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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樊攀、乌梦达） 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 7 日开启“伟大抗战 伟大精神”主题展览。展览
包括 120 余幅照片、281 件文物，其中包括杨靖宇杀敌马刀等
来自全国 21 家抗战类纪念馆的 83 件经典文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走进主题展览，迎面 8 个大字格
外醒目。在展台前，观众们或聆听抗战歌曲，或专注地观看抗
战文物，共同回顾抗战历程，感受抗战精神。
据介绍，
此次展览共分为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等 4个部分。
其中，
朱德手书抗
日誓词、民兵战士段满青和母亲英勇杀敌的事迹、新四军挺进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开创与振兴等内容被重点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出的 281 件文物中还包含了全国

21 家抗战类纪念馆的 83 件文物，例如东北抗联纪念馆借展
的杨靖宇杀敌马刀、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借展的港澳同
胞送给新四军的“百福”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说，每一件文物都
蕴含着一个生动的抗战故事，此次展览通过文物、照片、抗战
家书、图表等表现手法，讲述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故事，体现
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记者在现场看到，抗战馆充分运用了多媒体视听技术等
手段，让观众不仅能看到文物，还能听抗战歌曲、用微信扫描
品读 32 位抗战英烈的抗战家书。当《黄河大合唱》唱响时，屏
幕上还会出现无数中华儿女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历史画面，
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全民族团结一致、持久抗战的决心。

“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综合消息 加强对文学创作人才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培养，一直以来都是
各地作协的重点工作之一。近年来，陕西、上海、江苏、重庆、云南等地作协采取多种
形式，提升文学创作人才的素养，壮大文学创作的队伍。
陕西省作协实施“百优计划”
“签约作家”
“百青培训”等项目，通过经费资助、培
养培训、宣传推介等方式为中青年作家提供支持。
“百优计划”遴选有实力、有潜力、
有较好创作规划的作家重点扶持，入选者每人每年资助 5 万元。在此基础上，确立
“加强巩固 60 后、70 后，扶持鼓励 80 后、90 后”的思路定位；帮助作家制定五年创
作规划和年度写作计划，建立季度联系机制，实行“动态管理”。组织“鲁迅文学院陕
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
“西北大学高级研究班”等。注重基层文学队伍建设，探索“三
秦文学季”
“ 基层片区培训班”等模式。制定印发《关于选派作家到基层挂职深入生
活和定点体验生活的实施意见》，推动作家挂职、定点深入生活常态化。
上海市作协加强作家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作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艺思想，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全员学习培训，组织青年作家签名《提高道德修养、弘
扬社会正气倡议书》。上海市作协进一步建立完善文学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通过
所属文学杂志《萌芽》，联合全国著名高校，每年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和中学生的
作文比赛，发掘了一大批年轻的优秀写作人才。通过制定青年文学人才梯队计划，
加强对 1992 年后出生的新生代文学写作者跟踪、扶持，并从历届“黑马星期六·上
海文学新秀选拔”的优秀获奖选手、上海高等院校的优秀写作者和文学评论家当
中，择优选取 26 位具有创作潜力的作者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培养，逐月约稿，并邀
请 11 位作家、评论家、资深编辑进行点评。
长期以来，江苏省作协在重点扶持、文学出版、作品研讨等方面关注青年作家，
并通过设置青年诗人奖、青年作家写作营等，有力地促进青年文学人才的成长。近
两年，江苏省作协和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基地共同发起
“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
活
动，
主要研究和关注对象为江苏文学新秀。
去年遴选了庞羽、汤成难等 10 位创作成绩
优秀的青年作家，均为 1980 年以后出生，采取
“2+1+5”
即 2 位青年作家、1 位主持人
和 5 位青年批评家的对谈模式，在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地举办了 5 场活动。活
动通过省内外青年批评家与江苏青年作家的交流与互动，
展示了江苏文学新秀的写
作风貌，
促进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的共同成长；
与在校大学生的互动交流，
也产生
了良好的反响。
今年延续这一模式，
将为麦豆、茱萸等 10 位青年作家举行专场活动。
近年来，重庆文学院采取青年作家培训、邀请作家授课、作家签约、
“ 结对帮
扶”
、
“巴蜀青年文学奖”评选奖励等多种措施，加强青年文学人才培养，积蓄文学发
展后备力量。近几年，先后开办 5 期以上青年作家培训班，邀请近 20 名知名作家为
青年作家授课，青年作家签约近 20 名，结对帮扶近 60 名，开展了 7 届巴蜀青年文学
奖评选，参与培训、帮扶、授课、签约、评奖的青年作家达到近 2000 人次，培养了一
大批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人才。近日，重庆文学院又将目光瞄准高校文学人才培
养，走进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与师生开展文学交流活动，积极推进校园文学创作
发展、帮助青年作家成长。
云南省作协以选送培训等方式，先后组织 100 余名作家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研
班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30 余名青年作家参加鲁迅文学院西南六省区市青
年作家培训班。云南还举办全省首届农民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长篇小说创作培训
班、中短篇小说创作培训班等，对全省近千名作家和基层写作者进行了培训。云南
省作协尤其注重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现在，云南各个少数民族均有了本民族作
家，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等还形成了本民族作家创作群体。云南少数民族文
学已成为云南当代文学的“特色名片”，云南各民族作家已成为弘扬主旋律的重要
队伍和文化戍边的重要力量。

本报讯（记 者 丛 子 钰） 7 月 3 日 ，由 诗 刊
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在
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
话。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余位诗人、评论家、诗歌
编辑参加，共同回顾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交流
各省诗人队伍建设和诗歌创作情况，畅谈新时代
背景下诗歌创作的精神走向。论坛由《诗刊》副
主编李少君主持。
吉狄马加表示，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
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为繁荣文学艺术
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文学界和诗歌界要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在新时代，诗人要有担当，在个人生
命体验之外书写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诗歌组织要

加强沟通，加强诗歌的教化作用，为繁荣新时代诗
歌营造良好的氛围；
诗歌刊物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
向，
要坚持应有的美学标准，
引导诗歌风尚，
鼓励诗
人创作出更多深刻反映现实、反映民族精神、符合
艺术规律的佳作。
与会者谈到，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一百年是
一段辉煌的历史，新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标志性的诗人和
作品。进入新时代，中国新诗迎来了新的机遇，也
面临着新的挑战。新时代诗歌在继承优秀传统的
基础上，既需要不断锤炼语言、力图创新，又应当
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的心灵世界紧密相连。诗歌
是时代的写照，诗人在聚焦个人内心世界的同时，
还必须关注广阔的现实世界，观照历史和现实的

“90 后”作家作为新的文学力量在成长
中国作家网与《作品》杂志社联合组织研讨“90 后”作家作品
本报讯（记者 明江） 近些年来，
“90 后”作
家在文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
绩。为研究当前“90 后”创作的整体态势，深入分
析“90 后”作家的创作特点，7 月 7 日，中国作家网
和《作品》杂志社联合在京举办“90 后：正在成长
的文学力量”研讨与座谈活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出席并
讲话。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知干、中国作家出版
集团管委会副主任鲍坚、广东文学院院长熊育群，
以及 30 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
吴义勤在讲话中表示，文学进入了新时代，需
要勇于创新，需要更加富有力量的文学书写。近年
来，
“90 后”作家正在成为日益重要的文学新力量，
受到各大刊物和出版社的关注。
“90 后”
作家的创作
呈现出多元的文学品质，
无论是深入生活现场的现
实题材创作，
还是具有先锋色彩的寓言式写作，抑
或从个体经验出发的灵性探索，
始终抱有着对纯文
学的信仰与追求。
从他们的创作中，
可以感受到文学
的朝气，
看到他们丰沛的才华，相信他们不会辜负
时代的期许。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我们常用代
际的概念来定位不同时期的作家群体，
“90后”
作家
的代际命名，
隐含着我们对这一代文学青年的总体
期待，
希望他们写出更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与此同

时，也希望他们的创作风格保持多样化，避免同质
化，
以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品反映这个伟大时代。
张知干、鲍坚在会上分别介绍了广东省作协、
中国作家网在推介优秀作家作品等方面的工作情
况。据介绍，广东省作协一直高度重视“90 后”作
家培养工作，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青年作家的培训
班和作品研讨会，鼓励和扶持了一大批青年创作
骨干参与重大题材创作。
《作品》杂志则始终关注
“90 后”创作，2013 年起就开设了相关专栏，推出
了大量作家。中国作家网是中国作协在互联网上
传播中国文学声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主
要平台，担负着在互联网上团结广大作家、评论家
和全体文学爱好者共同繁荣中国文学事业的责
任。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网不断丰富内容、改善版
面设置、拓展文学传播的方式，在宣传思想文化、
服务文学组织工作、推荐精品力作、传递作家声音
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研讨会上，施战军、熊育群等对“90 后”作家
的整体创作状况进行评价。贺绍俊、张清华、郭艳、
刘琼、张菁、饶翔、刘汀、李壮、徐威、唐诗人 10 位
评论家，对王占黑、庞羽、玉珍、李唐、宋阿曼、周朝
军、索耳、路魆、李君威、马晓康 10 位“90 后”作家
的作品，进行了“一对一”点评。大家认为，
“90 后”

本报讯 6 月 25 日，由中国艺术报社、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深
圳市文联共同主办的深圳中青年文艺评论
家北京交流会举行。深圳与北京两地中青
年文艺评论家就文艺评论工作经验和心得
展开交流。庞井君、康伟、张忠亮、朱虹子等
参加活动。
与会者谈到，
“改革开放”是深圳的根、
是深圳的魂，深圳的文化强调创新、碰撞、
改变以及对未来的指向性。深圳批评家对
新生事物敏锐，对外来文化包容，同时又很
接地气，这使得深圳的文艺批评具有强烈
的开放性和现场性。特别是最近几年，
“深
派批评”敢于直面现实，敢于发出不同的声
音。这既是由深圳的城市特质决定的，也是
由深圳文艺创作的独特实践决定的，更是
由众多深圳文艺批评家的学术眼光和人文

情怀决定的。深圳评论家要继续立足于本
土文艺，推进深圳文艺理论创新，努力培育
文艺批评的“深圳学派”，为发展繁荣深圳
文艺再立新功。
大家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真正透
彻的、真诚的文艺批评。好的文艺批评应该
是紧密联系创作实际的，同时又需要理论
作为坚实根基，它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或
者浅浮的逻辑推理。从当下的一些评论文
章来看，我们虽然有广阔的理论背景，但是
对于本土或者传统中国美学的批评理论如
何进行有效的吸收和现代性转化，做出当
代性的表达，还需要进一步思索。文艺批评
工作要注重年轻人的力量，让他们在新媒
体上发声也是挖掘文艺评论新力量、增添
文艺新活力的有力途径。
（周 茉）

自 2008 年启动以来，
“ 周末音乐会”已经成为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的特色品牌。7 月 8 日，
“ 周末音乐
会”第 500 场特别策划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携手钢琴演奏家陈萨共同演
绎了诸多中国原创管弦乐作品的经典之作。音乐会在一曲节奏欢快的《节日序曲》中开始，随后乐团演绎
了《炎黄风情》中的重要选段，爽朗明快的乐曲表现出生机勃勃的阳刚之气。观众所熟知的芭蕾舞剧《红色
娘子军》也如约响起，老作曲家杜鸣心和施万春登台导赏,为观众讲述了当年的创作场景。钢琴协奏曲《春
之采》也博得了全场观众的一片喝彩。
（欣 闻）

专家研讨音乐剧《国之当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 月 3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滚动资助项目《国之当歌》专家研讨会在
京举行。十余位专家学者和剧组主创成员与会，畅
谈该剧的艺术特色和亮点，并围绕其如何进一步
完善提高建言献策。
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由上海歌剧院出品，
讲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与戏剧家田汉从相识到相
知，直至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生动塑
造了聂耳有血有肉、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和精神
气质。
《卖报歌》
《码头工人歌》
《铁蹄下的歌女》
《毕
业歌》
《义勇军进行曲》等聂耳创作的家喻户晓的
歌曲以全新形式贯穿其间，奏响了一曲曲昂扬激

越的雄浑旋律。该剧首演 7 年来不断进行修改，已
推出大剧场版、巡演版、下基层进校园版 3 种版本，
并在国内外多地演出 130 余场，广受欢迎和好评。
与会者认为，
《国之当歌》剧本结构严谨，舞台
呈现灵动，音乐创作既保留传统又富有创新，体现
出中西结合、雅俗共赏的海派文化特色，传递了激
励和鼓舞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的磅礴正能量。同时，
与会者结合各自观感和思考，针对该剧在多个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和务
实的修改建议。他们希望主创团队继续以精益求
精的态度对该剧进行修改打磨，力求使之成为一
部留得下、传得开、接地气的音乐剧精品佳作。

本报讯 7 月 8 日，纪录片《百年
巨匠——梁思成》开机仪式在四川宜
宾李庄古镇举行。蔡武、龚心瀚、连
辑、李小琳、罗杨等出席。该片将以影
像人物传记的叙事结构，多角度展现
中国建筑史研究泰斗梁思成不凡的人
生历程和卓越的学术造诣。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和教
育家，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
一。
《百年巨匠——梁思成》坚持原貌、
原作、原物、原址的创作原则，将通过
主人公亲友、同事、学生、当事人和见
证者的口述历史及相关珍贵素材，力
求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梁
思成。此次开机仪式选择在李庄举
办，不仅因为这里人文景观荟萃，古建
筑群规模宏大，还因梁思成而被誉为
“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1940 年冬，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李庄，在此度
过了 6 年艰苦时光，梁思成的扛鼎之
作《中国建筑史》亦诞生于此。出品方
表示，希望通过拍摄这部纪录片缅怀
和纪念梁思成，展现他坚定的家国情
怀、深厚的家学传承和精湛的专业学
养，使观众感受到中国建筑文化历史
的深度、厚度和内涵。
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
巨匠》由中国文联、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新闻纪录电
影制片厂（集团）、百年艺尊（北京）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银谷艺术馆等单位
联合摄制。第一季分为美术篇、书法
篇、京剧篇、话剧篇、音乐篇、文学篇，已拍摄完
成并陆续播出。第二季由建筑篇拉开帷幕，将
聚焦詹天佑、茅以升、梁思成、杨廷宝 4 位近现
代中国建筑工程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开机仪式上，
《百年巨匠》摄制组向宜宾市
图书馆和当地部分学校捐赠了该片图书及音像
制品。
（范 得）

梁思成》在四川开机
——

作家和学者。多年来，文学梦想一直伴随
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言文
学系，文学教育、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融为
一体的办学特色已经形成，并为蒙古族当
代文学持续输送了新鲜血液。该系创作与
研究并重的作风，既提升了学术影响力，也
为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了
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内蒙古师范大
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在职的满
全、那·乌力吉德力格尔、策·朝鲁门、宝荣、
席·哈斯巴特尔等 5 位作家的创作进行交
流，探讨了他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现代眼
光与浪漫情怀，并就新时代蒙古族学院作
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进行了讨论。
（元 成）

深圳中青年文艺评论家赴京交流

作家是一群个性鲜明、思想活跃、敢说敢写的年轻
人，他们用文字书写自我、发现自我、保持自我，形
成了独特的文学话语，丰富了当下文学生态。不少
与会者谈到，叙述方式的变化是这一代作家的普
遍共性，中西文化杂陈的话语方式在新的写作中
逐渐凸显。在写作伦理和价值方面，则呈现出多元
游离的姿态，前辈的各种文学经验相互杂糅成为
他们的文学背景，但他们主要从自我经验出发进
行写作，正视自己的生活。作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
轻一代，怎样写出深厚而复杂的人生体验，对“90
后”作家来说，依然是严峻的挑战，但相信这些问
题会随着其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不断得到解决。
研讨会后举行了“文学的代际：沟通与理解”
座谈会，鲁敏、乔叶、弋舟、张楚、李云雷、付秀莹、
石一枫等“70 后 ”作家与 10 位“90 后 ”作家围绕
“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时间问题”、
“ 文学创作
中的现实关怀”、
“ 如何突破创作瓶颈”、
“ 书面语
与口语”等文学问题进行了对话。座谈采取了相
互提问的方式，每位作家都向不同代际的作家提
出了问题，在自由和坦诚的交流中呈现出作家们
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加强了彼此的相互理解。
研讨会和座谈会分别由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刘
秀娟、
《作品》副总编辑王十月主持。

《百年巨匠

内蒙古举办学院作家作品研讨会
本报讯 近日，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蒙
古学学院和内蒙古新文学学会主办，内蒙
古作协、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
《花的原
野》杂志社、
《金钥匙》杂志编辑部协办的
“对话与阐释：学院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呼
和浩特举行。本次研讨会旨在系统总结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语系作家群”对少数民
族文学事业的贡献，进一步探索文学创作
与文学教育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
与会者谈到，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语
言文学系是教师的摇篮，也是作家的摇篮，
是蒙古族当代文学的重镇。在其 60 余年
的发展中，在教师队伍中涌现出纳·赛西雅
拉图、哈·丹毕扎拉森、苏德那木等知名作
家和学者，以及满全、那·乌力吉德力格尔、
策·朝鲁门、宝荣、席·哈斯巴特尔等中青年

方方面面，通过真实、真诚的书写来引起人民群众
在情感上的共鸣。在诗歌的传播与接受方面，要
积极将诗歌与朗诵艺术结合起来，这样有利于促
进诗歌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营造良好的文化氛
围。诗歌刊物有责任有义务引导、鼓励诗人来书
写和歌颂我们的时代和人民，以推出更多反映时
代和现实的诗歌佳作。
大家还谈到，中国新诗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
就，和世界诸多语系的现代诗齐头并进。我们应
当自觉加大翻译力度，把我们的优秀作品向国外
推介，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诗歌的繁荣需要
一代又一代创作者的努力耕耘。我们要积极培养
和扶持青年诗人，为繁荣新诗创作增添更多的新
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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