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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曾有一个口号：“让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祈使句，这个口号隐含着我们的

文学诉求和姿态，我们有强烈的进入世界文学的要

求。而这个表达中，中国文学似乎还没有进入世界文

学总体格局之中，我们还在世界文学之外。这个表达

无意间透露了我们的弱势甚至卑微的文化心理，这成

为我们文化焦虑的表意形式。于是，关于“传统与现

代”、“东方与西方”、“世界与中国”等话题，不时会在各

种会议上被提出。

进入世界文学的标志是什么？普遍的认识是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了这个奖，就意味被世界文学认

同，就进入到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之中了。于是，向西

方学习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潜在的一种心理。

这种心理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是一种同构关系：国

门洞开，欧风美雨扑面而来，我们需要与世界相互了

解，我们需要了解和学习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就这个文

学而言，学习和了解世界文学，是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

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的一个再认识的过程。莫言说：

“从 80年代开始，翻译过的外国西方作品对我们这个

年纪的一代作家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一个

50岁左右的作家，说他的创作没受任何外国作家的影

响，我认为他的说法是不诚实的。我个人的创作在 80

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这10年当中，是受到了西方作

家的巨大的影响，甚至说没有他们这种作品外来的刺

激，也不可能激活我的故乡小说，看起来我在写小说，

但是外加的刺激让我产生丰富联想的是外国作家的作

品。”“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

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

的小说在86、87、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说明显是

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批评家朱大可在揭示这一现

象的同时，也措辞严厉地批评说：“‘马尔克斯语法’对中

国文学的渗透，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长期以来，马

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

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其中莫言的‘高密魔幻小说’，强烈

彰显着马尔克斯的风格印记。但只有少数人才愿意承认‘马尔克斯语

法’与自身书写的亲密关系。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

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

密。”这是当时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

一种描述。应当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

解了世界文学，也将世界优秀文学的表达

方式、叙事技巧以及开放的文学观念，吸纳

到了中国文学的表达中。（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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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
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电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制作的18集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

40周年》12月2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每天播出两集。该片以

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基

础，选取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迁故事，呈现40年

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

据出品方介绍，这部纪录片的分集片名分别为《弄潮儿向

涛头立》《在希望的田野上》《打开国门搞建设》《到世界市场的

大海中去》《爱拼才会赢》《血，总是热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

光》《知识改变命运》《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百

花齐放春满园》《一个都不能少》《芝麻开花节节高》《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强军战歌最嘹亮》《我的中国心》《万山磅礴看

主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据介绍，整部纪录片展现了107个典型的改革故事，摄制

组采访了183位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还挖掘了大

量历史素材，用40年来的时代歌曲、影视作品串起一段段改

革岁月，旨在激起观众的共同记忆。

（白 瀛）

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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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2日是朱自清先生诞辰120

周年。11月24日，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纪念朱自

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暨主题展览在京

举行。贺美英、胡显章、史宗恺、彭刚，以及来自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南京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朱自清家属代表、西南联大校友家属代表、

清华大学同学代表等约300人参加活动。

与会者追溯了朱自清先生的创作成就和学

术贡献，以及他为清华大学的人文建设、人才培

养方面所作的贡献。大家谈到，朱自清先生爱

国、为民，胸怀天下，为人、为文认真求实的精

神，清华学子应当铭记于心，代代传承。温儒敏

回顾了朱自清与他本人的师承关系及学术传承

脉络，提到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

性贡献及其启示。陈平原作学术研讨主旨发

言。他从“尊重读者、澄明干净的为文”“关注当

下、着眼民间的为学”和“诚挚律己、勤勉笃实的

为人”三个方面，论述了朱自清的人生、学问境

界。朱思俞代表朱自清家属发言，吴庆宝代表

西南联大家属发言，大家共同追忆了朱自清诚

恳、无私、利人律己的高尚品格。

据悉，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

会暨主题展览是清华大学为纪念朱自清诞辰举

办的系列活动之一。该系列活动还包括系列学术

讲座、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清华大学朱自

清文学奖颁奖典礼以及纪念朱自清诞辰120周

年学术研讨会等。 （虞 婧）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22日，由中

国作协创研部、作家出版社、《中国作家》杂志

社联合主办的徐剑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

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协书

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中国作

家》主编王山及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主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前身为战略导弹

部队（简称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

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作为一部以火箭军为

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以宏大视

角和激情澎湃的语言，用52万余字的篇幅全

景式展现了这支战略部队的历史，并对其发

展史上的特殊节点予以重点关注与描述。作

品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18年第7期，

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何建明谈到，火箭军对普通读者而言显

得比较神秘而专业，书写《大国重器》这样的

作品极为不易，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在新时

代的使命和担当，以及作者对历史和重大题

材的精准把握。在吴义勤看来，这是一部有

温度、有情怀、充满时代精神和正能量的报告

文学，也是一部向祖国和改革开放致敬的佳

作，为新时代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与会者认为，《大国重器》是作者一次集

大成式的重要写作，系统梳理了火箭军从无

到有、从低端到尖端的发展历程，这其中饱含

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家、军队负责人付

出的心血与努力，也有无数普通士兵和建设

者的无私奉献。作品穿越数十年的历史时

空，感情强烈真挚，叙事富有感染力，不仅是

一部火箭军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生动的英雄

史。徐剑表示，这部作品漫长的创作过程也

是对自己前半生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文学

使我有情怀、有思想，让我写出心中的故事和

力量，我将继续为文学而奋斗下去。”

专家研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

本报讯（记者 行超） 为了对一年来长篇小说整体状

况进行深入总结，并对其发展态势进行展望，12月2日，由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

（2018）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本次金榜评选由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担任评委会主任，李一鸣、何向

阳、孟繁华、张清华、贾梦玮、陈东捷、付秀莹、张莉担任评

委。论坛活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主持。

本次金榜评选发扬“展现长篇小说创作实绩和风貌，引

导、推动长篇小说创作潮流”的精神，在历时20天的读者网

络投票之后，专家评委团对初评入围的15部长篇小说进行

了现场表决，最终遴选出本年度5部金榜作品。经过充分

讨论与公开投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被评选为2018

年度金榜领衔作品，与肖亦农的《穹庐》、王安忆的《考工

记》、宗璞的《北归记》、陈彦的《主角》共列第三届长篇小说

年度金榜。彭荆风的《太阳升起》、梁晓声的《人世间》、叶兆

言的《刻骨铭心》、杜斌的《天上有太阳》获得特别推荐奖。

在随后进行的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中，评委们结合刚刚

产生的金榜榜单，对本年度长篇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进行

了回顾、梳理与总结。吴义勤提到，此次上榜的几部作品基

本代表了2018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创作实绩，但也具有

一定的相对性，因出版时间等客观原因，此次评选也存在遗

珠之憾。近年来对现实题材创作的提倡，在今年的长篇小

说创作中收获了重要成果。这一年，宗璞、王安忆、韩少功

等名家名作相继涌现，反映出中国当代小说生产和创造力

的繁荣。在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作家解读时

代的能力就去年相比有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艺术能力的

积累和提高对作家来说将是更为重大的考验。

大家认为，2018年的长篇小说在现实题材的开掘和

现实主义的表现上，作出了较大贡献。既有张平的《重新

生活》、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等关注当下生活第一现场

和最新现象的作品，也有刘亮程的《捎话》、肖亦农的《穹

庐》等在艺术创新方面显示出探索精神的作品，还有叶兆

言的《刻骨铭心》、梁晓声的《人世间》、王安忆的《考工记》

等对社会历史等进行多样挖掘的作品，创作题材广阔丰

富、创作手法深入多样，体现了新时代新气象。孟繁华

说，201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实题材越来越丰富、越来

越广阔，作家立场和视角的变化，体现出现实主义多样化

的力量。

贾梦玮认为，小说是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表达，小

说的初心是计算历史的“软成本”，即通过文学的个性化表

达，书写历史中具体的人的身心付出，此次上榜的多部作品

在这方面都提供了范本。李一鸣说，关注现实、历史，揭示

存在、本质，是长篇小说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2018年，作

家关注时代的特质与异质，通过艺术的书写，反映了时代的

变迁、人心的变化。何向阳表示，2018年长篇小说金榜中

女性作家占的比重与此前相比有明显提高。《考工记》《北归

记》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呈现出小说人物立得

住、进而以人物带作品的创作特点。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1月 24日，《南方文

坛》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南宁举办“2018年度

优秀论文颁奖会暨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中

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白

志繁，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刘方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批评家、作家8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

动。颁奖仪式由《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主持。

白志繁在致辞中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此次活动

的举办就是为了更好凝聚全国批评新力量，同时

也为广西青年评论家搭建成长的平台，进一步催

生广西文艺批评人才的成长成熟。据介绍，《南方

文坛》年度优秀论文颁奖活动已经坚持18年之

久，在本年度的评选中，王彬彬的《高晓声的鱼水

情》、李建军的《徙倚乎伟大与庸陋之间——论陀

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文学思想》、郜元宝的《身份转

换与概念变迁——19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漫

议》、王秀涛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几则提案》、黄伟

林的《秦似的成名及其杂文写作》、李丹梦的《“穷

人”的脸面、知识与革命——王实味论》获得《南方

文坛》2018年度优秀论文奖。

在随后进行的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中，

与会专家围绕“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展

开讨论。郭运德说，信息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

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面临两大困惑，一是信息和

知识的无限膨胀，二是信息选择极度的贫乏。在

这种情况下，文学包括批评怎样给社会传达有价

值的知识和信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文学的知识不是常识的堆砌和转达，而是经

过作家理解、消化、吸收之后，在内心中起过化学

反应的知识之光、智慧之光和真理之光。研讨会

上，作家、批评家王彬彬、李建军、郜元宝、李洱、东

西、黄咏梅、李丹梦、李宏伟、王秀涛、杨帆、黄德

海、马兵、金赫楠、项静、方岩、徐勇以及中国现代

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申霞艳、黄灯、木叶、刘

江凯、刘芳坤、李松睿等分别围绕相关话题发表了

看法。广西师大文学院教授黄伟林、中山大学教

授郭冰茹主持研讨。

更好地凝聚文学批评新力量
《南方文坛》2018年度优秀论文颁奖会暨“今日批评家”论坛在南宁举行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组织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
基层综合服务活动，以“乌兰牧骑+”的方式，组建起了28支“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
队伍。他们将利用3个月时间，深入交通不便的农村牧区，在全盟13个旗县（区）的
560多个嘎查村服务点展开综合服务。图为乌兰牧骑队员为周边牧民表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22日，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汪兆

骞新作《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在京举行首

发式。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及韩浩月、臧永清、张晶等专家学者、

出版人与会，同作者围绕新书展开对谈交流。

在《文学即人学》一书中，汪兆骞遵循“以人性观照文学，探寻世

界文学的广度、深度与厚度”之原则，以数十年的积淀深入解读了从

1901年至今的100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经典代表作，不仅

较为完整地介绍了这些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经历，而且剖析了作家通

过作品表达的思想，以简约有力的文字刻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群

像，呈现出“文学即人学”的宏大命题。作品资料翔实，见解独到，力

求为读者揭示文学与人性、人生、社会、世界、历史的关系。

与会者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虽有遗珠之憾，但依旧是全世

界最具权威性、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

品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文学即人学》以生动的叙述和丰富

的内容导读世界文学的精华和遗产，用非学术化的语言把读者带

入书中，将作家们的人生故事、创作经历、作品特点和评论界观点

等巧妙融合，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文学性和可读性，体现了作者作

为一个资深编辑家和学者的深厚积累和文学功底。

在汪兆骞看来，文学是人学，也是灵魂的历史。文学一直在变

革中前行，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超出了文学史的论域，呈现出一种

更为复杂的景观。希望读者通过这部作品，从多元、人性、文学和审

美的角度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而不是从二元对立的

角度进行评判。

汪兆骞解读诺奖百年经典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近日，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广州市作协、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暨南大学中国文学评论基

地、暨南大学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粤港

澳大湾区文学研讨会及葛亮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花

城出版社策划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地理从属暨手绘文学地图集》

项目同时启动。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

小燚、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

列耀、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朱寿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

长吴思敬、《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广东作

协秘书长熊育群等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文学工作坊邀请作

家葛亮、蒲荔子、阿菩首批入驻，葛亮获颁广州“绿卡”。

朱小燚表示，这是广州在新时代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以只争朝夕的饱满精神状志，勇于在粤港

澳人文湾区共建、尤其在粤港澳文学领域加强深度合作的一个标

志性探索。我们将以精品创作和人才建设为抓手，采用柔性引入方

式，使所有对中华文化有情怀、对粤港澳人文湾区有热情的优秀文

艺人才齐聚广州，共建平台、共享信息、共献智慧。

与会专家谈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样一个空间概念突破了

传统审美和艺术想象，它绝不仅仅指向生活在大湾区9+2城市区

域里的作家作品，也不只是强调大湾区文学的交流功能。湾区文学

概念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体验方式、观察视角和思考模式，这对

作家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也可

以为全国的文学生态提供一种借鉴经验，我们不仅要关注一个时

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同时要重视热爱文学、参与文学创作和文

学交流的广大人群。

广东举办首届粤港澳
大湾区文学研讨会

本报讯 由南方出版传媒、中共湘西州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的彭学明新作《人间正是艳阳天：湖

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湘

西州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唐湘林，南方出版传媒

副总经理应中伟，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调研

员胡友笋等出席。在京作家、评论家30余人和湖

南基层扶贫干部与会，分享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先

进经验，探讨文学在脱贫攻坚中所担负的使命。

《人间正是艳阳天》以文学的方式深情记录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首倡地十八洞村艰难而伟

大的变化和干部群众的实干精神。党与人民的

鱼水深情，以及美丽的湘西风景、淳朴的湘西民

风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家

把最普通的人和事放在情感的框架里，写出了事

件背后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自然风物之美、地

域文化之美。

专家们认为，作品真实展现了湘西这片热土

上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画卷，写

出了人民跟领袖的深情厚谊，树立了新时代党员

干部的光辉形象，意义重大，是当下文学创作的重

要收获。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新时代气息，传递着

勤劳的湘西人民为改变自身命运，勇于争取幸福

生活的期盼。书中很多细节生动鲜活，这源自于

作家对人民性的深刻理解。 （欣 闻）

专家研讨报告文学新作《人间正是艳阳天》

文学应助力脱贫攻坚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