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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我被称为“青年

作家”。青年有青年的莽撞，也有青年的

脾气。当时 《文艺报》 办了一个征文比

赛，我写了一篇《我们是否太“哥儿们”

了》 参加。内容是批评文坛过于“哥儿

们”的现象，文中引用了当时一句流行

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

不行行也不行”。投稿时，我还在一个地

市报社工作，认为文章不可能发表，但没

想到被 《文艺报》 第一版刊登，还获了

奖。到了90年代中期，朱文、韩东发起

了一次“断裂”问卷，有一百多名年轻作

家参与其中。问卷中有一条“你对作协的

看法”，回答五花八门，直接开骂的不

少。问卷在某杂志刊登后，青年作家们一直在等待批评和报复。但是，没有，中国作协

以宽广的胸怀冷处理了这件事。这就是作协，原谅了年轻人，不记恨。

加入作协后，会员们无论开会或是私下里都喜欢给作协提建议，好像还有许多值得

改进的地方。会员们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们把作协当成自己的家。后来，担任省里

的作协主席，才知道许多事情都不是作协可以解决的。但因为我曾在中国作协那里学到

了宽容，因此，在地方，无论会员们如何提意见如何开骂，我也必须认领，尽量去改

进。作协对于已经入会，特别是入会多年的会员来说，也许不再那么新奇，但对于那些

正在起步的写作者，或许就是一种动力。我就曾经为加入作协而激动过。

20岁，我开始在刊物上发表小说,朋友们称呼我为“作家”。每当听到这样的称呼，我

常常怀疑，我是“作家”吗？不是。于是继续写，几年后在省报副刊“作家自白”栏目发

表了文章，但仍然觉得自己配不上“作家”这一称呼。原因是我对“作家”设置了太高的

标准，我似乎还没有达到，我仍然在追赶这一标准的路上。后来，作品越发越多，有人告

诉我：“你可以加入省作家协会了”，“你可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了。”

我拿到了作协会员证。这时，才坐实自己就是一个“作家”。我的自信不是来自于作

品，而是来自于一本证件。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获得会员证书时

曾经公开庆祝或暗自高兴，争先恐后地把“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写入简历。说明这本

证书是有药效的，它至少医治了部分作家的自卑。同时也证明，我对证件有依赖症。我

不相信自我认同，习惯于组织、单位和他人的认可。更有甚者，把那本会员证放在的确

凉衬衣的上口袋，用香烟盒顶住，让“会员证”三个字清晰可见，遇到熟人便朝左胸指

指，自豪感油然而生。

自豪感油然而生
□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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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70年了。

写文章纪念这个特殊的年头、特殊的日子，敲下“中国

作协”这几个字，一下子，几十年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涌

到笔下。

时间过去了许多年，许多年中的许许多多，被历史的

浪涛淘汰，被岁月的风雨冲洗，留下的就是点点滴滴了。

记不起最早知道“中国作协”这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

也不再记得头一次踏进中国作协大门是哪一年的哪一

天。记忆中依稀有那么一天，我下了火车，坐上三轮车，要

找北京沙滩北街2号，那就是中国作协。

三轮车拖着我，找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还是找到了。

那时候的沙滩北街2号和后来的东土城路25号，是一

直放在我们的心里、心底深处的，就像是娘家，也像是母

校，想起来就会倍觉暖和和温馨。

中国作协是哪一年搬到东土城路的，我同样不是太清

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曾在那里住了近两

个月，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研修班，不知为什么没有住在

鲁院，却住到了作协二楼的招待所，每天上课，每天到食堂

吃饭，人到中年，又重新适应了一段时间的集体生活，感受

着中国作协大楼里的那种平凡朴素而又充满温情的气息。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经淡出记忆，幸好还有

许多的点点滴滴。

1985年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些

点点滴滴，始终将我和中国作协连接在一起，从没断过线，

那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连线。

正是在这些不知不觉的日子里，和中国作协的感情、

对中国作协的关注和了解与日俱增着，渐渐的，就觉得中

国作协就是一个亲人，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是一个永远可

以信赖的师长。

几十年，初心未改。

几十年，“中国作协”这几个字一直都在心里，天天都

有审美的愉悦。

理由很简单，中国作协每天都是新的。

中国作协每天都是新的，是因为时代和世界每天都是

新的，也是因为中国作协的文学人的新思想、新举措，对社

会对世界的不断更新的理解和感受。

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报刊上，同样也记录着我个人的写

作史、成长史，几十年后回头看，《文艺报》《人民文学》《中

国作家》《小说选刊》等等，都真实、全面、及时地记录着我

这个普通的写作者对于时代和社会变化的体会和感悟，翻

动一页页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纸张，在普普通通的字里行

间，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时代起伏的呼吸和跳动的脉

搏。在中国作协的帮助下，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走出的每一

步，都通过这些报刊传送出来，映照出来，让我像对着镜子

一样，明白无误地看清自己前行的路、文学的路。

许多年来，常有人对我说，看到你在《文艺报》上的文

章了，看到你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了，看到《小说选刊》

选你的作品了，每每听到这样的话，真是格外自豪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作协十楼》的文章，十楼的那个会议

室里，经常有中国作协为全国各地基层作家召开的研讨

会，研讨对象中，自然不乏早已享誉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

崭露头角的新人新作，还有更多最基层的作家，更多生活

和工作在市、县甚至乡镇的作家。所以，“作协十楼”对于

基层作家来说，它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给力，因为它本身

就是一种热爱，就是一种坚守，它就是为鼓励和支持基层

作家而立的。

感谢中国作协，在漫长的时间里，持久地辛勤地陪伴

和鼓励着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向前走，留下了值得回望的

清晰的足迹。。

今年，中国作协70岁了。

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七十年，大概已经走过了人生最

精华的阶段了，但是对一个从事着让人永远年轻的文学工

作的机构来说，应该是刚刚步入最成熟而又最有活力的时

期。70年的中国作协还很年轻，因为它一直在努力，一直

在前行，它变化创新，同时，它又始终坚守着，坚守着文学

人的理想和信念，坚守着物质社会里的这一方精神家园。

在变化中坚守，在坚守中变化，中国作协活力永存。

七十年历经风雨无惧无畏，七十年不忘初心再创辉

煌。过去的七十年，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未来的日

子，仍然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留痕。

衷心祝愿中国作协走出自己新时代的新风采。

鸟儿在树林里栖息，成长。

花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而

树林里的树,要过多少年才能成

材。如果把作家比喻成鸟儿，中国

作协就是那片茂盛温暖的树林。

七十年了，人活七十古来稀，而树

木在七十年则是壮年。中国作协

像树林一样，每时每刻都以它的热

情迎接鸟儿入林，这些作家在这里

觅食、休养，获得新的营养与激情

再飞出树林，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来

报答作协的培养与支持，也可以称

为鸟儿出山。最美的鸟儿与最美

的树林相遇，永恒多一种可能，最

好的作家与中国作协相遇，丰收与

繁荣就会呈现在文坛。所以说，中

国作协走过七十年可喜可贺。

走进历史记忆，让我想起自己

是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

走进这个艺术殿堂之初，多么激动

与兴奋。我的入会介绍人管桦老

师说：艺术道路，就是人生的道

路。同时叮嘱我，人生有多宽阔，

艺术就有多宽阔。这种宽阔取决

于作家的内心，同时得力于作协的

助力。现在回想起来，管老的话是

把作家与作协的关系

说透了。我们写作，从

生活中来，从世俗中

来，让作品感染读者，

并温暖我们的世界。

创作是对个体生命质

量的体察，也是对民族

秘史的探寻。作协在

作品创作之初以及出

版后，作用是极其重要

的。没有作家不渴望

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

手。我引用梅特林的

一句话：“我与你相知

末深，因为你我未尝同

处寂静之中。”我特别

有共鸣，在寂静的树林

里，一鸟鸣叫，百鸟朝凤。

首次去中国作协，那时还在沙滩北街2号办公，办公楼房虽然

简陋，院里树木也不很多，但那是神圣的地方，我作为新会员对这

个地方魂牵梦绕。朋友带我参观了作协创联部，认识了关木琴老

师。在这样的环境中见到同姓的老师，那样慈祥、和蔼可亲，鼓励

我入会后多写好作品。随后见到了在作协院里办公的《中国作

家》杂志杨志广老师，并交了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尽管这篇稿

件没能发表，但几年后我的中篇小说《大雪无乡》在《中国作家》杂

志发表。杨志广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对他始终怀着由衷的

敬重与怀念。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了一些文学话题，作品要保持鲜

活的生命力，需要生活和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同时，文学也是纯

粹的一门技艺，优秀的文字能够成功地发扬这一技艺特点，而平

庸的文字往往会暴露这一特点。这些问题当时不太懂，但细细思

考却使我后来的创作受用无穷。

除了艺术上的启迪，中国作协还通过组团采访、作品研讨、评

奖等方式团结作家、鼓励创作。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作家艺术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实

中国作协很早就提倡作家深入生活。我曾在故乡唐山渤海湾渔

村挂职副村长、在唐山唐海县挂职副县长，以及最近到河北雄安

新区王家寨村体验生活，都是中国作协、河北作协领导安排的。

挂职的经历对我创作帮助很大。

记得有一年的中国作协青创会在石家庄举办,我在会上做了

深入生活认知生活的发言，当时河北“三驾马车”中另外两位老兄

何申、谈歌都做了发言。说到河北“三驾马车”，我们三位作家对

中国作家协会充满深深的感激。1996年，我们三位作家发表了

《年前年后》《大厂》《大雪无乡》等中篇小说，被评论家雷达老师称

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研讨会是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河北

省作协等单位主办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出席并讲话。

在中国作协的助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相继推

出“三驾马车”长篇小说丛书、中篇小说集。铁凝主席在河北提出

的“扎实生活、诚实写作”理念，对我们河北作家队伍的成长产生

了深远影响。

文学社团呼唤改革，激励创作，服务会员，新时代对中国作家

协会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在太行山、燕山体验农民生活，创作了

乡村振兴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大地长歌》。在党的十九大闭幕

之际，中国作协创研部召集专家开了研讨会。长篇小说《雄安雄

安》的创作，又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扶持选题。这些年，我走进新

生活，发现现实，获得对新时代的总体把握与认知，进而思考文学

如何反映现实。结合现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更加理解了作家的责任感与担当。文学既是对今天个体生

命的体察，也是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与记录。

如何引导作家将时代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这方面中

国作协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考察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使命、责任

与担当绝不能仅仅从姿态言论去谈，而应从文学作品的本身内涵

与意义入手去考察。换句话说，如何艺术地表达新时代？一是对

时代的整体把握，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思考，二是对弱

者的同情与爱护，三是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四是对人民无私的爱，

五是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所以说，使命担当与文学创作绝

不能成为放弃艺术之美的理由。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不缺

史诗般的实践，而是缺创作史诗的雄心。从“高原”到“高峰”怎

么攀？中国作协在行动，作为作家更应加倍努力，像鸟儿出山一

样飞向广阔的天空。

中国作协，我们的家──打开电脑，头脑里立马

冒出了这句话。的确，提起中国作协就有家的感觉。

不仅我这样认为，我的很多作家朋友也这么说。

2006年 11月，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京召

开。会议期间，有一天晚餐后，接到电话，说是中国

作协领导要来看望。过了一会儿，时任中国作协书记

处书记的高洪波同志来到我的房间，送上鲜花、蛋糕

和祝福。我这才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因为在外

地，我早把这茬儿给忘了，没想到中国作协竟然想着

这件事，心里十分惊喜，顿时有了家的感觉。

1987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那时，鲁院还在

十里堡，条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有一天早上起床，

感到身体不适，到十里堡附近的一家区医院检查，结

果是胃出血，而且是四个“﹢”号。医生当时便不让

走了，要我住院。一个人孤身在外，身边一个亲人也

没有，加上对病情的担忧，这让我情绪有点低落。鲁

院领导、老师知道后，马上前来

医院看望，并帮助我解决困难，

帮我找医生做检查，使我心里十

分温暖。

文联、作协的职能定位是团

结、联络、服务。这一点，中国

作协做得很到位。恕我孤陋寡

闻，在我接触过的大机关中，中

国作协转变作风是做得最好的。

从作协领导到一般办事人员，

接人待物均平易近人、热情周

到，而且办事效率很高。每次

去中国作协开会或参加活动，

接待工作都做得周到仔细。如

果遇到问题，工作人员总是不

厌其烦，设法解决，让人感到

满意。有一次，我去金炳华书

记办公室汇报工作。谈话结束后，炳华书记亲自送我到楼梯口。据说，他也是

这样要求作协各部门工作人员的。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安徽省文联、省作协策划了一个“中国作家

看小岗”活动，委托我与中国作协联系。我们的报告送到了中国作协办公厅。

办公厅很支持，很快作出安排，由高洪波副主席带队，组织了十几个作家前来

安徽。我记得其中有陈忠实、陆天明、胡平等名家。活动很成功，对安徽作协

的工作是很大的支持。

什么是家？家就是一个和睦相处、情感相系的地方。这里有关爱、有归

宿、有帮助、有支持，让你宾至如归，融为一体。我觉得，中国作协就是这样

一个家。

2018年，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采风暨“全国知名作家看

安徽活动”在皖举办。铁凝主席亲自带队前来。这时，我已经退休。记得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安徽举办“中国作家看小岗”活动时，我曾给

铁凝主席的秘书打过电话，邀请她前来安徽，但她另有公务，无法成行。这

次，安徽省文联主要领导再次出面邀请，铁凝主席终于来到了安徽。到达合肥

后，她第一站便是前来寒舍看望。陪同她前来的还有中国作协阎晶明副主席和

彭学明主任。铁凝主席代表中国作协向我表示慰问，并转达了小芊书记的问

候。在谈话中，她询问了安徽作协的工作，对安徽这几年大力抓原创的工作表

示赞赏。她还问了我个人的生活创作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我说，我现

在一切都好，虽然退休了，但身体还行，今后还要继续发挥余热。她笑称，你

不是发挥余热，你一直在发热。看望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由

于日程安排很紧，铁凝主席甫下高铁，未及前往下榻宾馆，便前来我家看望，

这让我十分感动。

中国作协，我们的家──今年是中国作协成立七十周年。祝愿我们的家越

来越好，欣欣向荣，兴旺发达。

我
们
的
家

□
季

宇

庆祝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七十周年庆祝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七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