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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在杭州举行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潘洁 施雨岑）“大美

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开幕式13日上午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

开幕式。黄坤明表示，来自49个国家的400多件珍贵文物

汇聚一堂，共赴亚洲文明展这一穿越时空的文明之约，有助

于增进亚洲各国友谊、促进民心相通，更好地弘扬亚洲文明

成果、增强亚洲文化自信。

“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

列文化活动之一，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

家博物馆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

展览以“多元文明并置，古今文明相通”两条主线，分为

“美成在久 日出东方”“美在通途 行久致远”“美美与共 天

下大同”“美人之美 礼尚往来”4个部分。展览采取“传统展

示+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亚洲历史悠久、文化融

合、多元共生的文明特征，彰显亚洲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互

鉴的轨迹，反映地缘相近、民心相通、和平相处的亚洲文化。

中央宣传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北京

市有关负责同志，驻华使馆代表以及参展国家代表团、参展

单位代表共300余人参加开幕式。据悉，展览将持续至8月

11日。

“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在京开幕
黄坤明出席开幕式

本报讯 近日，由王宏甲、萧雨林历时一年采

访创作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有个滕头村》在京

举办首发及研讨活动。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

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文艺报社、宁波市委宣传

部共同主办。

《中国有个滕头村》是一部反映浙江省宁波市奉

化区滕头村实现乡村振兴状况的全景式长篇报告文

学，展现了该村深入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以生态产业为龙头推动村民脱贫致富

的光荣历程。与会专家认为，这部作品以文学的方式

将一个村庄70年的探索历史浓缩其中，通过对人物

的塑造、对精神的挖掘和对现实的深切观照，深入思

索了如何推进乡村振兴、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何在、

为何要坚持改革创新等问题。在艺术上，全书打破线

性叙事手法，通过聚焦问题来结构文本，通过讲故事

来阐明意义，具有鲜明的思辨色彩。

王宏甲说，倾听了这次研讨会上各方面的声音

后，进一步感觉到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身上的责任重

大。这部文学作品从农村中来，从农民中来，最终要

到农村中去，到农民中去，希望能够发挥文学在社会

发展进步中的促进作用。

据悉，《中国有个滕头村》被列入2018年浙江省

优秀主题（重点）出版物、2018年度宁波市文化精品

工程项目。该书中文版首发后，还将尽快完成正在进

行的5种外语版的翻译出版工作。 （路斐斐）

《中国有个滕头村》
在京首发研讨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工作于2019年3月15日启动，2019年

4月30日结束。经审核，初步认定共有234部作品符合《茅盾文学奖评奖条

例》所规定的参评条件。现将参评作品目录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公示。若发现其中有不符合参评条件

的作品，请向评奖办公室反映。

公示期为2019年5月15日至6月15日。

评奖办公室电话：010－64489987

评奖办公室电子邮箱：cyb64221879＠sohu.com。

特此公告。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19年5月15日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目录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评奖办公室公告
[2019年]第1号

（见今日第2版）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5月10日，由中国作家协

会主办的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葛学斌出席并致辞。来自中宣部、中央统战部、

团中央、中国作协、全国各省区市作协的有关同志参加

会议。会议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主持。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全国政

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大家从政

治高度上重视网络文学工作，统筹全局，创新机制方

法，团结引导广大网络作家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

脉搏，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在新形

势下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李敬泽在讲话中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对网络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文学工作

首要的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特

别是关于网络文艺的重要论述。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

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文艺事业特别是网络文艺的繁荣发展，多次就相关问

题作出批示，要求重视网络文艺，团结引领新文艺群

体。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引领广大网络作家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抵制官场“亚文化”、历史虚无

主义等不良创作倾向，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李敬泽表示，多年来，各地作协结合具体情况探

索创新，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机制，网络

文学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要充分考虑到网络文学

的特殊性，从整体上理解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关

系，从技术革新和艺术创新的角度看待问题。与此同

时，也要注意到确实存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重视引导，加强

网络作家队伍建设，把广大网络作家团结在党中央周

围，团结在作协组织周围，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网络作

家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引导大家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创作出更

多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精神需要的优秀作品。2019年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网络文学界要营造浓厚氛围，

推出更多反映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光辉历程、抒写新

时代斑斓巨变的优秀作品，浓墨重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葛学斌在致辞中说，中国网络文学经过20年的

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中充满活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浙江自2013年着手实施网络文学引导工

作，将网络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工作内容，6年

来，浙江在组织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我们坚持强化政治意

识，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贯穿工作全过程，不断强化创新意识，抢占

先机，主动作为，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搭建高端平台，

注重强化服务意识，与网络作家广交朋友，真交朋友，

得到了广大网络作家的认同和认可，扩大了网络作协

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浙江网络文学引导工作

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对网络文学

发展的高度关注，得益于中国作协的大力支持和各地

作协的交流协作。此外，浙江本省的创新精神、人文传

统、社会氛围符合网络文学的发展特点，为网络文学

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逐渐形成了多方合

力的模式。今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网络

文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

浙江作协党组书记臧军、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江苏作协联络部主任吴正峻、重庆作协副主

席张兵、四川作协副秘书长邓子强、湖南作协党组副

书记游和平、广东作协创研部主任谢石楠等做了交

流发言。

据介绍，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自2018年成立

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充分发挥团结、服务、协调、引导

的职能，依据网络文学自身的创作特点和队伍特点，

更好地延伸联系手臂、扩大工作覆盖，更紧密地联系

广大网络作家，完善引导网络文学的工作机制。2019

年，网络文学中心将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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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组织网络文学

界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引导网络作家守正创新，以提高质量为生命

线，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

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工

作主线，继续推进当代网络文学创造工程、重点作品

扶持工程等，创新思路，多措并举，进一步推动新时代

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

本报讯 5月10日至12日，“钓鱼城中国名家笔会”在重庆合川举行。活动由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诗刊社、四川省作协、重庆市作协指导，重庆市合川区委宣传

部、合川区文旅委、合川区文联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叶延

滨、侯志明、辛华、陈川、梁平、李应兰、唐晓渡、霍俊明、王本朝、宗仁发、何言宏等

60余位诗人、评论家和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参加。

“《钓鱼城》长诗研讨会”是此次笔会的重头戏。《钓鱼城》是由合川籍诗人赵晓

梦创作的以“钓鱼城保卫战”为写作背景的1300行长诗，今年年初在《草堂》诗刊刊

出，近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在研讨会上说，诗人们应该真正立足祖

国大地，从五千年历史长河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和素材。长诗《钓鱼

城》在如何依托历史事件进行诗意创作、如何书写和把握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

怎样更好地处理长诗的结构等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希望赵晓梦认真听取专家们

的建议，进一步把这首诗修改完善。与会专家谈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找到了独

特的写作切入口，表现出对复杂历史的诗意处理能力。整部作品宏大叙事与个体

抒情有机融合，历史意识与生命体验互渗互补，给一段沉重残酷的历史赋予了人类

心灵的温度，既厚重大气又显灵性充盈。

笔会期间，还举行了“钓鱼城古战场遗址采风创作”、“名家进校园讲座”、“江山

如画——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诗歌朗诵会”等活动。 （欣 闻）

重庆举办钓鱼城名家笔会
本报讯 4月23日，中国作协文学工

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在京召开工作会议，

围绕“到人民中去”职业道德教育与文学社

会服务实践活动、职业道德教育爱国主义

基地的建立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作协

副主席、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主任

刘恒主持会议。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职业

道德委员会秘书长彭学明汇报了2018年

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情况以及今年的工作安

排。周大新、冯艺、刘华、刘亮程、孙云晓、

李文朝、李东华、林那北、贺绍俊、徐剑、黄

传会、鲁若迪基、骠骑等与会讨论，围绕会

议议题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委

员会展开文学社会服务实践工作的意见与

建议。

据悉，为了团结和引领广大作家和文

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更好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广泛开展“四

力”教育实践，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职业道

德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到人民中去”职业道

德教育与文学社会服务实践活动，鼓励并

带领广大文学工作者实地感受人民群众的

火热生活、伟大实践与巨大创造，接受人民

群众的教育，提升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职

业道德素养，力求创作出有道德、有温度、

有理想、有筋骨的优秀文学作品。（宋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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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4 月 29 日，由中国影协指

导，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

广播电视局、《电影艺术》杂

志社主办，北方联合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影《黄

玫瑰》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辽

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福海，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张宏，辽宁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孙成杰，辽宁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刘向阳及

十余位专家学者和片方代表

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文

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

主持。

《黄玫瑰》是一部反映防

治艾滋病一线医护英雄题材

的电影。该片以辽宁省抚顺

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治疗与关爱中心原主任、全国

“最美医生”邹笑春为创作原型，借鉴和聚合了全国防

艾战线其他先进人物的事迹素材，艺术地塑造了可信

可感、可亲可敬的党员英模个体形象，生动呈现了医

护战线和辽宁大地英模辈出、温暖备至的整体风貌。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影片从不同角度展开深入

研讨，导演宁敬武介绍了该片的创作拍摄过程和执

导体会。大家认为，该片积极担当起现实题材电影

的社会责任，积极传递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真实还原和展示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这一特

殊群体的生存现状，体现了防艾事业工作者和社会

各界对这个群体温情注视、理解互助的大爱情怀。

影片在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色彩调制、后期剪辑、音

乐制作等方面都积极做出主旋律电影的艺术探索，

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水准。

据介绍，辽宁近年来始终坚持英模题材主旋律

影片创作生产，走出了一条导向鲜明、富有特色、讴

歌英雄人物、书写时代新人的电影创作生产之路，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黄玫瑰》正是该系列影片的

又一力作。该片将于近期在全国院线公映。

电影《黄玫瑰》传递温暖大爱

本报讯 5月9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组织的中

国作家“文学公开课”系列文学公共服务活动在郑州

启动。首场“文学公开课”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与全国

公安文联共同主办，作家刘醒龙、刘庆邦走进铁道警

察学院与河南警察学院，为来自全国26所警察院校

的青年学子和公安作家授课。全国公安文联主席王

俭，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李霄明，全国公安文联

副主席张策，铁道警察学院党委书记陈东升、院长管

曙光出席活动并致辞。启动仪式结束后，在铁道警

察学员学术交流中心举行了“新时代与公安文学”主

题座谈会，刘醒龙、刘庆邦和特邀公安作家初曰春、

吕铮、李春良、董瑞光、秦明、雷米、欧阳伟、夏晓露、

陈晨、陈菡英、周孟杰等座谈交流。

9日，刘醒龙为警营师生作题为“文学的正途”

的讲座。刘醒龙认为，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握中国文

学传统的正脉，只有通过塑造出贤良方正的中国形

象，才能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中国激情与活力，作家

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深刻地理解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塑造时代新

人，攀登文学高峰。作家需要聚焦新时代新风貌，创

作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抒写家国情怀。

10日，刘庆邦来到河南警察学院，与同学们分

享文学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刘庆邦看来，一

个优秀作家的写作永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

从灵魂出发，凝视心灵景观，听从心灵召唤。刘庆邦

认为，写作者需要重视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生

命的高质量意味着写作者须葆有善良的天性、高贵

的心灵、高尚的道德、悲悯的情怀和坚强的意志；生

命的力量指一个人的思想力，有力的生命须勤学善

思；生命的分量着重体现在面对人生的态度，作家们

需要在挫折坎坷中自我锻炼。

据介绍，中国作家“文学公开课”是中国作协社

联部强化社会公众服务职能、开展文学公共服务的

重要举措，将邀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四

大奖项的获奖作家走入基层，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面对面交流，不断提升服务社会、服务读者的意识，

延伸工作手臂、扩大有效覆盖、实施精准服务，广泛

团结各行业文学群体，夯实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的

社会基础。

（陈泽宇）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近日，由青年文学杂志社主办的首届城市文学论坛在

深圳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以及孟繁华、邓一光、计文君、刘大先、岳

雯、张怡微、于爱成、蔡东、贺江、赵目珍、江丹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论

坛由“城市文学：出发”学术研讨会和“城市·存在·发生”跨界表达分享会两部分构

成，活动分别由《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青年文学》主编张菁主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城

市文学发展迅速并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邱华栋认为，城市文学作为新文学的生长

点，应该体现创造性、未来性，兼含丰富复杂的可能性，同时希望城市文学论坛能够积

极探讨城市文学的生长性，或许跨界互动和交融将成为今后文学重要的发展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当下城市文学中的现状与问题”这一主题，畅谈对时代、城

市、文学的理解。大家表示，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已达到59.98%，基于此，城市的表

达应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契机，青年文学杂志社推出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

行榜恰逢其时，具有特殊意义。在社会与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当下，作家的都市

意识、城市书写经验及表达也都面临着转变，从本次排行榜的上榜作品来看，它们大

都书写人类在困境突围中呈现的爱与自由，坚韧、宽容与理解，更加开放、动态，也更

加关注自身和未来。城市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和重要存在，对小说家而言意味着巨大

的书写空间和挑战，城市文学应该回答现代人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困惑。

大家还提到，城市文学具备一些重要特征，诸如声音、景观和建筑、代言人、新

的城市经验和重塑地方性。城市经验的变化导致认知发生改变，必然给写作带来新

的变化。城市文学作品中必然会出现与“城市”紧密相关的景观、符号式特征，写作

者如何在文学创作上予以表现和呼应，值得关注。城市生活的最大特征是“不确定

性”，因此作家应该重新找到城市文学的“主体性”，不断开阔写作的视野，为城市文

学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天，以“城市·存在·发生”为主题的分享会将论坛带向新的领域，欧建平、晓

航、张骁、李少璐等从音乐、影视、文学等方面阐述了对城市生活及城市文学的理

解。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现场朗诵了城市诗歌，并表演了时装秀和歌舞

节目，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人类和城市关系的思考。

首届城市文学论坛在深圳举行

中国作家“文学公开课”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