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综合消息（记者 王觅） 新春佳节蕴

含和承载着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传递着和谐、共

享、团聚、欢乐、感恩等理念和情怀，不仅是中华民

族迎祥纳福、欢聚相庆的好日子，也是展示年俗、

享受乡情的好机会。戊戌狗年新春到来之际，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营造出浓郁的年味儿。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期集中推出多个精心策

划的展览。1月30日，以国博馆藏文物为基础举

办的“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与观

众见面，100余件饱蕴生肖年俗文化的展品营

造出吉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展览将持续至3月

30日。春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

众基础，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

2月2日，由国博与中国书协联合主办的“戊戌

新章——国博春联展”在京开幕。此次展览共展

出50幅春联作品，字体丰富多样，艺术风貌纷

呈。主办方表示，举办此次展览，旨在用春联这

一蕴含民族文化传承和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来

辞旧迎新，表达广大书法艺术工作者对新时代

美好生活的热切期望和衷心祝福。展览将持续

至3月31日。

2月2日，国家图书馆2018年春节系列活

动全面启动。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国图亮

宝——看《永乐大典》迎戊戌新年”于2月8日

至3月2日举行。其间，国图精选《永乐大典》部

分珍品在稽古厅集中向广大读者开放，并邀请

读者一起抄写其中的经典篇章，让大众亲近、感

受和了解经典。为在传统节日期间让读者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国图协同国图协同3333家家

省级图书馆及各地方公共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及各地方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图少年儿童图

书馆书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机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机构，，并充分并充分

利用新媒体利用新媒体、、新科技的传播与互动手段新科技的传播与互动手段，，面向全面向全

国人民及海外华人开展主题为国人民及海外华人开展主题为““走进新时代的走进新时代的

图书馆图书馆””春节系列活动春节系列活动，，共度传统民俗与现代信共度传统民俗与现代信

息技术相交融的息技术相交融的““文化新年文化新年””。。此外此外，，国图还将陆国图还将陆

续推出年俗文化展续推出年俗文化展、、““名家带你写春联名家带你写春联””、、迎春音迎春音

乐会乐会、、““馆长拜年馆长拜年””、、““网络书香过大年网络书香过大年””、、在线摄在线摄

影征集影征集、、趣味闯关答题趣味闯关答题、、MM地铁地铁··图书馆图书馆““狗年狗年··

故事故事””主题等活动主题等活动。。

22月月55日日，，国家电网公司北京城区供电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北京城区供电公司

内书香墨韵内书香墨韵，，暖意融融暖意融融，，由中国电力作协和中国由中国电力作协和中国

电力书协联合主办的电力书协联合主办的“‘“‘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艺红色文艺

轻骑兵国网北京电力行轻骑兵国网北京电力行””活动在此举行活动在此举行。。孙兴孙兴

泉泉、、弓小平弓小平、、乔春起乔春起、、许忠许忠、、佟岩冰等电力作家佟岩冰等电力作家、、

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创作了创作了500500多幅具有电多幅具有电

力特色的新春联和力特色的新春联和““福福””字字。。中国电力作协副主中国电力作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王树民席兼秘书长王树民、、副主席潘飞副主席潘飞，，中国电力书协中国电力书协

副主席兼秘书长孙佩杰与北京城区供电公司领副主席兼秘书长孙佩杰与北京城区供电公司领

导将这些新春联送到一线职工手中导将这些新春联送到一线职工手中。。

作为首都文明办作为首都文明办、、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市文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市文

化局共同打造的一年一度的市民文化盛宴化局共同打造的一年一度的市民文化盛宴，，

20182018年年““我爱北京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市民新春联欢会””再推再推

精品精品。。22月月77日和日和1313日日，，““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专场音乐会

和和““共圆中国梦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先后上演专场演出先后上演，，为北京市为北京市

民奉上近民奉上近3030个高质量的节目个高质量的节目，，现场不时响起热现场不时响起热

烈掌声烈掌声。。在在““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上专场音乐会上，《，《十送红十送红

军军》《》《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等一首首朗朗上口等一首首朗朗上口

的经典歌曲的经典歌曲，，抒发了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祝福抒发了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祝福。。

““共圆中国梦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集结了专场演出集结了《《金狗迎春金狗迎春》《》《牙牙

拍舞拍舞··春之悦春之悦》《》《那片田埂那片情那片田埂那片情》》等原创作品等原创作品，，

展现了北京市民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向上向展现了北京市民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向上向

善的文明风采善的文明风采。。

新春佳节之际新春佳节之际，，国家大剧院特别推出了国家大剧院特别推出了55

台台2020场精彩演出场精彩演出，，陪伴广大观众在陪伴广大观众在““乐舞剧戏乐舞剧戏””

的艺术海洋中欢度戊戌狗年的艺术海洋中欢度戊戌狗年。。22月月 1717日至日至 2121

日日，，55支国内外知名艺术院团将相继亮相国家大支国内外知名艺术院团将相继亮相国家大

剧院剧院，，以舞蹈以舞蹈、、音乐音乐、、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送上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送上

诚挚的新年祝福诚挚的新年祝福。。其中其中，，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

说踢踏舞团将带来充满正能量与激情的踢踏舞说踢踏舞团将带来充满正能量与激情的踢踏舞

剧剧《《凯尔特传说凯尔特传说》。》。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将连续献北京管乐交响乐团将连续献

上上““牛仔拜年牛仔拜年”“”“花之舞花之舞”“”“拉德斯基进行时拉德斯基进行时””33台台

风格各异的主题音乐会风格各异的主题音乐会，，中国电影乐团也将以中国电影乐团也将以

““奔放的旋律奔放的旋律··拉丁之夜拉丁之夜””和和““宛若天籁宛若天籁··民谣更民谣更

流行流行””两台精致的音乐会奏响欢乐祥和的新年两台精致的音乐会奏响欢乐祥和的新年

之声之声。。北京京剧院众多梨园名家将先后登台北京京剧院众多梨园名家将先后登台，，为为

广大戏迷带来广大戏迷带来《《状元媒状元媒》《》《广泰庄广泰庄》《》《锁麟囊锁麟囊》《》《胭胭

脂宝褶脂宝褶》》等传统剧目等传统剧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打造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打造的

话剧话剧《《成语魔方四成语魔方四》》,,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小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小

观众们展现成语蕴涵的丰富智慧观众们展现成语蕴涵的丰富智慧。。

22月月77日日，，第六届第六届““圆梦之星圆梦之星””青少年环球春青少年环球春

节联欢晚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举节联欢晚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晨兴音乐厅举

行行。。此次活动以此次活动以““童心同梦迎盛世童心同梦迎盛世””为主题为主题，，分为分为

““忆童年忆童年”“”“圆梦想圆梦想”“”“享盛世享盛世”“”“颂未来颂未来””四大篇四大篇

章章，，节目主题鲜明节目主题鲜明，，内容异彩纷呈内容异彩纷呈。。来自全国各来自全国各

地的小朋友们表演了地的小朋友们表演了《《美丽的歌儿献给党美丽的歌儿献给党》《》《吉吉

祥颂祥颂》》等精彩节目等精彩节目，，陈爱莲陈爱莲、、杜春梅杜春梅、、蒋小涵蒋小涵、、邓邓

鼓鼓、、王嘉诚等艺术家和青年演员亦倾情加盟演王嘉诚等艺术家和青年演员亦倾情加盟演

出出。。据介绍据介绍，，作为一项大型艺术教育成果展示活作为一项大型艺术教育成果展示活

动动，，““圆梦之星圆梦之星””系列活动始终坚持以系列活动始终坚持以““撒阳光之撒阳光之

爱爱，，圆梦想舞台圆梦想舞台””为宗旨为宗旨，，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广

泛合作泛合作，，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对青少年的文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对青少年的文

化艺术熏陶化艺术熏陶，，鼓励他们努力实现心中梦想鼓励他们努力实现心中梦想。。

22月月88日至日至1313日日，，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

员会主办员会主办、、北京市曲剧团承办的北京第四届北京市曲剧团承办的北京第四届

（（20182018））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儿文化节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儿文化节

在天桥剧场举行在天桥剧场举行，，北京市曲剧团带来的北京市曲剧团带来的《《正红旗正红旗

下下》《》《龙须沟龙须沟》《》《花落花又开花落花又开》》三部曲剧作品先后三部曲剧作品先后

亮相亮相。。其中其中，，《《龙须沟龙须沟》》改编自老舍的同名作品改编自老舍的同名作品，，此此

次重排演出的主要演员均为青年班底次重排演出的主要演员均为青年班底，，以京腔京以京腔京

韵的形式展现了韵的形式展现了““龙须沟龙须沟””大杂院居民的生活变大杂院居民的生活变

化化。。全新创排的全新创排的《《花落花又开花落花又开》》剧本五易其稿剧本五易其稿，，内内

容贴近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容贴近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通过京郊农民的生通过京郊农民的生

活变化活变化，，艺术地折射了当下的城市化进程艺术地折射了当下的城市化进程。。此外此外，，

庙会期间还举办了小年民俗展庙会期间还举办了小年民俗展、、老舍生平展老舍生平展、、猜猜

灯谜等活动灯谜等活动，，并设立了北京曲剧衍生品并设立了北京曲剧衍生品、、画兔爷画兔爷、、

捏泥狗捏泥狗、、写春联写春联、、木板年画等展位木板年画等展位，，力求使观众力求使观众

““沉浸式沉浸式””体验老北京经典民俗和传统文化魅力体验老北京经典民俗和传统文化魅力。。

各地纷纷举办庙会各地纷纷举办庙会，，五彩缤纷的花灯五彩缤纷的花灯，，为春为春

节的到来营造了良好的气氛节的到来营造了良好的气氛。。此外此外，《，《捉妖记捉妖记22》》

《《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22》《》《西游记女儿国西游记女儿国》《》《红海行动红海行动》》等等

题材风格各异的电影扎堆贺岁档题材风格各异的电影扎堆贺岁档，，为观众们带为观众们带

来了浓浓的年味儿来了浓浓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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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在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时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向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
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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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新春文艺活动异彩纷呈戊戌新春文艺活动异彩纷呈

本报讯本报讯 新春将至新春将至，，铁凝铁凝、、

钱小芊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同钱小芊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同

志分别走志分别走访看望了在京的百余位访看望了在京的百余位

老作家老作家、、老同志及部分作家遗属老同志及部分作家遗属，，

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他们感谢他们

长期以来对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长期以来对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

的关心支持的关心支持，，衷心祝愿他们新春快衷心祝愿他们新春快

乐乐、、幸福安康幸福安康。。

中国作协春节走访百位作家中国作协春节走访百位作家

活动已坚持十余年活动已坚持十余年，，是中国作协联是中国作协联

络服务作家络服务作家、、听取意见建议的一项听取意见建议的一项

重要工作重要工作。。在一家一家在一家一家、、一户一户一户一户

的走访中的走访中，，铁凝铁凝、、钱小芊等同志向钱小芊等同志向

老作家老同志对文学事业作出的老作家老同志对文学事业作出的

贡献表达敬意贡献表达敬意，，亲切询问他们的身亲切询问他们的身

体体、、生活和创作情况生活和创作情况，，向他们介绍向他们介绍

了中国作协了中国作协 20172017 年工作进展和年工作进展和

20182018年年工作安排工作安排。。走走访中访中，，铁凝铁凝、、

钱小芊和党组书记处其他同志认钱小芊和党组书记处其他同志认

真听取老同志老作家的意见建议真听取老同志老作家的意见建议，，

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笔耕不辍笔耕不辍、、建建

言献策言献策，，继续为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继续为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贡献力量贡献力量。。

老作家老同志们纷纷表示老作家老同志们纷纷表示，，

每年新春的这份真诚问候让人每年新春的这份真诚问候让人倍倍

感期待和温暖感期待和温暖，，他们对铁凝同志和他们对铁凝同志和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长期以来对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长期以来对老

作家老同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作家老同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

他们还就抓住当前文学事业繁荣发他们还就抓住当前文学事业繁荣发

展的大好机遇展的大好机遇，，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组织广大作组织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扎根人

民民，，出精品出精品、、出人才出人才，，加强作协机加强作协机

关建设等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关建设等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和

建议建议。。

铁凝铁凝、、钱小芊等同志表示钱小芊等同志表示，，要要

切实关心老作家老同志的工作和切实关心老作家老同志的工作和

生活生活，，继承和发扬文学前辈的优良继承和发扬文学前辈的优良

传统作风传统作风，，继续认真履行好中国作继续认真履行好中国作

协在政治引领协在政治引领、、团结引导团结引导、、联络协联络协

调调、、服务管理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等方面的自律维权等方面的

职能职能，，努力提高工作水平努力提高工作水平，，使作家使作家

协会成为更具吸引力协会成为更具吸引力、、凝聚力的作凝聚力的作

家之家家之家、、温馨和谐之家温馨和谐之家。。

送上精神滋养送上精神滋养 带去温暖祝福带去温暖祝福
中国作协中国作协““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基层红色文学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基层

本报讯本报讯（（李云雷李云雷 李晓晨李晓晨 黄尚恩黄尚恩）） 继往开来贺新岁继往开来贺新岁，，

春风化雨动人心春风化雨动人心。。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示精神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元旦至春节期间在元旦至春节期间，，中国作协中国作协

组织组织1414支支““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小分队红色文学轻骑兵小分队，，奔赴祖国奔赴祖国

大江南北大江南北，，深入革命老区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边疆地区，，开展文学公开展文学公

益讲座益讲座、、文学鉴赏和互动交流活动文学鉴赏和互动交流活动，，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到基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到基

层层。。在新春即将到来之际在新春即将到来之际，，这些丰富的文学活动为各地的作这些丰富的文学活动为各地的作

家和文学爱好者带来了精神的滋养家和文学爱好者带来了精神的滋养、、温暖的祝福温暖的祝福。。

在人民中锤炼文学初心在人民中锤炼文学初心

在祖国的大地上在祖国的大地上，，不断上演着精彩的中国故事不断上演着精彩的中国故事，，这对写这对写

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1月月2424日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红色文学

轻骑兵走进云南巧家县轻骑兵走进云南巧家县。。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与当地文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与当地文

艺爱好者进行座谈艺爱好者进行座谈。。座谈会上座谈会上，，何建明分享了自己对报告文何建明分享了自己对报告文

学创作的看法学创作的看法。。他认为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要具备政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要具备政

治家的素质治家的素质、、思想家的头脑思想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社会学家的眼光、、文学家的才文学家的才

情情。。一个好的作家要为脚下的土地作出文化贡献一个好的作家要为脚下的土地作出文化贡献，，要站在不要站在不

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同的视角看待问题，，以艺术家的思维思考问题以艺术家的思维思考问题，，要脚踏实要脚踏实

地地，，结合自身生活经验创作更多彰显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结合自身生活经验创作更多彰显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如何保持初心如何保持初心，，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11月月

2727至至2828日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小分队走进贵州红色文学轻骑兵小分队走进贵州

毕节毕节。。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以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以《《文学初心尚可期文学初心尚可期》》为题进为题进

行讲座行讲座。。他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他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创作文学创作

必须具备的文化储备和时代机缘必须具备的文化储备和时代机缘、、优秀文学作品所应具备优秀文学作品所应具备

的精神向度等问题的精神向度等问题。。活动由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活动由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副主席张

绪晃主持绪晃主持，，当地百余位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当地百余位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

文学创作讲究真实文学创作讲究真实、、真诚真诚，，讲究人与文的相互印证讲究人与文的相互印证。。11月月

3030日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军营行活动在火箭军红色文学轻骑兵军营行活动在火箭军

北京某基层部队举行北京某基层部队举行。。作家柳建伟以作家柳建伟以《《让人生与时代同频共让人生与时代同频共

振振》》为题进行文学公益讲座为题进行文学公益讲座，，并与现场官兵进行互动交流并与现场官兵进行互动交流，，

150150余名官兵参加活动余名官兵参加活动。。柳建伟从自己创作导弹工程兵题材柳建伟从自己创作导弹工程兵题材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石破天惊石破天惊》》的过程讲起的过程讲起，，引入人生引入人生、、文学与时代的文学与时代的

关系这一主题关系这一主题，，引发了现场官兵的共鸣引发了现场官兵的共鸣。。大家表示大家表示，，这是一这是一

次文学的分享和交流次文学的分享和交流，，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我们要努力成我们要努力成

为有灵魂为有灵魂、、有本事有本事、、有血性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网络文学创作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网络文学创作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11月月1616日日，，

““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江西行活动走进南昌红色文学轻骑兵江西行活动走进南昌，，网络网络

作家阿菩做了题为作家阿菩做了题为““网络小说消费特性下的文体变化网络小说消费特性下的文体变化””的文的文

学公益讲座学公益讲座，，6060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学爱好者参加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活动

由江西作协驻会副主席曾清生主持由江西作协驻会副主席曾清生主持。。大家谈到大家谈到，，在这个快节在这个快节

奏的时代奏的时代，，文学的变化日新月异文学的变化日新月异。。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如

何在坚守中有创新何在坚守中有创新、、在创新中有坚守在创新中有坚守，，显得尤为重要显得尤为重要。。

文学的坚守文学的坚守，，离不开办好文学期刊的离不开办好文学期刊的““初心初心””坚守坚守，，离不离不

开编辑队伍开编辑队伍““初心初心””恒久恒久。。11月月2222日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由中国作协主办，，西藏西藏

作协协办的作协协办的““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山南行活动在西红色文学轻骑兵山南行活动在西

藏山南市举行藏山南市举行。。由西藏作协常务副主席吉米平阶由西藏作协常务副主席吉米平阶、《、《西藏文西藏文

学学》》主编次仁罗布主编次仁罗布、《、《西藏文艺西藏文艺》》编辑拉央罗布组成的作家编辑拉央罗布组成的作家、、

编辑小分队与基层文学爱好者进行交流编辑小分队与基层文学爱好者进行交流。。参加此次活动的参加此次活动的

基层文学爱好者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文学爱好者有来自各行各业的7070余人余人，，他们表示他们表示，，此次此次

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作协和西藏作协面向基层的工作思路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作协和西藏作协面向基层的工作思路

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是春节和藏历新年前送给山南写作者是春节和藏历新年前送给山南写作者

和文学爱好者们的一份文化厚礼和文学爱好者们的一份文化厚礼。。

以文学汇聚精神力量以文学汇聚精神力量

新诗的诞生与发展新诗的诞生与发展，，与既往诗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与既往诗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联系。。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也构建起属于自身的传统它也构建起属于自身的传统。。11月月

1818日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走进恩施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走进恩施。《。《诗刊诗刊》》

副主编李少君做了题为副主编李少君做了题为《《百年新诗与新时代诗歌建设百年新诗与新时代诗歌建设》》的讲的讲

座座。。李少君谈到李少君谈到，，我们在创作中应该不断加强文化自信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不断加强文化自信建

设设，，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要走进基层要走进基层，，走进走进

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之中。。在活动现场在活动现场，，不少诗人朗诵了自己即兴创作不少诗人朗诵了自己即兴创作

的诗歌的诗歌，，以诗会友以诗会友、、以诗达情以诗达情、、以诗连心以诗连心。。

新时代的精彩华章为报告文学的繁荣兴盛提供了丰富新时代的精彩华章为报告文学的繁荣兴盛提供了丰富

的宝藏的宝藏。。11月月2323日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走进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走进

黑龙江省漠河县黑龙江省漠河县。。作家蒋巍奔赴北疆边陲漠河县进行题为作家蒋巍奔赴北疆边陲漠河县进行题为

《《从文学的根据地出发从文学的根据地出发》》的文学讲座的文学讲座，，当地当地7070余名文学爱好余名文学爱好

者以及文艺工作者参加活动者以及文艺工作者参加活动。。蒋巍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和蒋巍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和

经验经验，，就作家在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就作家在创作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何从事报告文如何从事报告文

学的写作等问题进行讲述学的写作等问题进行讲述。。大家在交流中谈到大家在交流中谈到，，中国不乏精中国不乏精

彩的故事彩的故事，，作家们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作家们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并塑造出新时代的并塑造出新时代的

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使文学作品更具吸引力使文学作品更具吸引力、、感染力感染力、、生命力生命力。。

新时代带给文学诸多的新可能新时代带给文学诸多的新可能。。11月月2727日日，，““到人民中到人民中

去去””红色文学轻骑兵苏尼特右旗行活动在西苏旗举办红色文学轻骑兵苏尼特右旗行活动在西苏旗举办。。鲁迅鲁迅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作了题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作了题为《《新时代的文学新可能新时代的文学新可能》》

的讲座的讲座，，并与基层文学爱好者进行深入交流并与基层文学爱好者进行深入交流。。内蒙古作协主内蒙古作协主

席满全席满全、、副秘书长赵富荣副秘书长赵富荣，，锡林郭勒盟作协主席阿拉塔锡林郭勒盟作协主席阿拉塔，，以及以及

西苏旗作家协会会员西苏旗作家协会会员、、文学爱好者文学爱好者5050余人参加余人参加交流交流。。大家表大家表

示示，，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的到来，，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我们

要沉下心来要沉下心来，，在深入生活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扎根人民中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

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文学作品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文学作品。。

作家要以丰富的文学作品作家要以丰富的文学作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以文学汇聚精神的力量以文学汇聚精神的力量。。11月月3131日日，，““到到

人民中去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吉林双阳行小分队红色文学轻骑兵吉林双阳行小分队，，冒着隆冬腊冒着隆冬腊

月的严寒月的严寒，，踏着皑皑白雪踏着皑皑白雪，，深入到长春市双阳区云山街道博深入到长春市双阳区云山街道博

山社区山社区。。在社区在社区““新时代传习所新时代传习所””，，小分队作家们与社区人员进小分队作家们与社区人员进

行座谈行座谈，，了解社区的文化建设情况了解社区的文化建设情况，，同时将同时将《《吉林省农民作家吉林省农民作家

作品选作品选》《》《吉林文学作品年选吉林文学作品年选》《》《作家作家》《》《文风文风》》等一批文学书刊等一批文学书刊

送到双阳区文学爱好者手中送到双阳区文学爱好者手中。。吉林作协主席张未民做了题为吉林作协主席张未民做了题为

《《新时代新时代：：我们的生活和文学我们的生活和文学》》的文学讲座的文学讲座。。小分队还将书法家小分队还将书法家

赵志强现场书写的多幅春联送给居民赵志强现场书写的多幅春联送给居民。。

到火热生活汲取营养到火热生活汲取营养

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11月月1818日日，，

““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走进河北平山县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走进河北平山县。。河北河北

作协副主席李延青以作协副主席李延青以《《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新时代的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新时代的

题材优势题材优势》》为题为题，，与当地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进行分享与当地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进行分享。。李李

延青回顾了河北文学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延青回顾了河北文学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追忆了孙犁追忆了孙犁、、梁梁

斌斌、、田间田间、、贾大山等老一辈文学家的精神风范贾大山等老一辈文学家的精神风范，，号召大家把号召大家把

握新时代握新时代，，抓住新机遇抓住新机遇，，在深入生活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

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的到来，，要求作家们关注现实要求作家们关注现实，，重新激活现实主重新激活现实主

义传统义传统。。22月月22日日，，““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红色文学轻骑兵陕西延安红色文学轻骑兵陕西延安

行活动在延川举行活动在延川举行行。《。《人民文学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做了以主编施战军做了以《《伟大伟大

传统与新时代文学传统与新时代文学》》为主题的文学讲座为主题的文学讲座。。讲座由陕西省作讲座由陕西省作

协副主席梁向阳主持协副主席梁向阳主持，，当地文学爱好者当地文学爱好者 100100余人参加活余人参加活

动动。。施战军说施战军说，，陕西有着丰富的文学传统陕西有着丰富的文学传统，，而且在这片土地而且在这片土地

上不断上演着精彩的故事上不断上演着精彩的故事，，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从现实从现实

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写出更多新写出更多新

时代佳作时代佳作。。大家在交流中说大家在交流中说，，陕西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陕西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

义传统义传统，，而且善于借鉴民间的各种文学形式而且善于借鉴民间的各种文学形式。。在新时代在新时代，，我我

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文学作品注入强大的时为文学作品注入强大的时

代内涵代内涵。。

（（下转第下转第22版版））

狗年春节临近，为迎接第33届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北京地坛公园内外装扮一
新。一名小朋友被公园南门外悬挂的灯笼吸引。 陈晓根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13日上午，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

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广大文

化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

王沪宁首先来到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家中，关切询问

吴雁泽身体和生活情况，称赞他为民族声乐表演作出的成绩，

听取他对传承民族艺术等的建议。随后王沪宁来到两院院士、

我国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家中，对他88岁高龄仍致力于

推动我国飞机动力技术创新发展表示敬意，顾诵芬对航空工业

技术骨干人才培养提出建议。在看望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中

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时，王沪宁对他倾心发展科教事业、培养

优秀人才表示感谢，陈佳洱建议国家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

度、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在中国译协主要创建者之一宋书

声家中，王沪宁对他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作出的贡

献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听取他的建议。

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

亲切关怀表示感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高度赞誉，对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等战略部署深表赞同。王沪宁

表示，发展新时代文化和科技事业，要求文化工作者和科技工

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自信，扎实做好文

化建设和科技创新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陪同看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同志参加看望活动。

新华社广州2月13日电（记者 邓
瑞璇） 佳节将至，岭南大地处处弥漫

着春天的气息：花城广州，大街小巷的

迎春花展、广府庙会等民俗活动缤纷撩

人，唱响“广州过年，花城看花”品牌；惠

州西湖上，花灯装点着湖光山色，炫目

的光影为游客带来文化视觉盛宴；在揭

阳，市民等待着“行彩桥”，摸石狮祈吉

祥……岭南年味，历久弥新。多姿多彩

的民俗活动中，既有对传统的坚守，又

有与现代生活的交融创新。

“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

排，朵朵红花鲜，朵朵黄花大，千朵万朵

睇唔晒……”一首广州童谣唱出了广州

传统迎春花市的盛况。源于明清的广州

迎春花市，是岭南最具特色的传统年俗。

每到春节前3天，花街数里，万人同

游。桃花、年桔、银柳……人们在“花花世

界”中辞旧迎新，为来年讨个好彩头。

今年广州设有越秀、荔湾、天河等

11个花市，总档位数近3000个。在荔

湾的水上花市，游客站在岸边高声与船

上的花农喊价。“老广”耀叔带着孙子来

逛花市，他说自己从小每年都会逛花

市，现在带着孙子来转转，感受过年的氛围。

据介绍，今年广州迎春花市采用“3+15”模

式，即春节前3天的传统迎春花市和春节期间

15天民俗表演、花展灯会、广府庙会等城市嘉

年华活动。以“花”为主元素，串联岭南风情、千

年古城、海丝文化、美食购物等，打造“广州过

年，花城看花”城市品牌。

走进越秀公园，湖面上100米长的水面帆

船灯组“扬帆起航”吸引游客驻足拍照。这一设

计灵感来自“南海一号”，船身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相关元素，寓意广州扬帆起航。

今年越秀花灯主题是“花开盛世，灯耀中

华”，50组大型花灯和17处花景相结合，让游客

体会昼赏百花夜观灯的意趣。（（下转第下转第22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