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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呼唤民族复兴新史诗
——写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80周年之际

本报讯 4月15日，由中宣部宣教

局、中国作协创研部主办的“时代楷模”

报告文学创作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在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中，涌

现出罗阳、邹碧华、李保国、廖俊波、黄大

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时代先锋模范人

物，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的丰硕成果，鲜明彰显了当代中国人

民的良好精神风貌。

此次创作征集活动以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宣部宣传发布的“时代楷模”为创作

对象，用报告文学的方式记录先锋模范

人物、描绘民族卓越风华，用文学的力量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温暖

人、启迪人、鼓舞人。

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全国各

文学报刊社及作者个人均可申报创作项

目。主办单位将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选取部分项目予以资

助，并对优秀作品予以表彰。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

室、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

文艺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文艺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中

国作家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将作为支持单位参与活动。

活动征集时间为活动启事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6月

30日止。活动启事及申报方法可登录中国作家网查看。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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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化“时代楷模”学习宣传，更好地用先进典

型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宣部宣教局、中国作协创研部拟

面向全国广大文学工作者和干部群众开展“时代楷

模”报告文学创作征集活动。

参加本次活动的报告文学作品，需以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宣部宣传发布的全国重大典型和“时代楷模”为

主题进行创作（本启事发布后新推出的“时代楷模”典

型亦包括在内）。凡新创作的中长篇报告文学、纪实文

学作品，均可申报。已发表作品不在征集范围内。

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展开。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

单位、全国各文学报刊社均可推荐选题。作者个人亦可

直接申报。已获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但尚未完成者，

亦可申报。主办单位将分批次对申报作品和选题组织

专家论证，对通过论证的项目予以资助。主办和承办单

位将对获资助项目的作者在进行采访时负责协调提供

便利条件。

本次活动征集时间为活动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19年6月30日止。作品及选题申报方式为书面或电

子邮件申报，申报作者可在中国作家网（http://

www.chinawriter.com.cn）上查看已发布的“时代楷

模”名单并下载《“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申报表》，填

写后邮寄或发送至活动征集邮箱（请在纸质邮件信封

或电子邮件主题栏注明“‘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申

报”字样）。作品或选题如获通过，主办单位将与作者联

系。3个月内若无反馈，作品或选题可自行处理。

获通过的项目要求在接受资助一年内完成，最终

完成篇幅应不少于5000字，在国家级报刊公开发表后

方可结项。作品发表事宜由作者自行联系，主办单位亦

可协助推荐。主办单位将以适当方式对其中优秀作品

予以奖励表彰。

本活动支持单位和机构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

持办公室、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人民日报文艺

部、光明日报文艺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文艺报社、人

民文学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13
联系电话：010-64489985 64489982

传 真：010-64221879
征集邮箱：sdkm2018@163.com

2018年4月15日

“时代楷模”报告文学
创作征集活动启事

为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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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廖俊
波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指示精神，4月10日至11日，根据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创作的大型
原创话剧《县委书记廖俊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文化厅、中共南平市委
联合出品，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讲述了廖俊波任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时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
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廖俊波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的优秀品质。剧中选取廖俊波工作期间的工业区建设、抗台风、助学、征迁等事迹片段进行艺术打磨，使人物
形象更加丰满感人。该剧由马文正、王英编剧，傅磊执导，陆开文、章苏国、刘嘉等主演。自2017年11月首演
以来，在福建党员干部、高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王 觅）

本报讯 4月3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重庆作协共同主办的叶梅散文集《根

河之恋》作品研讨会在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及石一宁、辛华、陈

川、王干、徐坤、程绍武、高伟、冉冉、汪修荣等专家学

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王山主持。

叶梅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学的实践与研究，她始

终深入民族地区坚持第一线写作，用率真隽永的文

字记录下对生活和时代的真切感悟。《根河之恋》是

叶梅新出版的一本叙事散文集，作者在对民族变迁

的体验描写中，呈现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亲缘关系及各民族独特的生命伦理、文化价值和

梦想，表达了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

与会者认为，叶梅的散文以文学的笔调描写真

性情，以赤子之心拥抱山水、生灵、人间，超越了世俗

功利和狭隘，与各民族文化真诚平等对话，发现美、

激扬美、耕耘心田。《根河之恋》中浸染着隽永、深邃、

剔透，同时又晴朗日照、清润回肠、意象幽远，以展示

多民族历史文化及其充满灵性的思想，优美而洗练

的文字表达，在当代散文创作中独具特色。（阎 瑜）

专家研讨叶梅新作《根河之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月19日至20日，改编自老舍

六篇短篇作品的话剧《老舍赶集》将在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与观众见面。这是知名戏剧人方旭第五次改编

并执导老舍的作品，也是其首次将老舍的短篇作品

搬上戏剧舞台。

《老舍赶集》中涉及的六篇杂文和短篇小说是从

老舍上世纪30年代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创作的一

批短篇作品中遴选出来的，它们彼此之间各自独立，

汇聚成一台“折子戏”，故事和人物均没有连贯性。

《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是以辛辣笔调写就的民国观

戏守则；《创造病》展现了90年前一对小夫妻的“月

光”生活；《牺牲》讲述了1930年代海归博士对国外

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假意牺牲；《黑白李》描绘了兄弟

二人对于爱的争夺与奉献；《邻居们》刻画了两对夫

妇间的生活琐事及由此引发的生活喜剧；《我的理想

家庭》则直陈“希望一切无奈落去，希望一切理想成

真”的美好愿望。这些作品虽距今已久，当下仍有着

强烈的现实意味，传达出相似的精神内核：我们应当

如何处理自身与现实的关系，又应当如何面对与追

求理想生活。出品方表示，在90年后将这些作品搬

上戏剧舞台，希望以当代视角重新洞察中国式理想

生活，同时用幽默的方式引发观众思考。

《老舍赶集》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等出

品，舒乙、舒济任文学顾问，斯琴高娃任艺术顾问，关

纪新任剧本策划，方旭、陈庆、郭奕雯联合编剧，方旭

执导并主演，刘欣然、苏小玎、秦枫、马驭崧、景松涛

等“全男班”演员参与演出。该剧在音乐、舞美、服装

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尝试。舞台整体呈现方面，四

扇竹编门帘成为贯穿全剧的元素，通过门帘的开合

与翻转营造出观感迥异的视觉空间，配合写意漫画

实现言浅意深的效果。

话剧《老舍赶集》五月上演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近日，由鞍山市文联和鞍山师

范学院联合主办的“当代东北女性文学写作暨苏兰朵小说

集《白熊》作品研讨会”在辽宁鞍山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及李霄明、孟繁华等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白熊》是鞍山作家苏兰朵2017年出版的一部中短篇

小说集，内容以都市情感题材为主，涉及家族亲情、童年

友情、婚姻家庭等诸多领域。与会者认为，苏兰朵的小说

创作涉猎题材宽广，想象力丰富大胆，具有鲜明的现实主

义风格。她善于从人性的矛盾和困局中入手构思，结构

严谨，笔法细腻，情节跌宕，既向经典作品看齐，又不落惯

式的窠臼，体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展示出作者多方

面的文学素养和女性的温情。同时，与会者也对苏兰朵

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期待她今后能创作出

格局更大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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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史竞男）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13日在北京主持召开电影创

作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聚焦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时代主

题，用当代中国的影像和故事表现崇高价值、美好情感，用时

代发展的光影和色彩呈现恢弘画卷、万千气象，推动我国从

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文艺思想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

艺的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新时

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和方向。在新的征程上，中国电影

要高高举起这面旗帜，坚定沿着这一思想指引的方向开拓

前进。

黄坤明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本、创作为

基、改革为先、创新为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路径，加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加快

建立中国电影评价体系，优化创作和市场生态，完善体制机

制保障，建设德艺双馨、又红又专的电影人才队伍，提升中国

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新时代新使命，广大电影工作者要倍加

用心、倍加团结、倍加努力、倍加创造，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

亮丽的电影答卷。

黄坤明在电影创作调研座谈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
努力建设电影强国

新华社沈阳4月14日电（记者 王振宏 周玮 王莹 于也
童）“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曾在抗日烽火中的延安

首演的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在首次上演的73年后复

排新版，再度唱响于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舞台。

《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南泥湾》《兄妹开荒》《小二黑结

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年，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几乎都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这些激荡了几代人青春

岁月、至今依然活跃在荧屏银幕舞台上的经典文艺作品，昭示

着民族文艺的永恒魅力与鲁艺精神穿越时代的强大感召力。

走过80载岁月，在战火的淬炼与为人民书写的实践中熔

铸而成的鲁艺精神，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鲜亮的精神底色，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璀璨光芒。

大鲁艺：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这歌声震动着山谷，震动着夜空，也震动着每一个演员

和观众的心。”回忆起1939年《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的

场景，96岁高龄的鲁艺音乐系学员孟于激动不已。

在宝塔山下的延河岸边，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

《黄河大合唱》这部雄浑史诗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正是党创办

鲁艺的初衷所在。

1938年2月，毛泽东亲自领衔，与周恩来、林伯渠、徐特

立、成仿吾、艾思奇和周扬共同作为发起人，联名发布鲁迅艺

术学院《创立缘起》：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

容稍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

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当年4月10日，鲁艺

举行了开学典礼。

历史的时针拨转到1942年。5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发展轨迹。毛泽东提出了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

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

大众服务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约一个星期，毛泽东亲自到鲁艺给

师生们做演讲。他号召鲁艺人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

到人民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讲演结束后，鲁艺师生立刻行动起来，走出学校，深入生活。

秧歌剧《兄妹开荒》一经演出立刻风靡延安。有的老乡跟

在演出队后头，演出多少场就看多少场，亲切地喊他们“鲁艺

家的秧歌”。

孟于曾参加秧歌剧《好庄稼》的表演，这部拟人剧的题材

取自四种高产作物——棉花、谷子、玉米和土豆。“就这么一个

简单的题材，因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老百姓都非常喜欢。演

完以后，很多老百姓不让我们走，要求我们演了一遍又一遍。”

到战士中去，到群众中去，从民间文艺、陕北民歌中汲取

营养。当时年仅20岁的贺敬之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重要时

期，写出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广为流传的歌词，并与丁毅

执笔集体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

回忆中，有人把延安的这段创作生活称为“赤脚天堂”：生

活环境无比艰苦，却激发出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丁里把两支油画笔倒过来当筷子，冼星海拿树枝当作指

挥棒，江丰将棉衣破洞里的棉花抽出来搓成灯芯……以信仰

之笔写出胸中爱国情怀，一首首诗篇、一支支歌曲、一幅幅版

画、一台台戏剧，似利刃刺向敌人，如号角唤醒人民，像火炬照

亮黑暗。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13日，法国文化部授予中国作家刘震云“法

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以表彰他的作品在法文世界产生的影响。

当晚，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办“刘震云的文学之夜”暨授勋

仪式。法国驻华大使黎想代表法国文化部向刘震云颁发荣誉勋章和证书。

黎想在致授勋辞时表示，此次授勋是为了表达法国读者和文学界对刘

震云的崇敬之情。他说：“您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取得巨大成功，并被翻译成

20多种文字，广受国际读者的欢迎。”

刘震云在答谢辞中说，能够获得该奖，首先应该感谢自己作品的法文译

者和出版人们。是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和其中的众多人物带到了法文世界，他

是随着这些人物来到了另外一个语言环境。“大家说我的作品是‘现实魔幻

主义’，但我真的不想把现实魔幻，仅仅因为我作品里的人物就生活在这样

真实而魔幻的世界里。当这些人的心事无处诉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倾听者

坐到了他们身边。当我把他们的肺腑之言通过文学告诉中国读者和其他许

多民族读者的时候，更多的倾听者也坐到了这些在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的

身边。这就是肺腑之言的力量，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刘震云表示，这个荣誉

真的不应该属于自己，而是应该属于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属于不同民族的读

者。“因为，倾听也是一种力量。”

当晚同期举行了“刘震云的文学告白”专题讲座，与会者还共同观看了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谈及对法国文学的喜爱和敬仰之情，刘震云说，法国

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品质和气质，不少作家和哲学家他都很喜欢。“他们看待

世界的角度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很一致，就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思想、思

考、思索的分量都非常大，这是法国文学的传统。”

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由法国文化部于1957年设立。据介绍，刘震

云的《一地鸡毛》《官人》《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

金莲》等代表作此前均曾被翻译成法文出版。

图为法国驻华大使黎想向刘震云颁发荣誉勋章和证书

作家刘震云获
“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