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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有如浩荡东

风催醒了板结的中国大地，也为一片寂然的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新机。中国作协恢复工

作不久的1980年初，即收到了中宣部转来的对

玛拉沁夫来信的批示，中国作协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按照中宣部批示精神，召集内蒙古、新疆、

西藏、广西、宁夏、云南和吉林延边等地的各民

族作家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中国作

协有关领导向出席会议的少数民族作家传达了

中宣部的五条批示：1.能不能召开一个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2.能不能举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

评奖；3.能不能创办一本少数民族文学刊物；4.

能不能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举办一个少数民

族作家班；5.能不能组织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到内

地参观学习。与会少数民族作家听后，一片欢

欣鼓舞。由此，也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发展繁荣的历史序幕。

1980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来自全国的140多位少数民族

作家出席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并发表热

情洋溢的讲话；1980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颁奖

大会，30多位各民族作家获奖；1981年4月由中

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民族文学》杂志

在北京创刊；1981年9月，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

所举办的少数民族作家班开班；1981年10月，

中国作协组织了几十位少数民族作家赴内地及

沿海地区参观访问。

1980年历史性地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发展的新起点。由此，结束了中国少数民族作

家分散于各地，没有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

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状况，进入到了由中

国作协统筹领导、组织机构建全、经费有保障的

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

的多元一体国家，55个少数民族人口虽只占全

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其聚居区域却达国土

面积的60%，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始终将

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作为头等大事。从

1980年起，中国作协依托《民族文学》有计划地

举办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创作笔会、改稿班、翻译

班。尤其针对十几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严重滞

后的现状，给予政策上的特殊扶持。为此，在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特别设立了“人口较少

民族文学奖”。大力鼓励各民族的母语文学创

作，同时加强对母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不仅

鼓励民译汉，也鼓励各民族之间母语作品的互

译以及对外译介工作。经过持续不断的多年推

动、扶持，至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时，

历史性地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有作品获

奖的民族文学大团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40年中实现了历史

性的超越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作协历届党组

坚定不移地落实民族政策，高度重视少数民族

文学工作。40年中，中国作协联合国家民委连

续举办了11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5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4届全国少数民

族文学翻译会议，每年组织一批少数民族作家

赴东部改革开放前沿省份深入生活，在鲁迅文

学院不间断地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班。开创性地

创办了《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

萨克文和朝鲜文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

在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一个56个民族共聚一堂的

作家班，为新中国60岁生日增添了一道亮丽的

民族文学风景线。

2013年国家“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基金”

的设立，为少数民族文学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资金保障。中国作协经过深入认真的调

研，有的放矢地根据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实际

需求，设立了少数民族作家深入生活扶持、少数

民族作家出版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扶

持等一系列项目，至今已有近千位少数民族作

家得到了各种资助。经过中国作协迭代式的对

各民族作者有计划的培训，在这40年中，各民

族作家迅速成长起来，从1978年的几十位少数

民族作协会员，增加到目前的1392人，数量占

到总会员人数的11.8%。更为可喜的是，一些

历史上只有口头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民族，在

这40年中不仅拥有了自己民族的第一代书面

作家，还拥有了获得全国性文学奖的获奖作

品。边疆跨界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改革开放

以来民族新生活的优秀作品，不仅赢得了国内

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周边国家读者的关

注。这40年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独特审美价

值、充满民族个性和浓郁生活气息的民族文学

作品，不仅荣获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

奖”等国内的大奖，其中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

优秀作品，还荣获了多个国家的文学奖而享誉

世界。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多民族、多层次的

梯形创作队伍。

回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实现超越发展的40

年历史，可以总结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

是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是

中国作协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团结凝聚起各民族

作家，筚路蓝缕地大胆探索，创造性地一步一个

脚印攻坚克难，最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符

合现阶段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

文学发展之路。

蕴含着辉煌历史的中国文化版图，是中华

各民族在 5000 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

的。瑰丽完整的中国文化版图，是我们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证。经历了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用繁

荣发展的伟大实践，证明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前进的道路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

下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前景一定会更加灿烂

辉煌。

不断超越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学不断超越发展的少数民族文学
□□尹汉胤尹汉胤（（满族满族））

我是改革开放之初从云南苍山洱海走出来的白族作家。1982年我就

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举办的第一个少数民族

作家班来学习了。和大家一样，我是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感恩之情

来到北京的。

当时少数民族女作家寥寥无几，我和我的那些描写边疆少数民族妇女生

活的中短篇小说作品，被评论界誉为是给“少数民族妇女写作报春的燕子”。

30多年过去了，我和大家一样，跟着时代走，跟着作品中的人物走，一

直走到今天。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到90年代的长篇报告文

学写作，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影视文学写作——在回望自己创作经历的同

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中国各民族文学创作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

时代。现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想到的题目是：“改革开放——民

族文学再出发”。之所以讲“再出发”，是因为我一直在创作一线，一直坚持写

作，民族文学怎样才能再上台阶，以写作者的身份，我有这样几点感想：

第一、民族文学创作走进了一个新时代。今天我们的民族文学创作站

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所以要明确我

们今天的历史方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来

把握我们的写作。要充分地尊重这个时代民族生活的新变化，要用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时代观点，来审视我们的

民族生活，讲好新时代民族生活的新变化、新故事。

今年3月中旬，我的一部新电视剧《都是一家人》在深圳湾封镜。这是

一部讲述改革开放时期少数民族同胞走出边疆山寨，来到沿海开放城市创

业生活的故事。他们是我20年前就在关注的一群人。1998年我在广州三元

里采访，碰到了从新疆喀什来广州卖干果卖烤肉的库尔班大哥一家人。他

们在街上摆摊子卖草药、卖烤肉，城管过来追，我看着这个维吾尔族大哥顶

着锅在前面跑，他的妻子、儿子在后面跑，跟了一串。于是我也跟着他们跑，

在三元里一间小出租屋里找到了他们。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他们的生

活。从最早用BP机联系库尔班大哥，再到用座机电话、用手机，一直和他们

保持着联系。20多年过去了，库尔班大哥从落地摆摊，到今天在城里盖起自

己的“新疆美食楼”。他的三个孩子分别成了医生、警察和电商商人，从和田

来的这一家人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广州新市民，库尔班大哥也成为了我这部

新剧的主要人物。

剧中还有一个佤族青年桑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东莞的一

个娱乐水城门口，他在木鼓上领着一群佤族青年又唱又跳，挣钱谋生。他说

在东莞一个月挣的钱，比他父母在阿佤山一年挣的还要多。还有广州开拉

面馆的甘肃回族人马老板，他给我讲了一句话，说：“马家川要发展，满世界

开饭馆。”他和许多进城开拉面馆的回族同胞，已成为带动西北老家经济发

展的富裕户。

我很重视这些人物，并关注他们的变化，以及他们每个人对生活的诉

求。

为了深入理解人物的动机，我再一次重返阿佤山，来到西盟县和沧源

县的边疆山寨。对于佤族，我是比较熟悉的，我再一次回到阿佤山“司岗里”

神洞，了解这个民族。从新中国成立时解放军把他们从深山老林里接出来，

一直走到今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特别是现在，桑嘎家是精准扶贫的对象

了，边疆边境几个县的少数民族，子女的教育得到了很大改善。发生在这些

人物身上的故事带着我一直不停地往前走，也促使我等待着合适的机会把

它们讲出来。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这种变化吸引着我去追赶这些民族同胞的脚步。为了写好这些作品，我

跑遍了广州、深圳、上海、大连、北京，先后采访了上百位少数民族进城务工

人员。我一直在等一个机遇，能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上获得认识这组生活

原型的一个历史契机。直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新时代民族工作要“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点照亮了这

个题材，使我从写少数民族同胞进城创

业这个层面，提升到写交往交流交融，

重点聚焦在“交融”这个时代的立足点

上，具有了时代的新意。

第二、各民族作家的时代担当和责

任。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曾经谈

到，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民族作家，我

一定要为自己的民族好好写作。但是当

改革开放把边疆变成开放的前沿，当本

民族的聚居地已经不是单一民族在居

住，而是各民族同胞、国内外游客共同

生活的地方时，当我们本民族的发展已

经融入进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大事件的

时候，怎么看待自己的民族生活？怎么

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作家的责任是

什么？“忧伤着人民的忧伤，欢乐着人民

的欢乐”，这句话很感动我，我也非常喜

欢这句话。

今年 1月 19号，我的另一部新剧

《大理三月好风光》在大理古生村举办

了启动仪式。这是一部写洱海环境保护

的电视剧，在启动仪式上我讲了自己的

成长经历。曾经有一度我回到大理却找

不到自己的故乡，岸上的树林和美景被

一栋栋高楼和水泥建筑所替代，古渔村

的节日被蜂拥而来的旅游车辆和客栈所代替。发展经济不能毁了生息之地，洱海在数千年的

历史文明中，海水都是清澈的，而后来在短短几十年里，水却变浑了。近些年来，一个前所未有

的保护洱海的行动，重新唤起了大理人民的激情。洱海、丹江口、白洋淀，被列为国家新三湖，

洱海开启了保护和抢救模式。保护洱海已经不是大理一个地区的事情了，它变成了中国的、世

界的文明之举。这时我再来写洱海的故事，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故事了，从内容到主题

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故事。

所以《大理三月好风光》这部作品，它不属于一个作家，它是大理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历

史华章，我只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执行者。历史的巨变如此深刻，社会的进步如此巨大，人民的

精神世界如此活跃，这就是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们要植根心灵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去投入、去

表现、去讴歌的时代担当。

所以我要感恩这个时代，它把我们这个只有100多万人口的白族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前沿，把大理洱海推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前沿，也把我这个洱海边上长大的小姑娘

推上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舞台。

第三、融入时代，走向世界。当我们的民族生活进入了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格局，我们的

民族生活进入了国家的大事件当中的时候，怎么放置自己的位置？怎么看待民族文学的发展？

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创新民族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写作方式？这是一些新的课题。民族文学的繁

荣是中国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

天，面对媒体技术迅猛发展，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我们的讲述方式，要借助更多的传播方

式来传播，同时发挥文学在艺术作品中的基础作用，在推动影视等其他艺术发展的同时，谋求

自身更大的发展。

民族文学根植于中华各民族生活的土壤中。当民族生活的大趋势正在走向交往交流交

融的时代，我们的创作从内容和形式上就不要刻意把

自己分出来，而是融进去，融入中国文学、融入中华文

化这个共同体中去。我同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

的”这个提法，因为它表达了对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和

对文明幸福的共同赞美。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做好“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这篇文章，我们还需要继续去实践、

去思考。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进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少数民族文

学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民

族作家迅速成长，作品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喜人景象。小说、诗歌、散

文、报告文学、戏剧、电影剧本等各

类文学作品，纷纷登上全国各大报

纸、杂志和其他主流媒体，丰富了文

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引起广大读者

的心理共鸣，激发了各民族拼搏进

取的精神动力。这充分表明，少数

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优秀民族文化

的传承，同时保持开放、吸收和进取

的姿态，进行积极的交流互动，并站

在时代、国家、人类精神文化的高

度，不断调适与时代共同发展的节

拍，奏响精神文明的最强音。

1980年，召开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后，中国作协和国家

民委共同创办了全国性文学刊物

《民族文学》，随着大量作品的发表

和传播，充分调动了少数民族作家

的创作积极性，有些民族还形成了

自己的作家群。他们以本民族的

民间文学为源头，吸收别的民族和

国家文学的精华，取长补短，融会

贯通，开启了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新

纪元。

1981 年，诞生了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奖“骏马奖”，每3年评选一

次。许多优秀作家作品获奖，如玛

拉沁夫的电影文学《祖国啊！母

亲》、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瞧啊，

那片绿叶》、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

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孙建忠的中

篇小说《甜甜的刺莓》等。“骏马奖”

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

涌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作家作

品，成为中国文学领域的中流砥

柱。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

里》、乌拉孜汗·阿合买提的《巨

变》、李乔的《一个担架兵的经历》、

金哲的《晨星传》、铁依甫江的《爱

情篇》、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

想》、赵大年的《大撤退》、陆地的

《瀑布》、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

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

的魂》、叶广芩的《采桑子》、赵玫的

《武则天》、关仁山的《天高地厚》、

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叶梅的

《五月飞蛾》、格桑多杰的《喳曲的

传说》、胡昭的《心歌》、那家伦的

《花的世界》、江浩的《盗猎揭秘》、

南永前的《在这个没有花的春天》、

郭雪波的《银狐》、娜夜的《飞雪下

的教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

子》等等。李凖的《黄河东流去》、

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和阿来的

《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这些作品来源于作家所属的民族

语境和民族文化，呈现出独特的艺

术生命力，从整体上把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提升了一个高度。

少数民族文学在对外交流方

面取得的成果，受益于国家的改革

开放形成的大文化背景。《民族文

学》于2010年前后相继创办了蒙

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

朝鲜文版，使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

进入了这些使用母语的少数民族

读者的视野，还走出了国门，在韩

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十几个

国家广泛传播。由于少数民族文

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语

言特色，尤其是与有着相同语言、

宗教、文化背景的周边国家有着很

高的文化契合度，易于被这些国家

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作协

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

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学作品的丰富

性和多元化。

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已然具

有了世界性意义，他们书写大河山

川、草原沃野……将个性化的生活

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去看待、

去思考，再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入

的体认，升华了对生命意识的认知

和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离不开文学的凝聚与滋

养，少数民族作家不仅肩负着维护

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稳定边疆的

重要责任，更肩负着不断发现和挖

掘少数民族人民的新生活、新故

事、新人物，肩负着抒写脱贫攻坚、

生态保护、边疆开发中各民族人民

可歌可泣的事迹的重要使命。他

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见

证者、抒写者和推动者。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传播是

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真正进

入彼此心灵最有效的方法，特别是

全球化语境背景下，文学作品铺就

了一条打破文化壁垒、障碍，用友

爱、真诚、热情的火炬照亮人类美

好明天的道路。愿我们的少数民

族作家、诗人，从生活的真实出

发，从内心的感动发声，从热血沸

腾的胸腔里掬一捧优美的文字，

唤起读者、译者的心灵感知，找到

精神上的强烈共鸣，让作品成为奉

献给世界文学百花园最灿烂的多

民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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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走过不平凡的少数民族文学走过不平凡的4040年年
□□赵晏彪赵晏彪（（满族满族））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