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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会的工作报告政治站位

高、形势分析准、工作措施实，对于

我们做好今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性。我们一定要结合广东实际，认

真抓好落实。

一是要紧紧把握好文学工作

的重要政治责任，坚持不懈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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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广

大文学工作者的头脑。把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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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文学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责任和头等大事来抓。

要在作协机关广泛开展主题研讨和

专题学习活动，在各种文学阵地上

开设专题、专栏等持续深入地推动

学习宣传，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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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纳入所有培

训班的培训主题和内容，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提高认识，确立高

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刻在骨子里、融入血液中，作为我们解决一切问

题的“金钥匙”。

二是要紧紧把握好文学工作的中心环节，

努力创作生产出一大批反映伟大时代的精品

力作。聚焦聚力推动优秀作品创作生产，这是

攀登文学高峰的关键。要下大力气动员组织

和扶持生产文学精品创作、特别是反映伟大时

代的现实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要加强文学

精品创作规划和选题策划，以广东文学院、广

东网络文学院为基地，统筹规划文学精品创作

项目和文学培训、研究、采风活动，建立重点项

目跟踪机制，定向组织创作一批反映“南粤风”

文学精品。要建立广东重大现实与历史题材

创作扶持机制，组织专家认真研究广东文学的

重大、重点题材，向全省公开进行选题招标，探

索建立签约委托创作、征集奖励好作品的新

机制，务求催生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扛

鼎之作。要实施好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导

师制”，发挥文学名家传帮带作用。要加大优

秀文学作品的宣传推介力度，继续组织广东

文学名家作品学术研讨会，举办广东网

络作家优秀作品推介会，提升广东文学

的影响。

三是要紧紧把握好作协组织的重要责

任，切实团结引导新文学群体健康成

长。要将加强对新文学群体的团结引

导，作为新时代作协组织加强联络、延伸

工作手臂的主攻方向和重要突破口，不

断创新工作手段和方式，努力把更多优

秀的青年作家、网络作家、业余作者吸纳

到作协的大家庭来。要探索建立以网络

文学为代表的新文学群体的文学审美标

准和评价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新文学群体中的主流地位。要打通

体制壁垒，吸收优秀作家入会，聘定签约

作家，积极探索建立面向新文学群众的

职称评审办法；要加大对新文学群体的

扶持力度，为其提供政治理论学习、业务

培训、作品研讨交流、维权等便利，在项

目资助、培训研修、实践锻炼、作品推介

等方面提供支持。建立健全新文学群体

深入生活机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导

新文学群体到街道、农村、企业、学校体

验生活。

四是要紧紧把握好文学事业的根基，

切实加强基层文学工作。基层是文学事

业和作协工作的根基，也是当前文学事

业发展的突出短板。要积极主动作为，

借全面深化作协改革之机，推动基层作

协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要举办好“诗歌

进工厂”、“文学进学校”等文化惠民活

动，推动文学走进基层、走向大众；要精

心打造“岭南文学空间”等面向社会的文学活动

阵地，广泛开展面向大众的系列文学活动。

五是要紧紧把握好文学事业发展的动力

和途径，大力推动文学工作的改革创新。创新

是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基本途径，

要把创新贯穿到文学工作各方面，不断激发文

学的活力和潜力。要重点抓好《广东省作协深

化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积极探索符合文学

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

不断增强作协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引导力。要

积极推进广东文学院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支

专业化的核心文学创作队伍。要运用新的载

体和传播方式将文学作品进行转换，打造文学

和影视、传媒、网络、电信等互动的平台，实现

广东文学与传媒产业的对接。要认真研究并

利用对我有益的国外先进的文学生产组织形

式、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积极探索、逐步实行

现代文学组织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学生

产力。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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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协总共26页的工作报告里有关新

文学群体的内容合计超出了两个页面，这在以

往的工作报告里是很少见的，惊喜之余倍加振

奋，从这点能够看出中国作协对新文学群体工

作的重视，作为一名网络作家，在感受到来自

作协的肯定和关心的同时，也有很深的感触。

作为一个网络作家，同时也是基层作协网

络文学业务人员，对工作报告中最为关心的还

是下一步工作“对新文学群体的团结引导”。

报告令人叹服的是并没有回避当前的工作短

板，直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确定

了具体的目标、制定了切实的措施，为基层网

络工作开展提供了颇具操作性的指导，也可从

中看到中国作协对新文学群体工作的总体布

局，由此展望网络文学的未来，提振群体信

心。

报告第17、18页关于新文学群体工作累

计600余字的概述总结起来有三点：

一是加强联络，促进团结。新文学群体的

出现给文学组织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群体人

员构成复杂多样，如何团结这一群体，报告将

凌空高蹈的指导化为亲切平等的对视，把“虚

高”落到了“实地”，明确提出：“认真研究和

探索新文学群体队伍建设的特点规律”，要求

工作不能浮于表面，而是要沉下去，走进群体

中间，成为群体一员，在具体的交流接触中摸

索规律并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工作手段”，强

调新文学群体和传统文学群体的不同，需要更

为灵活地对待；同时报告提示“加强培训、联

络、推介等工作”，从点 （推介）、线 （联

络）、面（培训）三个方面全方位地为基层作

协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法，结合之前2017年

新文学群体工作的总结，可以说这是中国作协

通过自身的积极探索，取得宝贵的可行经验

后，对工作实践的再推广。

二是引领正面创作导向。作为现当代文学

的一种新范式，网络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时代性

和创新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文学的颠覆

性，都足以说明其复杂性，但都不能影响其成

为文学新鲜血液输入的重要功能，出于“异体

排斥”的正常反应，它的融入需要更多的宽

容、理解和支持。报告中提到“以更加开放的

眼界、更加开阔的胸怀、更加积极的态度、更

加有效的办法开展对新文学群体的工作”，是

中国作协虚怀若谷的展现，同时也是对全新工

作要求的完善。

“加大对新文学群体和网络作家的扶持力

度，拓展服务渠道，为他们提供政治学习、

业务培训、作品研讨、维权保障、职称评定

等服务”，这些工作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加

强正面引导力度”——“引导新文学群体和

网络作家增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

任担当”。从中央到地方关乎网络文学发展，

一贯都强调以引导为主。网络文学作品良莠

不齐，作为网络文学的业务工作者一直努力

在做的，就是尽量在商业性中凸显文学性，

大力强化作品的价值导向和人文情怀，即基

于当前网络文学与商业化联系紧密的现实条

件下，既尊重和认可商业化在网络文学发展

中的促进作用，也清醒地认识商业化导向对

网络文学的制约，始终提倡积极的主旋律写

作，发现、推荐、扶持、托举文学性强的网

络文学作品，以此来引领整个网络文学界的

创作导向。

三是完善专业化服务。相对于传统文学成

熟的服务机制，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文学的服

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培训机制和日常规范

化服务）尚未形成。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虽然

同属文学，基于某些文学共性可以实现经验互

通，但在更多的方面还是泾渭分明的。由于网

络文学的特殊性，加之鲜有历史经验可借鉴，

所以对网络文学的服务还必须从专业化角度进

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网络文学的健康

发展。

中国作协近几年在加强网络文学专业性服

务方面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倘使说之前网络

作者都是依靠单打独斗争得一席之地，那么在

中国作协把网络文学纳入工作范畴，并逐年加

强服务、一再延伸工作手臂之后，多数网络作

家都从中获益匪浅。首先在培训方面，鲁迅文

学院从2008年开始举办网络培训班，在2015

年开办了网络高研班，中国作协网络办还不定

期举办各种短期培训和主题采风活动。其次在

渠道方面，从2013年开始中国作协开辟了网

络作家入会的单独通道，在2015年设立了增

加网络作家作为终审评委的制度。再次在专业

研究方面，中国作协主导成立了全国网络文学

研究基地，创办了网络文学院。尤其是在专业

话语权方面，2016年中国作协九代会上，网络

作家8人首次当选中国作协全委，并有1人成

为主席团委员。

这是网络文学的

里程碑，网络作

家从此确立了平

等的专业地位。

让人备受鼓舞的是，在机构设置方面，2017年

中国作协成立全国网络中心，明确其主要职能

之一就是服务网络文学。把网络文学工作单列

是史无前例的，足见中国作协的重视程度，网

络文学界的这一标志性事件，也必将带来深远

的文学影响。

近期获悉，2018年挂职交流到任的全国网

络中心主任是评论专业人士，已在4月推出了

“网络文学理论评论支持计划”，可谓从基础上

夯实了目前相对薄弱的网络文学评论基础，由

此可见培育专业的网络评论家队伍的工作脉络

已非常清晰，亦是报告中提到的“探索建立网

络文学等新兴文学样式的评价体系”目标的始

于足下。迈出这第一步，建立网络文学等新兴

文学样式的评价体系便有了继续推进的可能，

网络文学的未来值得期待。

仅从“探索”一词便能体会到中国作协积

极主动的工作态势，而构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

的重大意义，不仅仅是培育专业的网络评论家

队伍，也不仅仅是对网络文学作出有数量、有

质量的评价、研究，挖掘其中对社会主流价值

观有积极作用的部分，加以关注和解析，促成

其高效传播和正面影响，还不仅仅是帮助读者

慧眼识珠，引导健康阅读，它更大的意义在于

网络文学得以自成一脉，与其他文学门类并驾

齐驱，共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此，对网

络文学量身定制一套业务规范就显得非常重要

和异常迫切。

显然，中国作协早已洞悉，并已开始着手

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我们欣喜地看到，报告中

各类信息指向明确，都凸显了作协通过规范专

业化服务切实提高业务能力的努力方向，对基

层各级作协将来如何开展新文学群体工作提供

了标准的专业范本。我们期翼中国作协加大对

各省新文学群体工作的指导，推动其专业化进

程的跟进，给予网络作者们更多的探照和实质

性的帮助。让广大的网络作家和基层网络文学

业务人员，都能借着中央重视网络、中国作协

倾力网络文学这股东风，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肆意飞奔。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

我手写我心，我心有乾坤；字字含真

愫，句句现缤纷。诗，向来就是用以抒情、言

志、咏物、摹景的。故而，在诗人的笔下，我

们常常能看到一个既忠于现实，又超越现

实的旖旎世界，更能感知一颗纯挚之心的

跃动与一瀑炽烈之情的奔涌，由此而决定

了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信札传递和书简交

流，常常会在不意之间勾勒并营造出一方美

仑美奂的视界与情境，直至令人阅之而欣

然，诵之而奋然，忆之而韶然，思之而隽然，

直如渥兹华斯所言：“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

流露。”并因此而使之成为兴、观、群、怨的真

情释放与心旌深处的情韵表达。如此这般，

诗人之间的信札书简穿梭往还，也就自当会

有一番深深的情致与酽酽的意趣了。

《诗歌·时代·人民——诗坛百家致王

学忠的信》，就是这样一本记录当代诗人之

间相知相交、互勉互励、共襄盛举的文化见

证。全书辑集了活跃于当代中国诗坛的百

余名诗人和诗歌研究者、评论者、教育者们

写给王学忠的信，并附有每封信函的手迹

原稿，遂使这本书既是诗人之间的情感交

流与创作研析，又是各个诗家意韵和书艺

的恣情表达与倜傥展示，通篇无不充盈着

眷眷的心迹和绵绵的情愫。其中，像贺敬

之、魏巍、李瑛、雁翼、贾漫、查干、刘章、于

沙、高深、李发模、周良沛、陈敬容、塞风、李

苏卿、宋垒、杨啸、李清联、胡德培、浪波、柯

原、吴开晋、丁国成、王燕生、尹一之、梁上

泉、野曼、鲁煤、屠岸、石天河、樊发稼、阿

红、杨子敏、束沛德、王绶青、葛文、任愫等

百余名活跃于中国当代诗坛的诗人和诗评

家，均悉数入列。他们在自1983至2015的

三十三年间，竟先后分别给诗人王学忠写

信多达400余封。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么

多的书札信函，且均为纸墨手书，其所秉具

的思想价值、认知价值、文化价值、文物价

值之繁富和宏博自当不言而喻。信函，向来

就是朋友之间、同志之间、至亲至交之间最

淳朴、最真诚、最坦率、最直白的酌事布理

与情感交流之常用方式。正因为如此，其中

便尤见纯真与坦诚，常常会在无拘无忌的

诉诸和询榷中表达看法、阐明事理、交流感

情、释放心迹，并于不无私密的往复与意会

中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秉赋加以毫无修饰的

诉说与表达，极具淳朴坦荡的情愫和毫无

苫遮的心韵，常常是酌理舆事，情真意切；

奋志抒心，感人至深，并因此而特具价值，

深受青睐。现在一些由明星朗读名人书信

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会备受欢迎，就因为其

中蕴藏于文化和史料价值中的心绪情韵不

仅让观众形象化地感知了那种特定的生活

情景与时代韵律，而且尤其被信中所诉诸

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情所征服、所撼动。

在《诗歌·时代·人民》中，这种深深切

入“心”与“情”、“事”与“理”的征服和撼动，

更是随处可见，触之即及。一如陈志昂在信

中写道“我认为你是贺敬之、郭小川之后最

重要的诗人。这不仅因为你是‘转型’之后

中国工农大众思想的表达者，而且因为您

的诗作熔炼中国古今达到了新的高度。”孙

琴安在信中直言：“你以一介布衣，投身于

文学数十载，笔耕不止，硕果累累，引起文

学界的关注，确实不容易。在当今中国，似

不多见，应该被人钦佩的。”王一桃在信中，

用“学习屈原九死犹无悔，忠于祖国一生化

永恒”，激励诗人的奉献精神；屠岸则以“你

用诗发布你的爱和憎、抨击恶和丑、弘扬美

和善，实践你作为诗人的天职，请接受我对

您的赞美与敬意”，褒扬诗人高扬的正义情

怀；魏巍在希望和鼓励中要求诗人“攀登再

攀登，奋进再奋进，锻炼再锻炼。”艾砂则将

钦佩和冀望全然融化在了诗的韵律与情志

之中，他写道：“你是平民诗人，你把诗写得

登了高峰，入了彩云。你的路上嵌有太行山

的卵石，你用诗开凿出平头百姓的乾坤。”

而同样作为诗人的雁翼，则更是以诗的形

式表达了自己对诗和诗人的理解与期冀，

他在信中写道：

一
诗，在中国是一种宗教

神圣，古老

老过儒老过佛老过道

二
没有庙堂

却有最忠诚的教徒

屈原、李白、艾青……

三
崇美

扬善

除恶

四
诗人一词

就是苦行僧

在命运里苦渡

五
才有了百代圣徒

用血用泪铺筑的

诗之路

这么多当代诗坛的圣手和驭手们之所

以会对和要对王学忠的诗歌创作及其具有

砥砺与探蹊精神的创作道路加以热烈赞许

和充分肯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平民

诗人的王学忠，所走的不仅是一条笃实、厚

重和充满探求与挑战的创作之路，而且其

所有诗作均是来自生活底层、来自人民大

众、来自社会热点和改革前沿，特别是生活

的煎熬与泥土的芳香、纠结的世态与正直

的呐喊、冷峻的现实与绮丽的理想的深度

穿插和高度融合，更从文本底蕴和精神内

涵上赋予了他的诗歌以鲜活的血肉与高贵

的灵魂，遂使他的诗常常能从深接地气中

萌发出直干云霄的旷达与高洁，读之令人

感动，吟之使人激越，思之让人情怀丰稔、

意念无穷。

作为诗坛百家致王学忠的信，这本书

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尤具文化价值。因

为这些信在从不同视角观览和评析王学忠

诗歌创作之特点与向度的同时，更论及了

诗与时代、诗与生活、诗与人民、诗与理想

和道义、历史和未来、奋斗和创造、改革和

发展的思想观照与精神鼓舞，并由此而多

层次、多维度地揭橥了诗人的美学意涵与

时代志趣。此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给王

学忠写信的诗人们，竟在不意之间为我们

留下了一笔极可宝贵的墨迹存资，从而赋

予了这些信函以不可多得、不能再生的文

物价值。

中国有 5000 年文明，这是我们的骄

傲，也是我们获具文化自信的原始精神积

累，更是我们实现创新发展的灵智之酵与

力量之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

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

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然

而，任何文化都需要有实物的依存与佐证。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正是从传习、继承与

考古发掘中得以不断丰富和繁荣的。此间，

惟仰赖古人所给我们留下的丰厚文化存资

与文物实体，诸如图书、建筑、墓葬、器物等

等。然而处于信息时代的我们，又能给后世

子孙留下什么可供长期保存观览和永续发

掘研析的文化实物与文物实体呢？这委实

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

们的时代，书信没有了，实木古典家具没有

了，类似长城、故宫、太庙那样可以长久保

留的建筑物也没有了。当然，用纸笔挟以手

泽的书稿、信札之类也基本上没有了。故

而，将来的中国人又该如何体察、认识和传

承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我们的文化存留呢？

这，的确是一个不无颟顸的时代命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诗坛百家致王学

忠的信就尤具文化意蕴与文物价值，值得

格外予以珍视和传存。想想看，将百多位诗

坛名家的手书信札收纳归帙，集册印行，使

之得以广泛传播和长久保存，这该是一件

多么有价值、有意义、有泽惠、有德瑞的事

啊！其不仅弥足珍贵，而且也定当会备受青

睐，真乃是华年诗骚旺，盛世文章宏；心愫

竞醇醪，字幅炳千秋。留有时代印迹和社会

履痕的文赋信札必将会随着历史的衍进和

世情的变迁而时愈弥久，价值愈大，意义愈

深，作用愈显。我们今天若能看到汉、唐、

宋、元时代人们的手书信札，特别是文化名

人的手书信札，那该会从中破译出多少极

可宝贵的历史信息啊，更不要说这些字幅

本身所涵负的巨大文化资源与文物价值

了。现代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茅盾、陈独

秀、梁启超、徐悲鸿、罗振玉、王国维、傅斯

年、吴宓、钱钟书、陈寅恪、郁达夫等人的信

札、手迹、墨宝等，于今也已成为文化文物

珍品，不仅备受关注，而且更争相璧存。相

对于早已尘封了的既往岁月，对处于电子

时代、信息社会的我们来说，信札、手迹之

类付诸于纸墨笔砚的创造性作为，不仅已

渐趋稀少，而且更几近绝迹。于此情况下，

悉心集聚印制、公诸世赓的诗坛百家致王

学忠的信，就尤其稀罕和珍贵，确不啻为文

心永驻，诗魂翾飞；铭熠当世，彪炳史册之

善行与义举。

心旌诗魅共翩跹
——序《诗歌·时代·人民》 □艾 斐

中国作协九届三次全委会发言选登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石油石化

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特举办“铁人杯”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铁人诞辰95周年征文活动，面向全国征集参赛作品。

一、主办单位：
《文艺报》社

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二、征文主题：
表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石油、石化、海洋石油工业的

变化与成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可为重大工程、典型

事件、典型人物，也可为凡人小事、平日场景、我与石油，主

题须体现石油石化事业的变化与发展、对社会做出的巨大

贡献，体现铁人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三、征文体裁：
1.报告文学：6000-9000字

2.散文：2000-5000字

3.诗歌：30-200行

四、征文要求：征文须为未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作品。

五、征文邮箱：dqtr2011@163.com，请注明“征文”字样

六、征文时间：
自征文启事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

七、奖励办法：征文择优在《文艺报》《石油文学》发表，

并聘请专家评出优秀作品，颁发证书、奖金予以奖励。获奖

作者将走进大庆油田采访体验生活，参观铁人纪念馆，感受

铁人精神。

《文艺报》社
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5月21日

“铁人杯”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