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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素描》中有对
陈瘦竹、程千帆、陈白
尘、叶子铭、许志英、邹
恬、曾华鹏、范伯群、潘
旭澜、章培恒、何西来、
刘绍棠、叶至诚、钱谷
融、王富仁、孙中田、汪
曾祺等先生的回忆，字
字真情，情深处催人泪
下。读者在他们身上看
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
背影，虽然他们已远去，
其风骨及种种行状，俨
然成为了一尊尊立体的
精神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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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诗歌创作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时代诗歌究竟新在何处，该如何打

破惯性模式，有效呈现抒写火热的生活现实，表现新的时

代精神和伟大的人民实践，从而寻找新的美学表达方式，

抒发中国情感，创造新时代的史诗？这些话题越来越成为

大家关注的重要话题，值得诗歌界进行深入的探讨。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诗人汤养宗

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凸显了这样一些特征：越来

越多的诗作以叙述替代了抒情，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

维复杂，口语的鲜活性冲击了诗歌的“风雅性”饶舌。诗

歌文本的建筑形体更为自由，诗歌美学发生分歧，变得更

为多样。在诗歌写作环境方面，网络打破了中国诗坛旧

有的格局，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热闹。

面对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网络，真正的诗人除了身在其

中识别它的血与沙，还应善于抽身而出，相对清醒地保持

一颗孤独的心。作为骨血里具有悲悯大爱传统精神的诗

人，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挖掘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

痛与乐。

评论家罗振亚觉得，新时代诗歌需要回到坚实的大

地，把握生活中的关键现实。他说，新世纪诗歌与现实关

系的重建方向明确，为优秀诗人和经典作品的孕育创造

了可能，也拉近了诗歌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但是目前诗

人们在这条路上走得还不够稳健。关键性的现实在诗歌

作品中被“遗漏”，被捕捉到的现实又表现孱弱，波澜壮阔

的时代进程没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这种与现实贴近明

显不足的问题值得正视。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

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

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

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

缭乱的诗会、诗赛、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

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

话”，让诗歌从缥缈的云端回到坚实的地面，把接地气、说

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诗人白涛认为，新时代呼唤草原诗歌的新辉煌。在

中国诗歌史上，关于草原生活的优秀诗歌有很多。“一带

一路”倡议为今天的诗人们提供了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

与想象的空间和文化指向，在如此宏阔的大背景下，再造

草原边疆诗歌的新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必

须要冷静思考，草原诗歌的底色与本质是什么？应该就

是深沉、辽远、开阔、大气，也应具备一种英雄主义情怀。

草原文明源自绿色归于绿色，草原诗歌起于东方归于中

国。必然是中国特色、东方思维、本土表达和个人独创。

倡导草原新诗是一种概念性引导，并非提倡什么流派，也

不是停留于口号和追赶时髦吸引人的眼球。草原新诗的

创新发展，一定是长远壮阔的，其前景也必定会持久不

衰。这对于引导当下某些诗人走出只关注个人内心、过

度自我化的创作怪圈，努力关切时代、书写当下生活、引

领创作方向，都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在评论家王士强看来，诗歌应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

抵达。近年来，我国的诗歌创作总体呈繁荣发展的态势，

体量已非常之大，质量也可圈可点。在这其中，现实题

材、现实主义的书写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着令人欣喜的

收获。但是，诗歌中的现实书写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

诗人写的“现实”只是徒具其表，与复杂而精微的当代人

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基本无涉，其不为社会公众所接

纳和认可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诗歌中的现实书写应该突

破仿真化、概念化的幻象，抵达更为真实、生动、精微的现

实。诗歌应该有对生活现实的深切抵达，“入乎其内”，应

有对生活现实的超越和提升；“出乎其外”，应有高度和未

来性，把握时代“大势”，又应体贴入微，与个体自我的生

活和心灵息息相关。

诗人吴少东认为，中国新诗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从

新世纪到新时代，每次嬗变都是以连续的深厚沉淀为基

座与不断的勇敢扬弃为动力。每次新的前行都有形与质

的飞越。在新时代，需要我们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决心，

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沉下心来进行诗歌的打磨。新时代

诗歌需要新表达。寻找闪现民族与时代独特光芒的新鲜

的表现形式是新时代诗歌的重大任务之一。新时代诗歌

需要新意韵。要努力写反映时代特质与大众心声的诗、

引起更多人共鸣的诗，写出新时代活生生、美滋滋、韵悠

悠的诗作来。

评论家张德明说，新时代诗歌要坚持对传统美学的

传承与弘扬。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这是文艺创作在

审美运思上体现出的独特方式。现代新诗的意象，有时

候太过于私人化，带来作品的晦涩、难懂。在新时代，中

国新诗在有力继承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同时，还要考虑

读者的接受度，在意象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寻找更恰

当的契合点。古诗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究形神兼

备、意境深远，新时代诗歌必将会以此为美学目标，为当

代中国文学奉献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新时代中国诗歌应强化“中国味道”，诗人龚学明认

为，新时代中国诗歌应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创作在中国特

有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诗歌，应该是对中国传

统诗歌文化创新和传承下的诗歌，“有当代生活的底蕴，

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新时代诗歌要具有家国情

怀、有筋骨、有痛感、有力度、有时代印记，也要透明

向上、有温度、有丰富情感色彩、有浓郁生活气息和让

人动心的力量。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高度的艺术性，诗

歌的艺术性要体现诗歌的美的本质。中国新诗经历100

年的历史，应该从向外国诗歌的学习逐渐转向对中国传

统诗歌的适度对接，进行中外古今的进一步糅合，形成

社会能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美学标准和思想要求

的美学风格，只有这样，诗歌创作才有可能从“高原”迈向

“高峰”。

（黄尚恩 李晓晨）

本报讯 4月12日，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

杭州开幕。本届大会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浙江省人民

政府指导下，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共浙江

省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成岳冲，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浙江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卢春中，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戚哮虎

等出席开幕式。大会以“e阅读，让生活更美好”为主

题，旨在联合各方共同探讨全媒体时代下的数字阅读

理念创新、方式创新与实践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大会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揭

晓了“悦读中国”三大年度奖项，开展了“协手共筑精

神文化家园”文化扶贫荣誉表彰，并举行了2019悦读

中国年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种重点电子书上

线启动仪式。

白皮书包含“政策”、“产业”、“趋势”三个篇章，

系统梳理了2018年党和国家在数字阅读领域的政策

部署，并从市场、内容、用户、趋势等多个维度呈现

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产业的发展现状、用户行为习惯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活动同时揭晓了“2018年度中国

十佳数字阅读作品”、“2018年度中国十佳数字阅读项

目”、“2018年度中国十佳数字阅读城市”。

十佳数字阅读作品聚焦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及改

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变迁，作品包括《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一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三十讲》《大江大河四部曲》《哲学与人生》《网络英

雄传Ⅱ：引力场》《宁家女儿》《聪老师的世界音乐之

旅》《明月度关山》《老妈有喜》《茗香赋·陆羽传奇》，作

品内容集中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人民群

众的精神面貌，充分展现了数字阅读创作量质并重的

发展趋势。

十佳数字阅读项目覆盖广泛、形式多样。其中，“学习强国”

平台立足全党、面向全社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要内容，打造了“集大成”的创新型

学习生态；咪咕文学院项目积极响应新形势下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打造O2O平台，为青年作家学员们提供系

统化的思想引导与创作指导；“每天听本书”知识工程为读者获

取书本知识提供了新渠道，有效促进了传统出版精品内容的推

广传播。各获奖项目兼具创新性与普惠性，充分体现了行业机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的发展理念。

北京、杭州、成都、太原、宁波、上海、厦门、乌鲁木齐、济南、

广州获得十佳数字阅读城市称号。据悉，数字阅读十佳城市排名

由各城市的数字阅读指数决定，该指数综合了该城市的大众阅

读指数、有声阅读指数以及期刊阅读指数，各细分指数按照数字

阅读用户增长率、用户渗透率、月人均浏览量、月人均付费数、月

人均阅读天数等指标加权计算得出，彰显着该城市的数字阅读

发展状况。

据悉，本届大会的6场主题峰会在各分会场同时举行，议题

涵盖出版融合、网络文学、人工智能、财经文学、IP开发、泛阅读

化等前沿热点话题，旨在通过行业深入交流，推进数字阅读的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 （虞 靖）

本报讯 中国出版协会近日印发《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的通知》，对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出版

的图书、发表的论文开展评选。参评出版物报送时间截至5

月31日。

本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设3个子项奖。其中，图书奖获

奖数额100个，提名奖100个；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物奖获

奖数额30个，提名奖80个；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获奖数

额30个。

图书、论文类作品，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单

位均可报送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图书，每单位可报送两种

图书参评，类别不限。丛书出齐后可作为一种参加评选，也

可选择其中一本作为单本书参加评选。

音像、电子、游戏出版物等3个类别范围，每个类别每单

位可报送两种作品参评。各类引进版音像、电子和游戏出版

物不参加评选。其中，音像出版物载体形式包括录音带、录

像带、光盘、移动U盘、移动硬盘等，产品形式包括音乐作品、

有声读物、专题片、纪录片等；电子出版物载体形式包括光

盘、磁盘、移动U盘、移动硬盘、PC客户端、移动客户端、网络

平台、集成电路等，产品形式包括各类电子出版物、数字图

书、数字词典、数字地图、数据库以及数字期刊等；游戏出版

物包括单机游戏、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等。

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有序原则，本届中华优秀出版物

奖评选设初评、复评、终评。初评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按照

超出奖励数额30%的数量择优评出入围复评作品。复评委

对入围复评的作品按照超出奖励数额10%的数量，以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评选出入围终评的作品，报评奖委员会进行终

评。评奖委员会对入围的复评作品进行终评，以无记名投票

的方式选出规定数额的获奖作品。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每两年举办一次。

（欣 闻）

北京纪念林斤澜逝世十周年
本报讯 4月11日，“林斤澜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刘恒出席座谈会。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王升山主持会议。

刘恒说，林斤澜一生经历坎坷曲折，但从没有放弃崇高的理想和坚定

的人生信念、文学信念，始终乐观面对，从他的为人处世中可以体会到高

妙的人生智慧和哲理。刘庆邦说，自己在文学道路上深受林斤澜的提携与

关照，对他既有敬仰也有感激，他一生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善良、智慧、独

立，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伤害过别人，而且尽自己所能帮助了很多遭遇困难

的人和文学后辈，他的仁厚、宽容、谦谨和通达是所有同仁学习的典范。程

光炜说，林斤澜一生致力于小说创作，尤以短篇小说创作著称，他的作品

文字考究，内蕴丰厚，评论界虽已有很多论述，但挖掘还远远不够，需要研

究者进行更多有系统、有深度、有高度的研究工作，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

更丰富的材料。

张贤明、王干、沙青、解玺璋、杨晓升、兴安、赵李红、马小淘、陈世崇、

林布谷、汪朝、郑云鹭、陈予一、苗稼全等参加座谈会。 （京 雯）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4月12日，“何立伟文学作品研讨

会”和“天下小事——何立伟作品展”在京举行。中国文联主席、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作品展开幕式。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

泽，湖南省文联主席欧阳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湖南

省委宣传部巡视员龚爱林，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夏义生，中国作

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山，长

沙市文联党组书记王俏，以及40多位作家、艺术家参加活动。

研讨会和作品展开幕式分别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湖南省

作协主席王跃文主持。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湖南

省文联、湖南省作协、文艺报社、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

联等单位联合主办。

何立伟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短篇小说《白色鸟》闯入读者

的视野，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文学创作，推出了多部中短篇小

说集和长篇小说，并在诗歌、散文等领域有所尝试。写作之余，

他还热爱绘画、摄影，作品集《天下小事》汇聚了其绘画和摄影作

品代表作，并配有精彩诗句。

研讨会上，李敬泽在讲话中说，何立伟是一个在新时期文学

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深刻印记的作家。他的自选集《白色鸟》

会让人首先想起同题作品，这一意象烙刻在许多人脑海里，让大

家在数十年后依然记忆如新。何立伟的绘画属于文人画，他将

作品展命名为“天下小事”具有特殊意义，是“小事”但却属于“天

下”。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要将个人经验和时代社会紧密联系，

融于一笔一划之中。举办此次研讨会，深入探讨何立伟的文学

艺术创作成就，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经验，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会者认为，何立伟不愿将自己拘束在一个领域之内，而是

按照自己的天性，任意挥洒创作的才华。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

就是一种天真、自由的生命态度，在早期的作品中，他大多写孩

子，他们天真无邪，仿佛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作家着力展现人

性的良善和美好，延续了诗化小说的传统。后来随着时代语境

的变化，其小说创作也发生了改变，关注复杂的人性，书写人的

欲望的压抑和释放，在叙述上也多了批判的力度。但无论怎样，

他始终坚守自我，保持着不屈的精气神。何立伟文学创作的数

量不是特别大，但每一部作品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他的小

说还需要对时代、社会进行更为深刻的把握，在语言上进一步打

磨，在古意和现代性之间保持平衡。

在“天下小事——何立伟作品展”开幕式上，欧阳斌和邱华

栋分别致辞。据介绍，此次展览是何立伟首次在北京举办大型

个展，展出了他近年来创作的水墨人物及摄影作品100件，全面

回顾、总结了他的艺术创作历程。展览将持续至4月19日。

何立伟说，上世纪80年代初，当文学的号角响起，自己冲出了战壕并

参与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值得骄傲的。自己常常觉得，

如果创作上没有足够的自信，继续硬着头皮写并没有多大意义。他特别

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经验都倾注到写作之中，创作出一部真正立得住的作

品。至于绘画和摄影，都是业余所爱，主要是博己一笑，若也能博得他人

一笑，那便窃喜不已。相对于巨大的时代，个人是渺小的，但其中也蕴含

着一种微小而温暖的力量。

本报讯 2019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开始征集。为进一步发挥“丛书”面向青年作家、扶

持文学新人的作用，“丛书”办公室决定进一步完善

推荐、评审办法。今年的推荐将进一步聚焦年轻新

锐作家，应征书稿作者的年龄上限由40岁调整至

35岁，加强对“丛书”品牌及入选作者和作品的宣

传介绍，宣传和鼓励入选作品推荐单位、推荐人，增

强文坛新星的发掘能力。此外，“丛书”将继续保持

编审团队的高水平和出版平台的高标准，提高编审

和出版的工作效率。

本年度书稿征集的具体要求为：应征书稿的作

者年龄为35岁以下，出生日期为1983年1月1日

以后。作者之前未有作品结集正式出版。已经在

中国大陆或境外出版社（含港澳台）正式出版或挪

用书号出版过个人文学专集的作者，其书稿不在应

征之列。入选作品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投稿作者

须认可作家出版社出版合同，必须保证应征书稿不

存在任何版权纠纷，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每部书

稿要求体裁单一，不能是两种（含两种）以上文学体

裁的合集。须提供打印稿或复印稿，字数在15至

18万字之间。作品应标明字数，发表过的作品标

明报刊名称及日期刊号，其中正式发表过的篇章占

全部书稿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长篇小说或整部理

论著作除外）。

据介绍，“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协、

中华文学基金会为繁荣文学创作、发现和扶持文学

新人、造就跨世纪文学人才而创设的一项文学工

程。自1994年出版首卷至今，共推出21年卷，212

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的优秀处女作入选。其中29

位入选者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真

正体现了该项目扶持文学新人的宗旨，更为当代中

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极具文化影响力的生力军。

（欣 闻）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书稿开始征集

4月12日，由中国美术馆、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协联合
主办的“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心
随江山——梁世雄中国画艺术展”在中国
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作品60余件/套，
其中包括广东美术馆藏的梁世雄早期成名
作《椰林初晓》《渔归》，南海博物馆藏的《不
尽长江滚滚来》等作品，全面立体地呈现了
梁世雄的艺术成就。本次展览为2019年
度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梁
世雄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各时期代表作
20 件/套，包括各时期代表作以及《黄山胜
景写生》1 套（10 幅），《怀集写生》1 套（10
幅），《西藏写生》1套（14幅）等。

今年86岁的梁世雄是广东画坛具有
代表性的艺术家，师从岭南画派巨擘关山
月、黎雄才等。他在创作中既博采众长又
能自成一家，画中既有北方各画派的宏大
气势，也有岭南画派的细腻笔触，被评价为

“巧融南与北，秀丽复雄强”，他还曾尝试用
中国传统山水技法描摹国外风景，在传统
笔墨中融入现代感，不断追求艺术风格上
的新突破。

展览将持续至4月21日。
图为梁世雄作品《天涯海角万里春》

（中国画，纸本水墨设色）中国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