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坤明在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强调

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WENYI BAO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5 月 14 日，2018 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研究导向，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为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
荣发展。
黄坤明强调，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
最根本保证，就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要增强“四个意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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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人文教育 参与文学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行超）5 月 12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写作中心主办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五周年
纪念仪式暨世界视野、人文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主
题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活动并致辞。中
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以及作家、批评家、学者数十人
参加活动。活动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
中心主任莫言主持。
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对国际写作中心五年来所取得的成
绩表示祝贺。她说，北师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重
镇，百年历史中，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学术新知
就出现和发生在这里。直到今天，许多当代优秀作家的生活
和创作，也与北师大这个场域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北师大
国际写作中心承继并且发扬了这个传统，通过“驻校”、研
讨、讲座等方式，为当下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优秀的作家、
诗人、学者、翻译家，架设起了一座往来沟通的桥梁。这种
交流和砥砺，既提升了北师大的学术与文学影响力，也为
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了一份宝贵的力量。近年
来，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文学，
如何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更有效地发出中国声音，成为我
们面对的重要课题。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为中国与世界
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活跃的平台。在这里，不同国家、民族
的作家相互交流，不同的思维、语言、文化相互激发。这不

仅扩展着中国文学的国际视野，也在世界文学中展现了独
特的中国风景。
铁凝谈到，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与北师大文学院创办
的“文学写作”专业，通过作家直接参与的文学教育，不断为
中国当代文学输送着新鲜血液。去年以来，还与中国作家协
会所属的鲁迅文学院再续前缘，合作培养以青年作家为主
体的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我们期待这一合作事业能
够重续辉煌，从中走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家。她表示，中
国当代文学事业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在广大作家、
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必将不断迈向新的艺术高
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来新的更大繁荣。
据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介绍，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五年的时间在驻
校作家制度的创设和实施、中外文学交流、学术研究与合
作以及文学教育和学生培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目
前，该中心已邀请贾平凹、余华、严歌苓、欧阳江河、苏
童、西川、迟子建、翟永明、格非、韩少功 10 位驻校作
家，通过入校仪式、研讨会、演讲会、对话会、公开课、
朗诵会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影响校内外数以千计的青年学
子，扩展了他们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兴趣。此外，先后六
次 举 办 “ 跨 越 语 言 的 诗 意 —— 中 外 诗 人 互 译 对 话 工 作
坊”，欧美、东亚“一带一路”沿线共 20 多个国家、30
多位外国诗人和中国诗人一对一互相翻译对方的作品；五

专家研讨陈彦长篇新作《主角》

本报讯 5 月 8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作家出版
社联合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现实题材作品系
列研讨”之陈彦长篇小说《主角》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
讲话。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及十余位专家学者与
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主角》是作家、戏剧家陈彦的长篇小说新作，首刊
于《人民文学》，后被多家刊物转载，并入选多个年度推
荐榜单。2018 年 1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至今已加印
三次。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
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和起废沉浮，
及
其与秦腔和大历史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
据悉，
《主
角》也是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系列
研讨”
的第一部作品。
李敬泽谈到，如何描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
震古烁今的变化，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主角》
书写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并在大的时代环境中塑造出
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丰沛饱满，通过塑造具
体而充满性格力量的人物群像，写出了时代的基本面
向，其经验值得认真探讨。王蒙认为，
《主角》对戏曲人
物的描写深入丰富、细致可信，这无疑与作者的生活积
累密不可分。作为一部极为完整的作品，其中既有活生
生的人物，又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读来令人
感动不已。
胡平、梁鸿鹰、施战军、孟繁华、白烨、贺绍俊、刘
琼、李朝全、李国平等专家学者谈到，作为一个以中国
古典审美方式讲述的寓意深远的中国故事，
《主角》可
谓陈彦的厚积薄发之作，也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
一。书中展开了一幅复杂世相的宏阔画卷，包含着对人之命运的
复杂考量，其间各色人等在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穷形尽相、跃然
纸上，既发人深省，亦让人叹惋。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
的人物形象、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
叙事的精准与老到。作者笔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之
音，却在其间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最终显影出的是
一个丰富而驳杂的当代中国。深入研讨这部作品，对于新时代加
强现实题材创作具有积极意义。
（范 得）

年来，写作中心邀请的外国作家和诗人总计超过百人，所
开展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超过 50 场次，并与爱荷华国际
写作项目、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捷克捷中文化交流中心等
机构建立了合作机制。“新时代·新经验·新想象——
2017 金砖国家文学论坛”，邀请金砖五国的作家在多边框
架下就新经济体条件下的文学写作、文学境遇展开了热烈
深入的讨论。
在“世界视野、人文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主题
论坛”上，大家发言踊跃。曹文轩认为，文学教育在确立
道义观、营造审美境界、培养悲悯情怀、树立历史意识、
激发想象潜能、强化说事能力、提升语言水平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毕飞宇明确反驳“文学不需要教育”的观
点。“我一直主张文学要去巫，文学是人类精神最宝贵
的向度之一，是精神就离不开成长，就离不开哺育，就
离不开表达的路径，就离不开自身的升华，即使精神不完全
依赖于教育，我敢说教育最起码也有益于精神。”吉林大学
文学院教授张福贵认为，文学阅读、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就是
美善人性，让人更像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和可爱的人。
何伟全、苏童、余华、格非、迟子建、欧阳江河、邱华
栋、李洱、何锡章、孟繁华、张燕玲、王尧、季进、唐晓
渡、刘福春、王家新、罗振亚、韩春燕、梁鸿、何言宏、
敬文东、孙晓娅等作家、学者也表达了重视人文教育，加
强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作协机关举办青年文学讲座
王蒙作《永远的文学》报告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中国作协机关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办青年文学讲座，邀请作家王蒙作《永远的文学》报告。中国作协党
组书记处钱小芊、阎晶明、吴义勤，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领导班
子成员和机关、直属单位青年同志参加讲座。
王蒙在报告中从文学与精神、文学与想象、文学的生活化与极
致化三个方面，对文学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他认
为，文学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不仅可以丰富人的生活和心灵，而且
深刻影响着人的精神和思想。
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朽、流传至今，
就是因为运用平淡朴实的美学表达，传递了人类共同的情感，这是
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将永远存在下去的理由。
作家应该把深入生
活、发现生活作为必修课，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个体经验融入到对
生活的书写和解读中，
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
这次青年文学讲座由中国作协机关党委组织，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吉狄马加主持讲座。吉狄马加在主持讲座时
说，王蒙的文学课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充满了真知灼见和文学智
慧，对我们理解文学的现实作用、提高文学素养和业务能力具有启
发和促进的作用。
（徐 健）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评奖办公室公告
[2018 年]第 1 号

迟子建《候鸟的勇敢》新书首发
本报讯 5 月 9 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蓬蒿
剧场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迟子建《候鸟的勇敢》新书朗
读首发会”在京举行。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中国出
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
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围绕
《候鸟的勇敢》与迟子建进行交流。
小说《候鸟的勇敢》以候鸟的迁徙生态为背景，讲
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沉烟云。四季流转生生不
息，人间自有百态千篇，小说中老实憨厚的张黑脸、红
尘未了的德秀师父等一众角色，他们的人事、心事借
由优美而温暖的文字书写，在东北的莽林荒野中释放
出澎湃的生命力量。迟子建细腻的笔触与灵动自然
的风情融汇一体，不仅描绘了东北大地的生机与落
寞，更触及了社会万象与世情迷思。
新书朗读环节，阿来与迟子建诵读了新书选段，

多位来自不同行业的读者演绎了小说内容。交流会
上，阿来认为《候鸟的勇敢》在主题与结构上呈现出交
响曲般的层次感，展示了自然界生命形态的丰富与平
等。潘凯雄提出迟子建笔下的“候鸟人”形象与自然
的候鸟形成比照，体现了社会性意义与“生态写作”的
特征。应红对迟子建新作的出版表示祝贺，并就其作
品中“淳”的特点进行了阐释。
迟子建分享了小说写作过程中的感受，提到自己
始终钟情于自幼生活的黑土地，并依然能从这片土地
中发现当下生活中每个人面临的焦虑、矛盾、欢笑、坚
忍。她坦言所有作品都没有真正的“完美”，自己仍期
待着开启新的创作，并向与会读者致以真诚的感谢，表
示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正如极寒之地的一团温暖的炉
火，
会始终照耀她继续跋涉前行。
（覃皓珺）

话剧《家客》探寻知识分子情怀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工作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开始，2018 年 4 月 30 日截止。评奖办公室对所
有申报作品进行了审核，初步认定共有 1373 篇（部）作品
符合评奖条例规定的参评条件，其中，中篇小说 265 篇、
短篇小说 271 篇（部）、报告文学 233 篇（部）、诗歌 219
部、散文杂文 210 部、文学理论评论 143 篇（部）、文学翻
译 32 部。
现将参评作品目录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公示。
其中若有不符合参评条件的作品，欢迎向评奖办公室反
映。评奖办公室在核查后，将相关问题提交评奖委员会。
公示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6 日至 5 月 30 日。
评奖办公室电话：010－64489989、64489895，电子
邮箱：luxunj7@zx.cnwriter.com.cn。
特此公告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16 日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参评作品目录
（见今日第 5 至 11 版）

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

书写罗布泊人的创业精神

第三届海峡两岸新媒体
原创文学大赛颁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 月 11 日，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
的第三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在京颁奖，一批关注现
实的网络文学新作受到奖掖。
本届大赛于 2017 年 4 月启动，征稿半年内共收到来自中国
大陆、港澳台地区及其他部分国家的有效参赛作品 1426 部，主
题突出、内容丰富。经过初评和复评，9 位终评委从 100 部进入
终评的作品中最终评出 15 部获奖作品：
《风雪将至》获大佳金
奖，
《静静的运河》
《王致和》获大佳银奖，
《白纸阳光》
《自燃树》
《天堂钥匙》获大佳铜奖，
《垒影子的人》
《一个士兵的哨所》
《柠檬
绿的夏天》
《当葡萄爱上狐狸》
《裂焰-村官的 2015》
《身份告急》
《别人的故事》
《瘗佛》获大佳优秀奖，
《岐黄》获最佳故事奖。其
中，
《自燃树》和《柠檬绿的夏天》来自台湾地区。会上，新世界出
版社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签署了纸质书出版合同，
《岐
黄》和前两届大赛的 7 部作品将由该社进行纸质书出版。
当天，中国出版集团还启动了第四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
文学大赛，并邀请网络作家鱼人二代和明日复明日作为本届大
赛的创作指导。

实把这一思想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清醒的理论自觉、高度
的文化自信，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体现到学术研究、
学科建设、教育教学、队伍建设各方面。
黄坤明强调，要立足中国实践、聚焦中国问题，加强全局
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拿出具有深刻洞见、独特创见、战略
远见的研究成果，以学术创新创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的深入发展。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
以提升原创性为根本着力点，以加强重点学科建设为突破口，
以推进话语体系建设为重大任务，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本报讯 作为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剧
目，由上海话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制作出品，喻荣军编剧、周小倩导演的原创话剧《家
客》日前在京上演。该剧以马时途为关键人物，通过他
“从唐山回到了上海”“
，没有从唐山回到上海”以及“从
唐山回到上海后走了”三种不同的可能性，展现了三段
不同的生活状态。从第一幕里的回归者，到第二幕里
的闯入者，再到第三幕里的神秘人物，所有的一切，都
因 1976 年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时他的抉择导致，不同的
决定产生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谈到该剧的创作，喻荣军表示，
“《家客》的构思由
责任编辑：李晓晨

来已久，一方面希望为三位老艺术家创作一部戏剧；另
一方面，自己一直想写一部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
戏。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从家
国情怀到天地情怀，这些对于当代知识分子仍有启迪，
这就是写这部戏的初衷。”剧中，经历奇特、感情跌宕，
由基层工人转而升任企业管理层的“马时途”一角由张
先衡饰演，
“ 老戏骨”许承先和宋忆宁则分别饰演率真
正直、愤世嫉俗，代表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夏满天”和经
历丰富、含蓄内敛，代表高校知识分子的“莫桑晚”。三
位表演艺术家的精湛演技，深深震撼了台下的观众。
（徐健/文 尹雪峰/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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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5 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辽宁省作协联合主
办的刘国强长篇报告文学《罗布泊新歌》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滕贞甫，
同胡平、白烨、施战军、何向阳、李炳银、李朝全、汪守德、
高伟、孔令燕、王国平等与会研讨。会议由 《中国作家》 主编
王山主持。
《罗布泊新歌》是作家刘国强继《日本遗孤》
《浪子的春天》之
后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了中国钾肥事业从无到有、
不断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罗布泊新歌》是
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作品接地气、有温度，而且有
时代感，是有使命意识的作家对时代精神的书写和阐释，尤其是
作品中所贯穿的奋斗精神、理想精神和创业精神值得肯定。
大家谈到，《罗布泊新歌》 不仅紧扣时代脉搏，而且具有很
强的文学性，这首先表现在作家在环境描写方面独特的能力，
还体现在作品对人物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写出了英雄人物作
为普通人的一面，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放在与自然搏斗的环境
和儿女情长的家庭生活里书写人性。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群
像，其中对“死亡与新生”的刻画让人印象深刻。罗布泊的新
歌，体现的是人类对于死亡之海新的选择，在恐怖、绝望的生
命绝境里，能够坚持奋斗的劳动者无疑是大写的人。作家为写
好这部作品进行了扎实的采访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资
料，因此在创作中可以比较从容，作家对劳动者的敬重之情深
藏在字里行间，引起读者的共鸣。作家对文字心存敬畏，语言
和叙事颇为讲究，体现了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字功力，从而
也赋予这部作品更多色彩。
（小 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