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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赵挺时，记者明显感受到他的言语和举止中无不洋溢青春、自由、热爱的气息，尽管，
1988年出生的他总是强调这是过去的他。

赵挺爱好写作、旅游、玩卡丁车，尤其是写作，从小就喜欢写写写，而且已有把爱好发展成
事业的趋势，著有《寻找绿日乐队》《我与世界无关》《南方，慢速公路》《孤独车手》《外婆的英
雄世界》等文学作品。2019年，他凭借短篇小说《上海动物园》获得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
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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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周力）香港
100越野赛、崇礼168国际超级越野赛、喜马
拉雅极限挑战赛……在越野选手的心目中，有
不少值得参加的赛事。如今，奉化“江南百英
里”雪窦山越野赛，也成了这样的品牌赛事
——中国知名《户外探险OUTDOOR》通过采
访从业者和参赛者，并进行众多维度评选，于
1月22日公布了2020年户外运动爱好者们心
目中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内越野赛，“江南百
英里”雪窦山越野赛榜上有名。

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国内越野跑赛季
仅有半年时间，但仍有许多优质比赛在此期间
成功举办，“江南百英里”雪窦山越野赛就是其
中之一。

该项赛事是长三角唯一的百英里赛事，也
是一场没有报名门槛、没有强制装备的比赛。
2019 年该项赛事百英里组完赛率高达
80.45%，居国内同类赛事之首。

原本每年4月举行的“江南百英里”雪窦山
越野赛，2020年因疫情延期半年，至11月13日
进行。以往一路山花烂漫的最美赛道没能在
2020年呈现，虽然令参赛者略感遗憾，不过也
由此避过了梅雨季节，进一步降低了赛道难度。

“江南百英里”雪窦山越野赛主办方的观
点是“我们强调不设限，因为所有的平庸，都是
自我设限”。不过“江南百英里”赛道7428米
的爬升，与其姐妹赛事“江南之巅百公里”的逾
万米爬升形成鲜明对比。加上无参赛门槛的
设定，使其成为众多越野爱好者心中的百英里
赛事首选。

最近两三年创作迎来丰收

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于
2019年1月启动，从《西湖》和全国其他文学
刊物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发表的中短
篇小说中选择6部进入终评，最终，赵挺和
其他两名青年作家获得了“西湖·中国新锐
文学奖”。他的短篇小说《上海动物园》充斥
着幽默、自嘲、反讽、荒诞，赵挺以一贯的语
调，写出了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困境。评委
会认为，尽管现实很无奈，但赵挺并不绝望，
始终以一种温暖的、同情的态度体察着一
切，看着他人也看着自己。在这个意义上，
他是这一代青年的精神写照。

过去两三年，赵挺在写作上迎来了一波
丰收。除了获得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
学奖”，2018年在《西湖》文学月刊的“新锐”
栏目刊发《青年旅馆》和《逃跑公路》两篇小
说；2019年3月，出版散文随笔《外婆的英雄
世界》，目前已售出2万多册；2020年，《收
获》杂志推出青年专号，刊发当前最有潜力
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赵挺排在了第一位。

赵挺：已有作品拟拍成影视剧
③

任何的成功，都是量变到质变的积累。
小时候，因为父母忙于工作，赵挺在外婆

家长大。这也是他日后写《外婆的英雄世界》
的素材来源。

和许多小伙伴一样，童年时的赵挺也喜
欢到处疯玩，但他更喜欢看书。“寒暑假时，经
常去书店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世界名著、武
侠小说、言情小说、知识百科等什么书都看。”
赵挺回忆说，书看多了，自然幻想着自己也能
像这些作者一样写书，但不知道从何下手。

高中时，赵挺读到了王小波的书，犹如醍
醐灌顶，一下子认准了这就是自己想要的风
格。他开始提笔，一口气写了一篇10多万字
的小说。这篇被现在的赵挺称之为“庸俗”的
长篇小说虽然没有发表，但他因此认识了宁
波《文学港》杂志社的编辑老师，也让老师们

看到了他的潜力。老师们鼓励他多写多投
稿。高三时，赵挺的一首小诗在《文学港》杂
志发表，这是他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
作品，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大学毕业后，
赵挺再次和《文学港》结缘，到杂志社当了5年
半的编辑。

在赵挺的作品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
格，其一是以《外婆的英雄世界》为代表的温
暖、柔情风格，其二是以《上海动物园》为代表
的幽默、荒诞风格。赵挺表示，会在今后的创
作中一如既往地延续这两种风格，不会为了迎
合市场而去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当然，他也
绝不是无视市场。当前，影视作品带动文学创
作风头正劲。赵挺透露，已和相关影视公司接
触，准备把作品拍成影视剧，让喜欢自己作品
的人看到更多面的自己。 记者 贺艳

高三那年发表第一篇作品

奉化“江南百英里”
上榜国内十大越野赛

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赵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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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3D第2021025期：2 8 0
七乐彩第2021011期：01 06 09 13 14 15
21 29
6+1第2021011期：4 3 3 2 6 4 龙
15选5第2021025期：04 06 07 09 11
快乐8第2021025期：02 08 11 13 15 17
18 20 25 26 29 30 37 45 50 51 52 60
63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