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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下半年榜榜单

（见今日第2版）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人民日

报社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用典》第二

辑，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面向

全国公开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

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

要讲话和文章回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党治国、内政

外交上的深刻思考。这些讲话和文章

中，精妙的典故信手拈来，广博的引用

贯通古今。从这些用典中，既可以追

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源头活水，又能在古为今用的创

造性转化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现实

意义的《习近平用典》，自2015年2月

出版发行以来，被译成英、法、俄、日、

葡等 14 种版本，累计发行近 200 万

册。《习近平用典》第二辑沿用《习近平

用典》第一辑体例，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近年来引用的，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故148则，

对其现实意义和背景义理进行解读、

阐释，是一部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读本。

（史竞男）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

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离馆暨第七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

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钱小芊出席仪式。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

并讲话。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中国作协培养

青年评论人才的重要举措。自2011年以来，已有6届共

59位“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陆续加入客座研究员

的队伍。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设立，有效地促进了优秀青

年批评家的成长，赢得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经过中国现代文学馆学

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第七届客座研究员的名单确定，

黄灯、申霞艳、木叶、刘江凯、李音、沈杏培、李广益、刘芳

坤、李松睿、张光昕共10位青年批评家成为这支队伍的

新成员。这也意味着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徐勇、王士强、李

丹、李伟长、金春平、白惠元届满离馆，他们被聘为中国

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以新的形式参与文学馆的研究

活动。在仪式上，铁凝、钱小芊为第六届客座研究员颁发

了“特邀研究员聘书”，为第七届客座研究员颁发了“客

座研究员聘书”。

李敬泽在讲话中总结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受聘一

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对新加入这支队伍的成员表示欢迎

和祝贺，并对他们未来的学术研究提出了要求。他说，

客座研究员制度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平

台。7年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批评家在这个平台上相

互学习、相互砥砺，在理论评论的话语场中发出了强有

力的声音。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在过去的一年里深入学

习习近平文艺思想，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就很多

重要的学术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现在，第六届客座

研究员届满离馆了，但“离馆不离家”，在推进现当代文

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等方面，还需要大家通力合作。希望

新一届的研究员积极关注当下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现

场，就当下的现实生活及复杂经验提出有效的理论批评

命题。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要保持年轻人的锐气、活力，

倡导说真话、讲道理，使文学理论批评真正能够起到激

浊扬清的作用。

第六届客座研究员代表李伟长在发言中说，客座研

究员制度有效地把我们这些散落各地的青年批评家聚

集到一起，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一些宏大的文学命

题，尤其是思考一个孤独个体与同时代人、与整个时代

社会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文

学批评是独立的，而不是依附性的；是审美的，而不是非

文学的；是关注更为普遍的人类情感的，而不是趋于一

时之流行。第七届客座研究员代表李松睿在发言中表

示，中国现代文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稀见的史料，又始

终与当代文学现场紧密联系。能够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

加入这个集体，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封闭的学院，深入当

代文学的前线，倾听文学的声音，感受时代的脉搏。

仪式之后，青年批评家们还就“文学批评的困境与

可能”、“更好发挥客座研究员制度的作用”等话题进行

讨论。大家认为，从事文学批评工作，需要从内心保持对

这项工作的热爱和自信。走文学批评之路，需要慢工出

细活的工匠精神，需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定力。几乎

所有的青年批评家都经历过学院化的培养，这为开展批

评实践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有时候写批评文章，要尽

量去掉“学院腔”，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独到而深刻的观

点表述出来。客座研究员制度提供了一个激荡思想、挥

斥方遒的平台，每个人都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意识

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交流学习中更快成长，力争做

无愧于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家。

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助理梁飞参加仪式。仪式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

李洱主持。

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任第七届客座研究员
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届满离馆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10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

会三届二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名誉

会长玛拉沁夫，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

长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阎晶明，国家民委文宣

司副司长钟廷雄等出席大会。与会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

学会改革发展进行了探讨，对学会今后的工作充满信心。大

会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主持。

玛拉沁夫在讲话中回顾了学会的历史，对少数民族作家

在未来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寄予殷切期望。他说，我国的少

数民族文学事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如今的丰

硕成果。今天的多民族文学无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广大

少数民族作家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少数民族作家

学会的改革发展和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必须将

其作为指导。学会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加

强党的领导，体现党的主张和原则，深化改革，规范管理，在

工作中积极探索新思路新举措，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工作目

标，推动我国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兴盛，促进民族团结。

阎晶明在讲话中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阐明了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他希望中国少数民

族作家学会切实加强政治工作，全力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发

挥好在全国少数民族作家中的导向作用；提高自身政治建

设，加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根据自身工作特点，配合中国作

协对民族文学工作的部署，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继续加强

工作的规范性，为中国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作出更大成绩。

钟廷雄在讲话中代表国家民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大会通过了新修改

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章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赵晏彪就章

程修改作了说明。包明德、张承志、南永前、潘琦被聘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名誉副会长。

出席大会的还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阿扎提·苏里坦、李霄明、

石一宁、尹汉胤、景宜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会会员代表及特邀代表等80余人

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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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新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

星”专项，旨在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中青年作家，推出少数民族文学

精品力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该项目每两年评选一

次。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7月15日截止。

一、推荐单位

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推荐单位为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

申报者向所在地、所在行业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申报；解放军作者

向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申报；中直、国直系统作者向中国作家协会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申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同时

向部分文学期刊定向征集申报，相关推荐单位须征得作者同意。申报者

可向推荐单位索取申报表格，也可从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

nawriter.com.cn）下载。推荐单位对申报作品进行论证、遴选后，填写推

荐意见并加盖公章，报送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

2、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湖

南、湖北、延边州等上述团体会员单位报送作品各不超过4部，其他团体

会员单位报送作品各不超过2部。

二、申报范围

1、申报者须为少数民族，年龄在50周岁（含）以下，本届申报者为

1968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每人仅限申报一部作品，无论是否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均可申报。申报时须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申报作品体裁，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文学理论评论。每部作品字数一般不超过18万字（诗集一般不超过

1500行）。不接受多体裁作品集及多人作品合集申报。

3、申报作品应为汉语和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汉语译本作品，其中

在报刊正式发表过的须占全部书稿篇幅三分之一以上（长篇文学作品或

整部理论著作除外），发表过的作品标明报刊名称、刊发日期。单一体裁

的个人作品合集中，近五年创作的作品应不少于三分之一。

三、申报者须按要求认真填写申报表，并提供完整的作品文本。

四、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其他扶持项目、且逾期尚未结项者，不得申

报。

五、征集截止日期前已出版的作品，不得申报。

六、凡不符合上述四项（二、三、四、五）中任意一项者，不得申报，评审

委员会将严格审核申报资格。

七、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评审委员会将对申报作

品进行综合评估。评审委员会遴选出的拟入选者，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

处审批后，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予以公布。

八、“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入选作品由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

学发展工程办公室统一组织出版。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

展工程办公室

邮 编：100013
电 话：010-64489876 64489862

联系人：陈 涛 郑 函

中国作家协会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

2018年5月15日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首届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

申报的通知

本报讯 5月 15日，韩国驻华大使卢英敏

前往鲁迅文学院访问讲学。中国作协副主席阎

晶明会见卢英敏大使，对大使重视加强与中国作

协的交流合作表示感谢，并对进一步推动中韩两

国文学交流深入交换了意见。

随后，卢英敏大使为正在鲁院学习的第三十

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了题为“大使

眼中的唐诗”的讲座，重点向学员们介绍了自己

喜爱的诗人杜甫及杜甫的诗歌，对杜甫诗句中体

现的现实主义、“仁爱”思想以及忧国忧民的人道

主义情怀进行了阐述，并简要介绍了以杜甫诗歌

为代表的唐诗对韩国文化的影响。讲座结束后，

卢英敏大使与学员们进行了对话交流，并共同朗

诵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据悉，卢英敏大使是鲁迅文学院实施国际写

作计划以来第一位登上鲁院讲台的外国驻华大

使。

（李 强）

韩国驻华大使卢英敏访问鲁迅文学院

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人们走进博物馆，了解历史文化、探寻科学奥秘，在参观
展览中增长知识。

图为5月16日，石家庄市西岗头小学学生在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参观。
章 朔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杨） 近日，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旗下译林出版社与英国查思出版有限公司

在 2018年伦敦书展上举行了《我的七爸周恩

来》英文版首发仪式。中国驻英国使馆公使衔

参赞杨晓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

司副司长李建臣、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宋吉述，该书作者周尔鎏之女周蓉等出

席活动。

《我的七爸周恩来》是一部真实反映当代中

国领导人工作和生活的人物传记。作者周尔鎏

是周恩来总理的堂侄，曾任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

参赞、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务。《我的七爸周恩

来》是周尔鎏根据其珍藏的有关周氏家族的大量

文献资料，结合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中记录和整理

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亲笔

信件等，经十年磨砺撰写而成，是揭示周恩来崇

高人格魅力和丰富内心世界的珍贵资料，具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的七爸周恩来》英文版的推出，是中国出

版国际化的一个新成果，将有助于促进中英两国

之间更深层次的国际版权交流与合作。为进一

步推动《我的七爸周恩来》英文版的宣传推广，

英国查思出版社还举行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包

括为期10天的“伟人精神，继往开来——纪念

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图片展”，利用书中的

珍贵资料，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向英国观众生

动展示周恩来的崇高魅力，进一步扩大该书的国

际影响力。

《我的七爸周恩来》英文版伦敦首发

本报讯 5月 17日，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

榜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

行榜下半年榜揭晓。此次评选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作家网承

办。30余位上榜作者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

文学组织工作者、评论家、网络作家、文学网站负责人

400余人参加发布会。会议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

会主任陈崎嵘主持。

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发表至今，中国网络文学

以多元的类型、瑰丽的想象以及巨大的体量在20年内

拥有了1300余万注册写作者、1600余万部作品、超过

3.78亿读者，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精品化、经典化诉

求也日益突出。为了发掘网络文学中的优质作品，倡

导现实题材创作，树立创作风向标，自2015年起，中国

作协启动“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评选工作，始终坚持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艺思想，秉持“作协定位、全局视野、

大众审美、网络特质”的原则，用文学的方法确立标高，

注重正能量，注重思想导向和社会效益。

陈崎嵘在主持活动时谈到，排行榜是一面旗帜、一

种导向、一种评价、一个标尺，也是一种期待。自2015

年以来，榜单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得到中国网络文学

界的认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希望广大网络作

家感知新时代、把握新时代、反映新时代、共创新时代，

树立内容为主、现实为重、精品为王的意识，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能进入排行榜，进入中国网络文

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精品力作、经典之作、传世

之作。

据介绍，三年来，“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充分发挥

了中国作协的组织优势和价值导向作用，先后遴选

144部作品上榜，评选范围涵盖近10年来的网络文学

创作，不仅展示了网络文学创作实绩，更为建立科学的

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积累了有效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示

范效应，为推动网络文学攀登“高峰”起到不可替代的

作用。自2018年开始，排行榜将每年评选一次，选择

已完结作品与未完结作品各10部。

发布会上，网络作家血红、多一半、吉祥夜、烽火戏

诸侯先后代表上榜作家发言。大家谈到，网络文学发

展走过20年，随着作者与读者的成长，具有经典特质

的网络文学作品一定会涌现，并闪耀在中华文脉熠熠生辉的星

河之中。文以载道，薪火相传。新时代赋予网络文学良好的创

作环境，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网络作家只有不忘初心，坚定情

怀，才能写出具有精气神的文字，在良性互动中让读者感受温

暖、希望与力量。新时代也赋予网络文学写作者更重要的责任

与担当。网络文学要抒写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进行现实题材

创作是必由之路。网络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握广大

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书写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情怀，展现

中华民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伟大奋斗历程。

2017年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采取网站推荐和专家推荐相

结合的办法，全年共征集452部符合参评条件的作品。经过初

评与终评程序，评委对所有作品进行了严格审读和充分讨论。

最终，陈崎嵘、欧阳友权、叶梅、胡殷红、鲍坚、徐可、安亚斌、肖惊

鸿、陈定家、王祥、李林荣、何平、夏烈、桫椤、周志雄、庄庸、刘颋、

许苗苗、邵燕君、马季等20位终评委实名投票确定全年共40部

上榜作品。 （刘晓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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