对花枪》
王娟

本报讯（记者
）戏曲舞台上文武
老生常见，而文武老旦难得。 6 日，北京
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侯宇在汉透
露，一月后她将带着大戏《对花枪》在中
南剧场和武汉戏迷见面， 一展文武老旦
的风采。
出身梨园世家的侯宇是“85 后”，外
形青春靓丽，常常被人说“长了一张青衣
的脸”，她却对老旦行当情有独钟。 她先
后师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鸣岩、 赵葆秀
和郑子茹三位老师， 既继承了传统的老
旦唱法，又吸收了当代的唱腔风格，成为
新一代老旦演员中的佼佼者。
下月来汉亮相的《对花枪》，是由京
剧表演艺术家郑子茹于上世纪 80 年代
排演的经典剧目， 全剧讲述的是祖传花
枪绝技的姜桂枝和瓦岗寨英雄罗艺的一
段故事，剧中不仅有长达 23 分钟的“一
百句”和脍炙人口的“高拨子”精彩唱段，
更有老旦行当中罕见的扎靠开打戏份，
以此开创了“文武老旦”这一行当。 侯宇
介绍，她此次来汉演出的《对花枪》，由郑
子茹老师亲授， 同时也经过了五六年的
打磨：“这个戏突破了老旦的戏路， 对演

员要求特别高， 不仅要有深厚的文戏功
底去呈现人物复杂的情感， 也有武戏的
基本功。我从二十出头学这个戏，到现在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舞台的技术和经验，
都比过去成熟、细腻得多。”在她看来，这
出戏既保留了传统京剧的韵味， 唱腔上
也融入了大鼓、 小曲等京味儿的元素：
“这出戏为什么能在众多新编戏中传下
来？就是因为它没有违背京剧的规律，也
有自己的创造， 我们现在总说戏曲要继
承传统和创新，首先要尊重传统的东西，
采取的任何手段都不能违背这些规律。”
尽管戏曲界不乏演员推出各种时尚、跨
界之作，上娱乐节目，侯宇却毫不心动：
“我没想过要通过当网红来吸引人关注
京剧， 只想在舞台上扎扎实实留下一部
艺术作品，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
侯宇对武汉并不陌生，20 年前就曾
和穆宇等“四小须生”来汉演出，至今还
记得武汉戏迷热情的呐喊声：“武汉是京
剧的发源地之一，戏迷都特别懂戏，我们
那场演出连站票都卖光了， 一开唱台下
全是掌声，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能把我的
大戏带到武汉来和戏迷们见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