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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这部长达 30 余万
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以
独特的视角，记录了未
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与悔
改，深刻揭示了犯罪给
家庭、社会及个人带来
的危害，尤其对监狱警
察的责任与担当、勇气
与坚定的书写更是情真
意切，感人至深。为了写
这部作品，作家走进 11
个省市的少管所、监狱，
采访了240余人。

《妈妈，快拉我一把》
张雅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9月出版

回应时代召唤 书写人民心声
第一期全国中青年作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举行

本报讯 10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

协创研部承办、四川作协和绵阳文联协办的第一期全国中青

年作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在四川绵阳举行。这是中国作

协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落实中宣部《2018—2019年全国文艺业务骨干和管理

干部培训工作计划》而举办的专门针对自由撰稿人及其他体

制外作家的培训班。按照计划，将分两期，共培训180人。本

期为第一期，21个省市作协推荐的90位作家参加培训。中

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四川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中共绵阳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学民等出席开班式。

李敬泽为学员们作开班报告。他在报告中畅谈了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心得体会，分析了当前我国文艺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求

大家承担起文学的使命和责任，深刻准确地认识时代和生

活，有力地反映现实。他重点讲解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和“坚定文化自信”两个重要问题，生动而深刻地分

析了谁是人民、怎样扎根人民、为什么要深入生活、深入什么

样的生活等命题。他说，怀着对生活的责任和热情、对他人的

责任和热情，探索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这应该是当今中

国作家的基本功。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文化

的认同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中国作家应该坚定文化自

信，坚守中国本位，站在中国的立场、用中国的眼光走向世

界，参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侯志明为学员们作了题为《习近平文艺论述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的讲座，在梳理从五四以来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宣传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带领大家学

习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以

《新时代新写作》为题与学员们进行交流。

本期培训班在有“中国科技城”之称的绵阳市举行，专门

安排作家们参观了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两弹

城”。作家们走进两弹历程馆，聆听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奋斗事

迹，观看原子弹投放的纪实影像；走进三防教育馆，体验防空

洞；走进邓稼先旧居，体会科学家们的日常生活。大家表示，

这是一堂震撼而深刻的现场教学课，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

了两弹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开拓了视野，对于深入了解当

今社会非常有帮助。

参加本次培训的作家们是作协近年来关注的新文学群体

的代表。他们之中，很多都是没有固定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出

于对文学的热爱而长期坚持写作。他们有的写诗歌，有的写散

文，有的写小说，有的写报告文学，还有的是编剧。他们之中，

有的已经在其工作的具体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甚至成为

佼佼者，但对于文学界来说，还是陌生的名字。他们是中国当

代文学的一部分，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和关注，而他们也对这

样的培训机会格外珍惜。在分组讨论环节，作家们认为，参加

这样的培训班非常有帮助，也是必要的，为自己的创作打开了

思路。有作家表示，过去处于一种自由写作状态，缺乏社会的

担当和责任，并未对写作有过深刻的思考。通过学习，寻找文

化定位，通过对自己、对作家的社会身份的定位重新有了思

考，并对将来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要从过去关注自

我的狭小的写作范围提升到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高度，要将

新时代文学工作者的担当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把家乡人

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在作品中。还有作家表示，以前写

现实题材小说，更多关注社会阴暗面和人性丑陋面，但现在发

现，在揭露、批判的同时要敢于肯定、赞扬。还有作家谈到，作

家写贴近生活、挖掘深层人性、感召美好事物的作品比一味地

追求写作技巧要重要得多。改革开放40年，我们生活的环境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些巨大的改变也影响着我们

的文学创作。作家应该以务实的状态去书写广大人民群众的

生活和情感，以文学的力量温暖人心。

大家表示，此次培训在每一位参与者心中留下了深深的

痕迹。这次学习为接下来继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思路，对作家综合素养的提升带来了帮助。作家们要继续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现实变化，为读者创作出更多具有中

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学作品。 （纳 杨）

本报讯 中国网络文学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运而生，

20年来蓬勃发展，蔚为大观。10月22日至28日，由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共

虹口区委宣传部和阅文集团主办的上海网络文学周在上海虹

口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

会主任陈崎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上海作协党

组书记王伟，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强，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网络作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文学周期间，相继举行了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

作品颁证仪式、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网络文学座谈会暨天马

文学奖启动仪式、第五期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高级研修

班和全国网络作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活动、网络

作家作品读者分享会等活动。

陈崎嵘在讲话中说，中国网络文学跟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本次上海网络文学周的举

办，就是要通过研究分析、总结回顾网络文学走过的道路，

进一步坚定中国网络文学界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和文化自信。

何弘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网络作家应

该意识到自己在新时代承担了更重要的责任，应该讲好中国

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新的贡献。王伟表示，上海逐渐聚集了强大的网络

文学平台，荟萃了一批重量级的网络写手和研究人士。本次

上海网络文学周的举办，将有力地促进上海网络文学的发展。

在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颁证仪式上，猫腻

代表入选作者发言。在回望写作初心的同时，他期望网络文

学创作者树立创造思想价值的意识，注重作品题材和审美追

求，承担起新时代网络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网络文学座谈会上，与会网络作

家和评论家谈到，中国网络文学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发

展起来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丰

富国人的想象空间，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网络文学的空前繁

荣。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必须把

握时代机遇，和传统文学一起繁荣中国文学，推动中国文学更

好地从“高原”走向“高峰”，从中国走向世界。会议中宣布，由

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

传部共同设立天马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鼓励广大网络作

家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贴近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

其间，何建明、陈崎嵘、何弘等为第五期网络文学（现实题

材创作）高级研修班学员作教学讲座。他们围绕“习近平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与网络文学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网络

创作需要注意的问题”、“文学如何认识上海、书写上海”等主

题，与学员们进行交流。

作家们还参加了以“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和“党的诞生

地上海红色遗迹”为主题的现场教学和采访活动。大家走进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自贸区、洋山深水港等地进

行采访，感受中国在科技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家表示，

这些地方生动体现了上海改革开放40周年的伟大成就。这

样的采访活动有助于加深学员们对改革开放历程中网络文学

的发展脉络和创作趋势的思索，打造出更多精品力作。学员

们在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和中共四大纪念馆、毛泽东旧居、左

联纪念馆等革命遗迹真切地体会了历史的分量，感受到红色

精神的激励，纷纷表示，回望历史、缅怀伟人，是一场伟大的心

灵洗礼，这更坚定了我们网络作者书写优秀作品、向社会传递

正能量的决心。 （虞 婧）

本报讯 10月20日至21日，第六届全国里下河

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江苏省泰州市举行。研讨会由文艺

报社、泰州文联、泰州学院和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

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书面发言中对里

下河文学流派的意义进行阐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江苏作协主席范小青，《文艺报》副总编辑徐

可，中共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常胜梅，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5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里下河文学流派”概念的提

出以及对它的持续研究和讨论，对出作家出作品产生

了积极促进作用，在整个地区形成了浓厚的文学氛

围。我们在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时，一方面要追求流

派的固态化和版图化，另一方面应该保持它的开放性

姿态，注重从精神气质的角度来分析它。在这个快节

奏的时代，他希望里下河文学流派自然而然地慢慢积

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增长力，为当代文学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据介绍，“里下河文学流派”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

在2013年。6年来，流派的传统、价值、特征和成就逐

步被深入挖掘、梳理和阐释。同时，优秀作家作品不断

涌现，创作和研究成果更为丰硕，队伍持续壮大，发展

势头良好。“里下河文学流派”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富

有底蕴又充满生机的流派。范小青说，在时代的喧闹

声中，文学的声音依然能直抵人心，里下河文学流派

以自己的独奏曲参与时代的交响，里下河作家在这片

有灵气、接地气、成大器的文学土地上，相互鼓励、

相互关注，努力创作并为彼此鼓与呼，才会结出这样

丰硕的果实。

与会专家学者就“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影响力”、

“里下河长篇小说：现代乡土社会的人性蜕变”、“大运

河文化带视野下的里下河文学版图”等议题进行讨

论。大家谈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是基于这个区

域的丰厚文学传统。新一代的作家要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关注时代、聚焦现

实，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气象的优秀作品。

里下河文学流派经典小说入选名单（1980—

2018）发布仪式、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聘

任仪式和赠书仪式同时举行。

活动期间，还在泰州市图书馆举办了“里下河文学

流派作家·星书系”首批作品新书分享会。

（王 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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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上海网络文学周举行

海宁举办徐志摩诗歌节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

院长、终身研究员李希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

10月29日在京逝世，享年91岁。

李希凡，中共党员。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红楼梦评论集》《弦外集》《论

“人”和“现实”》《管见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

《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

术》《燕泥集》《冬草》《艺文絮语》《沉沙集》，主编《红楼梦

大辞典》等。

李希凡同志逝世

本报讯 10月24日，韩国大众文化艺术奖颁奖仪式在首尔

国立现代美术馆举行，中国艺术家韩美林获颁“韩国文化勋章”。

“韩国文化勋章”由韩国政府颁发给对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

贡献、为国民文化的提高和对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涉

及文学、美术、工艺设计、建筑、音乐、戏剧、舞蹈等领域。在颁奖

仪式上，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都钟焕将文化勋章以及由韩

国总统文在寅签署的《文化勋章证书》颁发给韩美林，以表彰他

在中韩文化艺术交流领域作出的贡献。

据介绍，2017年，受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之邀，韩美林设计“中

韩建交25周年纪念活动”标志，并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举行“美

林的世界·百鸡百吉”艺术展。今年6月，“韩美林全球巡展·美林

的世界在首尔”在韩国举行，包括平面、青铜雕塑、铁艺、陶瓷紫

砂、木雕、影像新媒体等在内的300多件韩美林作品展出，吸引众

多韩国民众参观。韩美林表示，艺术是世界的，中韩艺术都属于东

方艺术，具有相通性，韩国民众对他的作品有一种亲近感。

（欣 闻）

韩美林获韩国文化勋章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20日，由中国诗歌学会、浙

江作协、海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海宁）·徐志

摩诗歌节在浙江海宁举行。本届诗歌节旨在丰富当代诗歌美

学，传承和创新诗歌文化，促进新时代诗歌品牌建设，进一步

展示“中国诗人之乡”海宁深厚的文化底蕴。

诗歌节期间举办了第五届徐志摩诗歌奖、第六届徐志摩

微诗歌大赛颁奖典礼。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吴思敬、唐晓渡，

浙江作协党组副书记曹启文，嘉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

登峰，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王一伟，海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姚建新等为获奖者颁奖。第五届徐志摩诗歌奖从185位诗

人的诗集和诗稿中评出6部获奖作品，莫卧儿的《在我的国

度》、聂权的《下午茶》、高鹏程的《县城书》、微紫的《与蜀葵交

谈》、马慧聪的《人模树样》、蒋静米的《互文之雪》脱颖而出。第

六届徐志摩微诗歌大赛共收到稿件47549首，参赛作者人数

和大学生投稿量均创新高，最终评出30件获奖作品。

在同期举行的“新月志摩”徐志摩诗学研讨会上，20余位

专家学者围绕徐志摩的创作特色和人生经历、徐志摩研究的

当代意义与史料价值等话题各抒己见，分享了不少关于徐志

摩及其诗学研究的新观点、新成果。当晚，志摩故里音乐诗会

以雅集形式举办，诗人们在悠扬的乐曲和轻松的氛围中写诗

论诗，使诗歌与音乐碰撞出别样的艺术火花。

主办方表示，本届诗歌节以徐志摩诗学为主导，力求不断

丰富诗歌节的文化内涵，增强诗歌以文化人的力量。

本报讯 10月27日至28日，第七届“雁鸣湖金秋笔

会”暨《雁鸣金秋》散文卷、诗歌卷首发式在河南中牟举

行。李佩甫、何向阳、叶延滨、毕淑敏、孙荪、邢军纪、耿占

春、葛水平、姜念光、荣荣、鱼禾等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

位作家、评论家、诗人参加活动。作家们前往中牟规划展

览馆、中牟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农耕文化博

物馆、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游客服务中心、官渡桥

村、官渡寺等地采访创作，汲取创作灵感。

自2000年至今，“雁鸣湖金秋笔会”已举办七届，数

百位作家曾来到中牟参观采访，以他们饱含真情的独特

书写为这块土地留下了生动鲜活的记录。刚刚出版的

《雁鸣金秋·诗歌卷》《雁鸣金秋·散文卷》便是这一采访活

动结出的硕果，其中《雁鸣金秋·诗歌卷》共收录精选诗歌

作品287首，《雁鸣金秋·散文卷》共收录精选出来的散

文、随笔、游记等118篇。这些作品呈现了中牟的历史文

化积淀、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当地人民勤劳朴实、昂扬向

上的精神面貌。

与会者在首发座谈会上谈到，几十年来，位于中原的

古城中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这里曾是河南较

贫困的地区之一，今天的雁鸣湖、绿博园、电影小镇、方特

乐园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贡献智慧建设美好家

园的体现，而原汁原味的地方戏剧和独具特色的箜篌演

奏更是体现了当地百姓对精神生活的美好需求。这些在

作家们的文字中以另一种形式记录下来，成为这座县城

日益发展繁荣的历史旁证。要在深入行走采访的过程

中，发现更多创作的素材和营养，创作出更多用心用情的

好作品来回馈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李晓晨）

第七届雁鸣湖金秋笔会聚焦古城新变

本报讯 10月30日至31日，由中国民协、广东省文

联、中共汕尾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民协、广东中华民族文

化促进会主办的“渔歌里说——我唱渔歌给党听”广东省

汕尾市渔歌专场在北京民族剧院上演。

旋律优美的主题曲《蓝》拉开了演出帷幕，在汕尾渔

歌清越的音调中，汕尾渔家人将爱的感受、生活经验、人

生哲理融入音符乐章，独具风情。整场演出分为四个篇

章，《海上疍家人》原汁原味展现了疍家历史文化，《海风》

再现疍家的旧民俗、旧民风，《海月》是疍家儿女情感生活

的真实写照，《海阳》反映了疍家渔民的幸福新生活。尾

声部分，新创作的渔歌《渔民心向共产党》，倾情歌唱了疍

家渔民对党的由衷感恩之情。

汕尾渔歌俗称“瓯船歌”，是广东汕尾沿海地区的汉

族民歌，主要在瓯船渔民中传唱。其节奏缓和、乐音和

谐、旋律优美细腻，唱词内容都来源于生活劳作，既有男

女情歌，也抒发对生活的理解与认识，广泛而深刻地反映

了渔民生产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思想情感，是疍家文化的

代表性符号。

在31日举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学

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谈到，演出将反映疍家传统

民俗的老渔歌和歌唱幸福生活的新渔歌相结合，使汕尾

渔歌的历史脉络更加完整，疍家文化的传承更为明晰，堪

称一部高度浓缩的疍家文化史诗。汕尾渔歌传承发展的

艺术实践，彰显了文化自信，是中国民间口头艺术发展历

程的一个缩影。大家同时表示，“非遗”在浩瀚的历史长

河中不断发生改变，疍家渔歌在现代环境里也有所改变，

做好“非遗”的传承工作，要重在传承它的生命力，传承这

种文化所认同的价值。 （武翩翩）

汕尾渔歌：唱出浓郁海洋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