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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守护文学初心
《鍾山》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南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行超）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鍾山》

杂志一直以包容、厚重、多元、人文的独特品格，深度介入

当代文学进程，被誉为“新时期文学最大的实验场、桥头堡

和节拍器”。自1978年1月创刊以来，《鍾山》杂志始终

秉持“好作品主义”，以高度的开放性、先锋性、前瞻性，呈

现当代汉语文学每一阶段最新、最杰出的文学成就，追求

和践行着“文学阅读第一现场”这一诚朴而坚定的目标。

四十年来，几代作家与《鍾山》相濡以沫、携手前行，建构

了作者与刊物之间的良好关系，“不薄名家爱新人”的原

则，更使其成为一代代作家成长、发展、进步的深厚沃土。

11月3日，由江苏省作协、《鍾山》杂志社共同主办

的《鍾山》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敏，江苏省政府副

秘书长陈少军，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出版

局局长焦建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文学

编辑等近百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鍾山》杂志创办四十

周年。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韩松林主持纪念活

动开幕式。

阎晶明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鍾山》杂志在当代文学

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文学期刊伴随中国现代文学应

运而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载体和文学创作最

集中发表的平台。100年前的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

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启，同时

也是文学期刊成为中国文学作品发表、传播最重要载体

的开始。此后的所有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作品，文学期

刊均深度参与，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后，文学期刊迎来了

第三次创办高潮，《鍾山》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40年来

陆续推出一大批享誉全国的重要作家和脍炙人口的精品

佳作，在新近揭晓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鍾山》三部首

发作品荣膺在列。阎晶明谈到，近年来网络以及网络文

学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改变了文学生态，文学期刊的发展

面临着新的挑战。然而事实终究证明，文学发展离不开

文学刊物，作家离不开文学编辑。《鍾山》杂志作为享誉全

国的重要文学期刊，一定会以自己雄厚的办刊实力、包容

的办刊理念、卓越的审美品格，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作出

更新更大的贡献。

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批评家深入阐释了

《鍾山》杂志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深

情回忆了自己与《鍾山》的文学情缘。大家认为，新时期

以来，每一次重要文学潮流的兴起、涌动，每一代重要作

家作品的登台、亮相，《鍾山》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引导

者。从先锋文学的探索和续航，到“新写实”小说的提出、

命名和推动，再到城市文学、非虚构写作，《鍾山》总能迅

捷、敏锐地捕捉到文学的新可能、新方向。与此同时，《鍾

山》始终坚守“全文体”的文学视野，持续推出一系列典范

的文学批评文本，呈现出独特的知识分子人文关怀，其思

想史价值广受瞩目。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以一个作者

的身份回顾了《鍾山》的前世今生。她说，《鍾山》的成功

靠的是《鍾山》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付出和坚守。“人会

离开，事业永存；物质会消亡，精神永在，《鍾山》蒸蒸日上

和发展就是最好的阐释和证明”。她将“坚守、坚持、坚定

不移，成功、成熟、成大气候”这两句话送给了《鍾山》，希

望四十岁的《鍾山》能以更从容、更笃定、更前沿、更专业

的面貌迎接挑战、再塑辉煌，为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展示舞

台，为读者奉献更丰厚的文学精品，为中国当代文学谱写

新的华彩乐章。

活动中，主编贾梦玮对四十年来支持《鍾山》的新老

朋友表示感谢。他说，《鍾山》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当代文

学发展的历史，留下自己的清晰脚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谈吐、气度和精神，传承和秉持《鍾山》的文化和传统，是

办好《鍾山》的基本要务和前提。他坦言，“四十不惑，因

为懂得所以不惑。我们懂得《鍾山》深深得益于江苏的人

文环境，相对开放的环境才能有创造的自由。这里的自

由是脱颖而出的增长和努力，是创新的冲动，是创造的喜

悦。我们更加懂得，《鍾山》本身也是人文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忘文学的初心，相信文学独特的力量，尊重文

学、守护汉语，为汉语文学奉献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品是

我们永远的使命和永恒的责任。”

南帆、李洁非、赵本夫、丁帆、苏童、毕飞宇、汪政、王

干、陈应松、张新颖、王彬彬、黄发有、黄蓓佳、艾伟、欧阳

江河、邓一光、陈东捷、周晓枫、潘向黎、黄咏梅、胡学文、

刘建东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报讯 10月 31日，由鲁迅文学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

学、北京大学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华墨西哥研究中心共同

主办的第二届墨西哥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鲁

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出席会议并致辞。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

长邱华栋、北京大学西葡语系主任范晔、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

华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吉列尔莫·普利多等专家学者，以及鲁迅

文学院第35届高研班学员参加会议。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说，墨西哥在文化上、文学上是非常多元

的一个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在不同历史阶

段，墨西哥都有很重要的思想家、诗人出现，比如胡安·鲁尔福、

奥克塔维奥·帕斯等。墨西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对世界文学来

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可参照的坐标系。他表示，在当下，全球性问

题不断出现，通过文学来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

日益重要。文学应该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联结起世界范围内所

有地带的文学空间，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

吉列尔莫·普利多谈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直致力于推

动太平洋两岸作家交流，期待中墨两国能在文学翻译、出版上加

强合作。范晔希望，此次研讨会的举办，能够让与会者沉醉在美

酒一样的文学作品中，进一步加深对墨西哥文学、文化的理解。

活动期间，来自墨西哥的罗莎·贝尔特兰、阿德里安·古利艾

尔、埃尔南·拉腊·萨瓦拉等作家、学者围绕自己的文学作品和创

作经历为高研班学员授课。 （虞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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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与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广娱乐广播（AM747）联合主办的梁

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有声版首播发布仪式暨读者

见面会在京举行。会上，梁晓声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心

路和《人世间》的创作过程，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

书记、社长皮均介绍了《人世间》的编辑出版经过。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人世间》（三卷本）是梁

晓声历经数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新作。全书115

万字，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

迹为线索，刻画了十多位人物的命运遭际，从上世纪

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

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

的跌宕起伏，展现了平民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努力

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百姓

生活史”，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记录。该书系

中国作协2017年度重点扶持作品，也是“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图书。

据介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国青年出版总

社协助下获得了该书独家有声改编权，并迅速成立

节目小组。央广娱乐广播长书制作人于丹担任编辑，

演播艺术家王明军、央视主持人杨晨担纲演播人。

书中提及的每个重要年份的开端，梁晓声都将以讲

述人的身份出现，回顾和总结时代特点，用自己的

声音带领听众重回过去的时光。 （小 辰）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有声版首播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11月5日下午，虹桥国际财

经媒体和智库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框架内的一项重

要活动，以“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与传播”为主题。来自79个

国家的主流媒体负责人、智库专家以及有关方面代表共600

多人参加。

黄坤明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使命 共促开放融通共

享”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举办

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的鲜明

宣示，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40年来，

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持对外开

放基本国策，以开放的姿态、共赢的理念与世界各国紧密

合作、携手发展，在融入世界中造福人民，在自身发展进步

中贡献世界。

黄坤明指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和平发展、共同

繁荣的美好世界，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奋斗，需要各方有识之

士一道努力。希望各国媒体界、智库界的朋友们肩负时代责

任、展现时代作为，坚定高扬经济全球化旗帜，广泛传播互利

共赢理念，客观公正对待矛盾分歧，推动构建务实合作桥梁，

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做共命运、同发展的理念传播

者、智慧贡献者、实践推动者。

虹桥国际财经媒体和智库论坛在上海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当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出版家，中国作

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张胜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6

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张胜友，出生于1948年9月10日，福建永定人，1982年毕业于

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光明日报记者、专刊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总

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

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张胜友著有《闽西石榴红》《破冰之旅》《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

《世纪回声》《张胜友语文教材作品集》等散文、报告文学集多部。撰写

《十年潮》《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海南：中国大特区》《让浦东告

诉世界》《百年潮·中国梦》等电影、电视政论片多部。荣获（1985~

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被

授予“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

张胜友同志逝世

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之际，11月2日至3日，“2018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楚雄彝族经
典音乐舞蹈服饰展演——《彝乡之恋》在北京民族剧院举行。歌、舞、服饰展演等节目展现了彝州人民鲜活灵
动的生活场景和边疆同胞繁荣幸福的美好生活新貌。据悉，此次展演不仅是全国民族地区艺术院团晋京展
演优秀项目之一，也是“楚雄彝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北京成就展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主办方表示，希望
通过这次活动，展现彝乡6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观众感受到楚雄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魅力。（明 江）

本报讯（记者 行超 王觅） 近期，多场不同主

题的活动亮相“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三届北

京十月文学月”，引起广泛关注。

在10月16日于十月文学院举行的“名家讲堂”

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与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张柠围绕“《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展

开对谈。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改革开放

前10年中国城乡变革为背景，呈现了孙少安、孙少

平等一群普通人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日常生

活与社会变革纷繁交织的历史画面。活动中，白烨

和张柠以自己对文学和中国社会进程的理解，带领

读者重返作品描述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谈到，《平

凡的世界》经历了艰苦的创作过程，蕴含着丰厚的精

神内涵。路遥在创作时回到了现实主义最初的起

点，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确定的人本主义精神。

在10月19日举行的“文学与远方：第二届十月

作家居住地论坛”上，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十月文

学院院长曲仲，中国作家、批评家叶广芩、刘庆邦、宁

肯、万方、张柠、陈东捷、徐则臣、梁鸿、马原，英国汉

学家、翻译家狄星，尼泊尔作家巴特拉伊等与读者分

享了各自的文学经验。据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吕

约介绍，“十月作家居住地”基于作家对于远方的向

往，让远方的生活进入他的笔下，成为文学作品，走

向更广阔的远方，这是建立居住地的初衷。目前北

京出版集团已在海内外设立了9处“十月作家居住

地”。与会者谈到，到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跟当地

的人接触，会发现原来看待这个世界还有一种甚至

多种不同的方式。“居住地对于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给予我

们更多的目光，更多种看待世界的视角。”

青年作家石一枫的京味小说不仅饱含民俗意味，同时折

射着当代城市人的心态，塑造了陈金芳、苗秀华、大姨妈等一

批具有鲜明性格的“城市新人物”。10月22日，由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石一枫“城市新人物”

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曲仲、陈东捷、韩敬群及白烨、张莉、师

力斌、李宏伟、饶翔、刘大先、张慧瑜、徐刚、丛治辰、季亚娅、马

小淘、岳雯等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与会者谈到，近年来，

“70后”作家群体以独特的视角观照当代现实生活，直面新时

代的文学和审美呼唤。石一枫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他的一系列作品标识着北京当代文学的深度，以自己的思考

和担当对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遭遇的精神难题作出了有效的

文学表达，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

10月27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文学院和中英

文学翻译推广平台“纸托邦”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十月版权交

流计划：发现世界文学同代人——由文化对话开启当代文学

翻译出版”主题研讨会在十月文学院举行。来自中外的多位

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出版人、编辑齐聚一堂，就当代文学翻

译出版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据悉，此次研讨会是

“十月翻译版权交流计划”系列活动之一，该计划以重点作

家作品推介为依托，邀请海外翻译家、评论家、出版家来京

交流，从文本翻译、出版、营销等方面进行探讨，旨在推动中

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市场的认知度，促成更多版权交易，推动

北京文学、中国文学成果的海外传播。本届“十月翻译版权交

流计划”重点推荐了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路遥的《人生》、

叶广芩的《状元媒》、宁肯的《北京：城与年》、任晓雯的《生活，

如此而已》、付秀莹的《陌上》、徐晓斌的《海百合》等中国作家

的作品。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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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文
学
月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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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前夕，11月1日至4日，中国

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五四’文学经验与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

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的近200位专家学者与会研

讨。此次研讨会旨在全面总结五四以来的文学经验，继承发扬五四精神，

深入探讨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与转型，努力探索新时代下

中国当代文论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与发展。

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

分别致辞。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王一川做会议总结。傅修延、张政文等40余位专家做了大会发

言。与会者分别围绕中国当代文论、五四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与转

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论、古典文论、美学与艺术等议题展开讨论。会

议期间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会。

据悉，此次是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与北京大学中文系首度联合办会，会

议共收到近200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提纲，汇集成册近170余万字。

（欣 闻）

专家研讨五四文学经验
与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福建文联、

福建作协主办的“2018年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

术活动周”在福州举行。福建文联主席南帆、副主席

陈毅达，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评论家谢

冕、陈晓明、黄发有、王干、汪政、庞井君、王光明、朱

大可、谢有顺等参加并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中

国经验表达”的主题展开研讨。

福建是中国文艺理论批评重镇之一，改革开放

以来，“闽派批评”名家辈出，在国内享有盛誉。张帆

在致辞中说，“闽派批评”成为当代文坛的一支重要

力量，是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密不可分的，今年的

学术活动周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经验表达”为

主题，是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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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实际行动。

据悉，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源于

2014年始办的同名高峰论坛，是一个以闽籍和在闽

工作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为主体、同时吸纳全国优

秀文艺理论批评专家参与对话的学术交流平台。与

往年相比，今年的学术活动周包含了主旨发言、主题

研讨、圆桌论坛、文学讲座、文学对话等多种形式和

环节，同时加强与各大高校文学院系和其他公共文

化场所的联动，实现“闽派批评”文化共享。（行 超）

福建举办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