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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青年画院承办的“写意中国——2017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中国画作品展”在京举
行。参加此次展览的青年美术家共80人，参展作品共计160件。作为一年一度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国国家画院青
年画院秉持推动美术创作、发现美术人才、推进美术创新的原则，致力于为青年美术家提供交流的高水准平台，积
极倡导青年艺术家在创作研究中保持探索精神。此次参展艺术家以“70后”为主，大多数作品以小品形式展现。
主办方希望通过展览能让更多观众了解青年美术家当下的创作态势，及他们的创作才情与活力，也号召广大青年
艺术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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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长篇小说

《铁记庄园》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出席并讲

话。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作品的文

学特色、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

分析解读。

时林圣、陈志君创作的《铁记庄

园》近 50 万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小说以长江下游某滨江小城

一个旧式庄园里发生的故事为主

线，描写了三代人的生活轨迹和命

运经历，塑造了一位守寡母亲及其

三个儿子奋发励志、不畏困难、勇

于探索、不断追求的性格特征。作

品时间跨度达30余年，从一个侧面

生动展现了一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变迁的多彩画卷。

与会者认为，《铁记庄园》承接了古典小说的优良

传统，以层层推进的形式展开故事情节，是一部结构宏

大的家族小说，实现了历史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的有机融合。铁记庄园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沉

浮，既折射出人们认知的演变历程，也是社会发展进步

的缩影。作品人物众多、线索繁杂，农村各色人物的生

活形成错综复杂的碰撞冲突。其中既有通俗平实的故

事讲述，又有鲜活生动的人物描写，颇富立体感和可读

性。作品对民族文化和地方风情的生动描绘，同样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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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市文联主办，《芒种》杂

志社承办的“芒种文学沈阳论坛——《长大一相逢》与津子围小说创作研讨

会”在沈阳举行。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滕贞甫、《芒种》杂志主编张启智、沈阳

市文联副主席王英辉与孟繁华、白烨、贺绍俊、程光炜、张清华、陈福民、张

柠、岳雯等专家学者围绕作家津子围的小说创作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就当

下文学创作的现状及问题与沈阳作家进行了对话。

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津子围，已出版长篇小说《收获季》《口

袋里的美国》《童年书》等14部，中篇小说集《大戏》等6部，中篇新作《长

大一相逢》发表于《芒种》2017年第11期。

与会专家谈到，《长大一相逢》聚焦当代家庭生活内部以及家庭成员

之间的深层关系，由此深入审视现代家族传统、家族意识的瓦解以及人

性幽微之处。小说虽不足4万字，却有丰厚的容量和重要的主题价值。作

家通过刻画一个现代文明进程中家庭细胞的改变，表达了对现代文明、

传统价值与伦理观的反思，同时表现出一种自我解剖的勇气和精神。小

说中的人物关系复杂、个性独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细节处散发着生活

的智慧光芒，是近年来国内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行 超）

津子围小说创作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湖南

作协、作家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余红长篇小说《从未

走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协创研部

主任何向阳、湖南作协主席王跃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及十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主持。

湖南作家余红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其新作《从未走远》是2015年度

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曾刊载于《长篇小说选刊》，后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作品讲述了“90后”一代在科技创业中茁壮成长的励志故事，内容

涉及自主创业、绿色科技、环境保护等方面，展现了当代青年在事业与

爱情上的“不忘初心”。作者表示，《从未走远》的创作是自己把触觉伸

向新时代的一次体验，也是把身心融入大自然的一次洗涤。

与会者认为，余红始终坚持现实题材长篇创作，在当下青年作家中

表现突出。《从未走远》在主题、故事、人物、意蕴等多方面都紧跟新时代

的社会变迁，精准把握新生活的内在脉动，为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如何更

好地塑造时代新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作品在事业

线与情感线的相互交织中，生动展现了志在科技创业的青年一代的感人

形象，深情歌吟了主人公百折不挠、砥砺前行、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奋斗

精神，是一部接地气、有生气、扬正气的佳作。女主人公叶子琴集坚韧、

勇敢、智慧于一身，彰显了新时代年轻人的正能量。

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专家研讨余红长篇小说《从未走远》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月7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

办、江苏省兴化市委宣传部承办的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

行榜在江苏省兴化市揭晓。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

说共计25部上榜作品，综合体现了2017年度中国小说

创作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水准。

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已持续评

选18届。在2017年度小说作品的评选中，汪政、李国

平、陈公仲、李星、毕光明、王春林、郭宝亮等来自全国各

地的21位评委，在公平、公正、准确的原则指导下，经过

严肃认真、细致深入的遴选和讨论，遵循严格投票程序，

最终评出25部上榜作品。其中，刘庆的《唇典》、鲁敏的

《奔月》、张翎的《劳燕》、石一枫的《心灵外史》、范迁的《锦

瑟》5部作品入选长篇小说榜；王安忆的《向西，向西，向

南》、陈仓的《摩擦取火》、孙频的《松林夜宴图》、刘建东的

《丹麦奶糖》、徐贵祥的《鲜花岭上鲜花开》等10部作品入

选中篇小说榜；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毕飞宇的

《两瓶酒》、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万玛才旦的《气球》、

李延青的《匠人》等10部作品入选短篇小说榜。据介绍，

本次排行榜的上榜作品将由21世纪出版社结集出版。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表示，本年度的中国小说学

会排行榜与近期已出的一些排行榜相比，上榜作品很少

重复、交叉，恰好说明本年度小说作品可供选择的对象之

丰富，文学创作持续繁荣的景象可喜可贺。中国小说学

会排行榜作为国内举办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

排行榜，在评选中突出了一贯的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

特色，努力发扬学术民主，大力发现优秀之作。从上榜作

品的阵容来看，涌现出了不少新鲜面孔，青年作家们表现

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强化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和思索，叙事

技巧、人生阅历和艺术功力进步明显，能够传达出比较丰

富驳杂的城乡人生经验，展现时代精神。几代作家正在

突破代际局限，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写作世界。上榜作品

中现实题材占了很大分量。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正在成为作家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利民表示，文学是社会

的一根敏锐的感应神经。社会繁多复杂的信息，无论是

外在的物质现实，还是内在的精神悸动，都会在文学里得

以精微而独到的审美呈现。对现实的深重关切，一直是

新世纪文学的主流。这在2017年的小说创作中，仍然体

现得非常鲜明。在承接现实关怀的同时，作家们也普遍

拓展了思想的视界和景深，力图在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审

美空间中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文化、

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2017年集中涌现的一批战争题

材小说，也显示出多元化的人性视野、历史视野和世界视

野的交织互补。与思想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相伴随

的，是作家们的文体创造意识的增强。现实主义虽然是

新世纪小说的基石，但这种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发展

的、开放的、包容的现实主义，一种勇于也擅于不断容纳

新质，却又与本土经验紧密咬合的现实主义。而从作家

的群体构成来说，“70后”、“80后”作家迅速成长，“50

后”、“60后”作家继续稳扎稳打，风度从容。他们共同构

成了当前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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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年12月31日，由中国萧军研究会

主办的萧军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中国

现代文学馆举行。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致信祝贺。

中国萧军研究会会长王治国、常务副会长萧鸣致辞，

孙健、昌业廷、杨廷欣、峭岩、艾克拜尔·米吉提、曾凡

华、刘力、丁慨然等100余位文学艺术界人士与会座

谈。会上，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了诗朗诵、歌曲演唱

等节目，书画家们创作了书画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

对萧军的缅怀和敬意。

萧军原名刘鸿霖，1907年出生于辽宁，1925年开

始军旅生涯，1932年在哈尔滨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

学创作。经过近一年努力，他创作完成了抗战题材长

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真实再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

北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

奋战的感人事迹，引发强烈反响。1940年到达延安

后，他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日报》主编、鲁迅艺术文

学院教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萧军继续从事文学艺

术的研究，并创作了京剧《武王伐纣》、长篇小说《五月

的矿山》《过去的时代》等作品。 （欣 闻）

本报讯 1月4日，“致敬海南——全国知名诗人海南行”座谈会在

海口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海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韩少功，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孔德明，中共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忠云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孔见、梁平、杨克、李琦、刘福春、叶明等作家诗人50余人

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主持。

由《诗刊》社、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主办的“致敬海南——全

国知名诗人海南行”采访活动是“致敬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诗歌征集活动”的主体活动之一。此次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作

家诗人深入海口、琼海、陵水、三亚等市县，以亲身体验的所见所闻所感，

触摸海南开放发展的脉络，探寻海南的文化内核，挖掘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年来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与会诗人表示，他们将利用此次采风活动，讲好海南故事，写好海南

诗篇，宣传和反映海南特区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建设成就、风土人情、

地理风光等，讴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

光辉成就，推介宣传海南，为海南留下一笔优质的精神财富，让诗歌成为

海南的又一张文化名片，为美好新海南增添一份诗意，更好地为海南发

展建设聚集向上的能量。 （李墨波）

用诗歌致敬海南
“致敬海南——全国知名诗人海南行”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锋利修辞——周晓枫、李修文、张

莉散文写作三人谈”活动在京举行。三位作家结合各自

的作品探讨了修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散文写作的存在

意义与价值。

对谈中，三位作家谈到了传统文化对于散文写作的

重要性。李修文认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待情

感的态度，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中，我们的很多情感没

有办法准确表达。今天的写作者，要寻找中国式情感

的表达方式。周晓枫谈道，当前我们批评文学作品里

没有情怀，其实首先是没有“情”，自然无法生长出那

个“怀”。而“情感力量让我们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宽

广，而不是越来越狭隘和自私”。张莉则从中国古代

文学批评的传统观照修辞与传统的关系。她认为中国

的文学批评的传统其实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知音

关系，只有当批评家与作家二者之间同声共契，才能相

互照亮。

三位作家都表示，“准确”是修辞最重要的要求。周

晓枫认为用词的准确与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写作者内

心的诚恳，她认为，“修辞立其诚。学习一百种表达方法

当然好，但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

学习到的，就是一百种说谎的技术花样”。李修文则谈

到，“准确执行你自己的美学认识，我觉得可能是散文最

重要的。”张莉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待修辞的准确性，她

说，“今天的批评家尤其要掌握修辞的分寸。要做到不

虚美，不隐恶。好的批评修辞不是花团锦簇，而是要坦

率诚实，卓有识见。”

（化 城）

本报讯 为招商引资、精准扶贫四处奔波的基层

干部，搏击长空、柔中有刚的女飞行员，回乡建设的企

业家，眷恋故土的农民工，北京街头有情有义卖驴打

滚的小贩……2018年第1期的《民族文学》汉文版以

开阔多元的题材、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开启了该刊

新年新气象。

今年1月是《民族文学》汉文版创刊37周年。为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该刊新年第1期再次刊载了

习仲勋同志1991年 1月10日给《民族文学》创刊10

周年的贺信，习仲勋同志在贺信中指出，“少数民族

文学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

《民族文学》的创刊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坛的一件盛

事，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发生了巨变。《民族文学》

从新年第1期起开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栏，

以刊发反映时代变迁和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成就

的作品。专栏开篇推出了以呈现现实风貌、弘扬时

代精神为主旨的仡佬族作家王华的小说《在路上》。

作品长达7万多字，从一个县级工业园区的筹建工作

入手，直面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努力和奋斗，具

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艺术特色。为创作这部

作品，作者王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返回家

乡——被原国家机械委质量司命名为“中国吉他制

造之乡”的贵州省正安县深入体验生活，掌握了大量

第一手素材，数次修改，最终以个性鲜明的人物、饱

满丰富的细节刻画出现实生活的生动图景。小说被

评论家誉为正面书写和正面刻画脱贫攻坚战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部“带给人们温暖的前景、光

明的希望”，具有“美好明丽的品质和成色”的作品。

现已有影视和戏剧改编计划。

达斡尔族作家巴图桑的《天地线·蜜蜂》亦是从亲

身经历的军旅生活中采撷的小说佳作。巴图桑是一

名退役空军飞行员，他的这两篇小说揭开了充满神秘

色彩的空军飞行员生活面纱，描写了飞行训练的紧张

情景，也表现出人民空军飞行员刚强的心理素质和善

良的高贵品质，他们在蓝天上的镇定与无畏，正是来

自平日艰苦和惊心动魄的训练，来自内心对生命的尊

重与呵护。“80后”壮族作家潘小楼的小说《下尧电话

屋》、满族作者李晶与李强的京味小说《孙大圣和他的

驴打滚儿》、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太阳 月亮》、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山水之间》等作品也都根植

于悠长的文化血脉，积极回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

展现少数民族作家为人民代言、为时代抒写的情怀与

担当。

该刊第1期还特邀评论家李朝全、张柱林、李林

荣、刘广远分别撰写了佳作点评、2017《民族文学》小

说、散文、诗歌综述，论述精当，观点鲜明，兼具深度与

广度，亦为此期的亮点。 （孙 卓）

《民族文学》展现新年新气象

三作家研讨
修辞与散文写作

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
书刊发行业协会主管主办的
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1月 11
日至13日举行。本届订货会
共销售展位2434个，参展单
位736家。这是党的十九大
闭幕后，全国图书出版发行
界全面展示图书出版行业新
气象、新面貌的重要活动。
本届订货会设立了“十八大
以来优秀政治读物、十九大
图书文献”专门展区，还集中
展示了2017年以来的新书和
精品图书近50万种。订货会
期间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

（王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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