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揭幕
将举办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 60 周年活动

WENYI BAO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本报讯 6 月 11 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正
式揭幕，2018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也自此正式启航。
今年恰逢中国电视剧诞生 60 周年。11 日至 15 日上海电
视节期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主办“与时代同行——纪念
中国电视剧诞生 60 周年盛典”活动，回顾 60 年来中国电视
剧的发展和成就，致敬杰出的中国电视剧工作者，激励广大
电视工作者面向未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这个根本要求，推动中国电视剧在新时代焕发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共同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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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强军之声

“诗颂强军新时代”诗歌创作笔会在湖南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6 月 8 日至 12 日，由《解放军
文艺》编辑部和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工作处联合主办的“诗
颂强军新时代”诗歌创作笔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
徐贵祥，国防科技大学政委刘念光出席并讲话。国防科技
大学副政委史衍良、湖南作协主席王跃文、
《解放军文艺》
主编姜念光，20 多位军旅诗人代表，以及其他来自北京、
湖南、深圳的 10 余位诗人、评论家参加笔会。
笔会期间，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举办军事题材诗歌主题论坛、军旅诗人作品
研讨会、创作改稿会、诗歌朗诵会以及文学讲座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与会诗人、评论家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指
引，围绕“诗颂强军新时代”的主题，就“继承发扬军旅诗歌
优良传统”
、
“发现和培养更多年轻创作人才”
、
“军旅诗歌要
更加生动反映改革强军伟大实践”
等具体议题展开讨论。
吉狄马加说，在中国诗歌史上，军旅诗有着光辉的传
统，产生了许许多多不朽的诗篇。一批批优秀的诗人，以
各自不同的诗风，书写了家国情怀和英雄梦想，构建和丰
富着军旅诗阳刚劲健、气血飞扬的美学品格，从容慷慨、豪
放悲怆的审美风貌，热烈健硕、宏壮明亮的诗歌精神。此
次笔会的主题是“诗颂强军新时代”。顾名思义，这是一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
下召开的一次军旅诗歌创作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当代军
旅诗歌的繁荣兴盛。伟大的诗歌创作，都是基于个人的生
命体验完成的，但同时它又与这个时代、社会的状况紧密
相连，完成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精神记忆的书写；它既
抵达了一定的精神高度，又在艺术上具有较好的美学呈
现，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伟大的时代呼唤更多体现
时代精神、真正有气量的伟大诗作。希望诗人们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积极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我见到的沈从文》
专家研讨颜家文新作

本报讯 近日，纪念沈从文逝世 30 周
年暨《我见到的沈从文》出版座谈会在京举
行。施战军、徐可、白烨、贺绍俊、解玺璋等
专家学者，及沈从文之子龙朱等参加活动。
座谈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主持。
本次活动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作家出
版社联合主办。
为纪念作家、文物史家沈从文先生逝
世 30 周年，作家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由作家
颜家文撰写的《我见到的沈从文》。全书 17
万字，以丰富的史料从多个角度，记录和描
述了一个立体的、有喜怒哀乐的、鲜活的沈
从文。与会专家学者谈到，
《我见到的沈从
文》一书讲述了沈从文求学、参军、结婚生
子、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的经历，通过一
些在他生命中重要的时间、地点、人物等钩
连起沈从文的一生经历，为读者呈现了一
个熟悉却不一样的作家形象。扎实的考证
和研究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作者多年来一
直对沈从文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多
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正像他本人所说，
“我们读他，读
他，永远地读不完，也不会有毕业的那一天”，
“ 我还有许多有
关沈先生的题目，我还会写下去”。与此同时，该书的另一大特
点是文笔清新隽永，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不管是《有
荷花和泉水的学校》还是《幸与不幸》
《沈从文与书法》等篇章，
散文化的写作方式让该书在看似从容平和的叙述中拥有一种
暗流深潜的力量，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大家还谈
到，在沈从文逝世 30 周年之际出版这样一部作品具有重要意
义，重新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位作家的人生历程、文学创作及其
学术研究成果，对于当下的文学和文化发展无疑具有独特的
价值和意义。
（小 辰）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火热实践，弘扬崇高
理想和英雄气概，歌唱祖国、礼赞英雄，奏响时代之声、爱
国之声、强军之声。在创作中，要有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
深切关切，要有宏大的理想、庄重的态度，以及勇敢的奋斗
和承担。同时，不断探索现代汉语诗歌艺术创新的方式方
法，以语言与技巧的丰富性，反映时代与生命的复杂性，以
期达到内容丰厚、思想博大、高昂壮丽的诗境。
徐贵祥谈到，此次诗歌笔会的召开，是继 1983 年“西
山诗会”以来军旅诗人的又一次集团亮相，这是当代军事
文学领域的一件大事。军队不能没有诗歌，军营不能没有
诗歌。千百年来，军旅诗歌携带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
神，以其硬朗的品格和生动的形象，营造了雄壮、辽阔、瑰
丽的意境，始终滋养着中国军队的精神发育。推动军旅诗
歌的发展，是强军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习近平强军
思想的具体举措。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加入军事文学创作
队伍，我们一起深入火热的军营生活，把握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的新语境，创作出更多格局宏大、形式新颖、体现
时代特色、展现强军风貌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刘念光表
示，此次笔会在国防科技大学举办，这是科学和文艺的交
相辉映，是创新和创作的交替呈现，对于教育引导广大官
兵感悟诗歌魅力、厚实人文底蕴，对于繁荣军事文艺、打造
强军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对我们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现实，中国诗人有责
任写出一部部与之相匹配的大诗。朱向前以毛泽东同志
的诗词为例谈到，军旅诗歌创作应该超越小我的情绪，表
达家国情怀。诗人应该以人民为审美主体来创作，以人民
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抒情，意象要鲜活。唐晓渡、刘立云、刘
笑伟等谈到，我们的军队参与着整个国家的建设与走向，
军旅诗歌创作应该突破题材的限制，将军队与整个国家的
命运变迁结合起来，书写好国家情怀。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仅仅是军旅诗人，中国诗人整体还欠中国历史一部大
诗。用诗讴歌和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同样是军旅诗人的
神圣使命。
军事科技入诗，需要诗人有强大的转化能力。王跃文
举例子说，有一个乡村编了一个歌舞剧叫《插秧歌》，演出
后特别受欢迎。可是后来有人说，现在都现代化了，机器
插秧了，不能宣传原始的手插秧。可是怎么在舞台上用舞
蹈来表演机器插秧呢？乡村的艺人们犯难了。今天的诗
人们同样面临这样的“转化”困境。面对新时代的新科技，
我们在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来表现的时候，必须在情
感、修辞等各个方面做好准备。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学
习，努力地探索，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汪守德认为，军
旅诗歌写作一定要弘扬“坚信而不是怀疑”、
“ 坚定而不是
动摇”、
“ 坚守而不是逃离”的精神立场。年轻军旅诗人面
对先进的军事科技，要将之内化为心灵的语言，才能转化
为诗歌的话语，虽有难度，但需要不断探索。
诗歌创作的题材、写法有新旧，但情感无古今。曹宇
翔说，无论人类生活如何现代化，不仅军旅诗，其他诗也是
这样，还都是写人、写人的内心。人类的某些情感，具有千
年不变的永恒属性。军旅诗歌的内涵和外延无论如何变
化，其中的家国情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主动承担的英
雄主义精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欧阳江河认
为，军旅诗歌写作，不应该只停留在题材的意义上，而必须
上升到生命意义的层面。作为一个军人，无论碰到什么困
难，都必须勇敢地上前去，这是一种命运的承担。因此，军
旅诗歌应该深入到存在意义的层面，写出命运的掌纹、生
命的密码。商震谈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每个军
人都有自己的强军梦。如果每个军旅诗人都从各自的角
度来书写新时代、强军梦与个人的关系，汇合起来就是一
首宏大的歌曲。

“非遗”主题活动走进校园
本报讯 6 月 9 日又逢今年的“文化与自然遗产
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的“花满
青藤——非遗传承在校园”系列活动上，来自全国各地
的众多“非遗”传承人和民俗文化学者，与天津大学师
生欢聚一堂，互动交流。
活动现场被各式各样的民间工艺作品装点一新。
古朴素雅的蓝印花布、精美华丽的仙居花灯、憨态可掬
的凤翔泥塑、精工细作的天津风筝、匠心独具的北京纸
塑，还有洋溢着浓郁民间味道的杨柳青年画和山西剪
纸……这些作品都出自“非遗”传承人之手。此次系列
活动包括“皇会最后的记忆”口述史调查启动仪式，
“传
人·学子”携手非遗活动等。在“大树讲坛”第一期，冯骥
才、向云驹、苑利通过讲述亲身经历，彼此深度对谈，展
现当代知识分子如何以“文化先觉”的理念，构建中国

“非遗”保护体系，践行“非遗”保护的本土化道路，并与
年轻学子和社会公众互动，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继
续葆有文化传承的活力。
冯骥才谈到，
“ 文化与自然遗产日”体现着当今一
代中国人文明的自觉，也是一种自觉的文明。民众是文
化的创造者，是文化的主人，如果民众不珍视、不爱惜、
不保护、不传承自己的文化，文化最终还是要中断与消
亡。因此，遗产日要强调其精神意义，使公众成为主动
的参与者，使国家举措转化为每一个公民自觉的文化
行为，教育界也要利用好这一节日，培养下一代人对中
华文化的情怀。
“花满青藤——非遗传承在校园”系列活动由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天津大学、天津市南开区文化旅游
局、天津市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主办。 （黎 华）

苏州市吴中区获
﹃文学之乡﹄称号

繁荣军旅诗歌

代号 1-102

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节目征集，共收到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作品 800 多部。经过初步遴选，白玉兰
奖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和综艺节目的入围名单已于日前
公布。最终获奖名单将在 6 月 15 日举行的“白玉兰绽放”颁
奖典礼上揭晓。
历来被电视业界称为具有“专业性、前瞻性和风向标”的
白玉兰电视论坛，
将紧扣
“坚定文化自信、倡导为人民创作、打
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
等主题，
举行 6 场活动。
此外，
上海电
视节还将举办白玉兰
“阅·读计划”
，
倡导青年电视人和大众在
日常生活中通过阅佳剧、读好书培养自身素养。 （曹玲娟）

本报讯 近日，
“ 文学之乡”授牌仪式在江苏
苏州举行，中华文学基金会正式向苏州市吴中区
授予“文学之乡”称号。这也是继宁夏西吉、浙江
桐乡、山东栖霞之后，全国第四个获此称号的地
区。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叶辛，江苏省作协主
席范小青，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李小慧等出席
授牌仪式，并与张陵、叶兆言、王尧、程永新等作家
评论家围绕江南文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吴地文
学的发展更新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苏州市吴中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吴文化
的发源地和核心区，作为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吴中文学也蜚声海内外。从古至今，吴中区走出
或曾经居住过陆龟蒙、范仲淹、叶圣陶、袁水拍等
800 多位文学家，金圣叹、田汉等一批文化名人曾
在吴中区活动和创作。当今的吴中区文学事业蓬
勃 发 展 ，以 文 化 滋 养 着 多 位 作 家 的 文 学 创 作 活
动。有鉴于此，中华文学基金会特向该地授予“文学之乡”称号。
据悉，中华文学基金会与苏州市吴中区将以此为抓手，进一步开
展深度合作，共同主办“东吴文学奖”。该奖项将评出大奖、作品奖、
新人奖，每三年举办一届，首届将于 2019 年评选。双方希望通过开
展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挖掘区域文化、培养文学名家，不断推动“文学
之乡”的持续建设。
（欣 闻）

《北京文学》评出
2017 年度优秀作品
本报讯 日前，北京文学月刊社评选出 2017 年度优秀作品，共
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新人新作、转载作品等
7 个门类的 40 部作品入选。这些获奖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意
蕴丰富，获奖作家中名家与新锐交相辉映。其中，中篇小说《花满
月》、短篇小说《合租者》、散文《意大利读画记》、报告文学《中国创新
之问》、诗歌《于坚的诗》等均榜上有名。
据悉，本届评选始于今年 4 月，分原创和转载两大类，评选对象
为 2017 年发表在《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上的所有中篇小说、短篇小
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新人新作，以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
报》2017 年全年转载的优秀中篇小说。其中，初选作品在参考作品
发表后的社会反响基础上，由《北京文学》编辑部集体讨论确定。由
全国数十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的终评委对自己提名的
每部作品写出评语并投票，最终按照票数评出各门类优秀作品。
（欣 闻）

新书贴
《故宫的古物之美》
祝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举行闭幕演出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 月 6 日，北京演艺集团第
五届“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闭幕演出——歌舞音画
《你我的北京》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来自北京歌
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以青春迸发、编排新颖的精彩歌
舞节目，为本届演出季画上了圆满句号。
在每年的
“梦想成真”
五月演出季上，
京演集团旗下
的中国杂技团、中国评剧院、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北京歌
剧舞剧院、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北京曲艺团、北京民族乐
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北京市曲剧团等 9 家艺术院
团都会为首都市民献上特色鲜明的文艺大餐。本届演
出季期间共推出 9 部原创剧目，演出 26 场，其中 7 部为

新创剧目。此外，各院团相继举办“院团公众开放日”活
动，邀请各界人士与艺术家进行零距离接触。京演集团
还走进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了颇具新意的戏剧进
校园活动，不仅让青年学子感受到艺术魅力，而且有助
于探索传统剧场艺术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京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康伟表示，
“梦想成真”
演出季是集团着力打造的创作平台、交流平台、宣传推
广平台和为人民服务的平台，未来集团将继续全力构
建精品汇聚、演出活跃、人才辈出、管理高效、创新密集
的“演艺发展新生态”。
图为《你我的北京》中的舞蹈《逐梦》

2018 年 4 月出版
《故 宫 的 古 物 之
美》是祝勇继《故宫的
风花雪月》
《故宫的隐
秘角落》
《在故宫寻找
苏东坡》之后推出的又
一部“故宫美文”。在这
本书中，作者选取了 18
件故宫藏品，以 18 篇散
文讲述一件件国家宝
藏的前世今生，连缀起
一部故宫的艺术史，再
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
美。他笔下的“古物”通
过一个时代的物质载
体，折射同时代的文化
精神。这是对我们古老
文明的惊讶与慨叹，是
一种由文化带来的由
衷自豪。

王亚平作品
朗诵演唱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6 月 9 日，由老文学艺术家后代联谊会发起主
办、北京雅颂艺术团承办的王亚平作品朗诵演唱会在京举行。
在这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艺演出活动中，艺术家和
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老作家、诗人王亚平
的《天桥的风暴》
《晨曦中》
《听，夜莺在唱》
《人民的勋章》
《嘱
咐》
《我心里有一点火光》
《期待》等诗歌，演绎了其创作的活报
剧《七个女战士》、评剧《张羽煮海·黑石牢》等作品。声乐、舞
蹈、器乐、戏曲等节目的精彩助演，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悉，此次演出是主办方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而
组织策划的老文学艺术家作品系列展演的组成部分。主办方
表示，2017 年率先举办的贺敬之柯岩作品朗诵演唱会受到观
众好评和欢迎，今后还将陆续推出阮章競、郭小川、晏明等老
作家的作品回顾展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更多人尤其是
年轻一代了解和熟悉老作家的经典作品。
（范 得）

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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