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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三批图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2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主办的长

篇报告文学《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首发式在京举行。何涛涛、武

和平、李国强、杜元明、张友文、庞好等公安系统领导和主办方代表、

公安基层民警、影视界人士、读者代表等60余人与会。

《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近期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作为公安部

十局刑侦专家、二级警监、全国铁路公安文联和作协副主席，作者王

仲刚曾17次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两次出席全国公安英模大会。

这部作品再现了30年前流窜犯罪团伙在铁路上大肆盗窃、抢劫旅客

财物，甚至抢夺乘警枪支、洗劫旅客列车，使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和铁

路运输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5·10”专案组临危受命，来自7个铁路

公安局的30多名刑事侦查员汇聚中原，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打

击铁路流窜犯罪的铁鹰雷霆行动。

与会者对该书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给予高度评

价。大家认为，作者将来源于自身真实生活的经历创作成语言质朴

生动、情节真实可信的报告文学，倾注了自己的生命激情。作品通过

对中国铁路第一大案曲折惊险侦破历程的生动描写，展现了在那段

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里铁路警察不畏艰险、勇于担当、迎难而上、甘

于奉献的忠诚品质、高尚情怀和英雄形象，可谓一位中国铁路警察的

优秀代表对其探案传奇和心路历程的真实鲜活的写照，不仅是一部

为铁路公安立言发声的原创佳作，也是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的

一部厚重的公安文学精品力作。

首发式上，群众出版社与影视机构就该书的影视改编进行了签

约，标志着根据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铁鹰使命》的拍摄工作正式启

动。主办方还向铁路基层刑警队代表赠送了该书。

展现铁路警察的
责任担当和高尚情怀

芳草杂志社送书进军营

据新华社电 日前，由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

托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

项目第三批图书正式出版发行。本次出版图书包括《荀子》

《楚辞》《论衡》《史通》《贞观政要》5种。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秉持“激活经典、熔古

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的编纂目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籍，力邀相关领

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以当代眼光审视并深入浅出解读，寻

求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契合点，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荀子》是继《论语》《孟子》之后儒家重要经典，其思想充

满“思辨”色彩。通过专家解读，读者可对书中蕴含的思想有更

深刻的体悟。《楚辞》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与《诗经》

并称“风骚”，解读人在文本和字词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

给读者提供精审耐读的文本。《论衡》吸收先秦汉代诸子思想

中的合理因素，开创了元气论，反对天人感应论，解释世俗之

疑、辨析是非之理，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史通》是首

部系统性史学理论专著，论述史籍源流，评价前人修史得失，

探讨史书体例及编纂方法。《贞观政要》为政论性史书，反映了

贞观时期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尤其是谏诤制度的由来及发展变

化，通过专家解读，广大读者可以深入领略唐太宗君臣讨论治

国理政时所表达的智慧，做到以史为鉴。本次出版的5种图书

的解读人分别是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

逵夫、复旦大学教授邵毅平、扬州大学教授王嘉川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保成。

截至目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已出版图书20种。

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介绍，按照工

作规划，2019年底前力争再出版10种图书。届时出版总数

量将达到30种，部分科技类典籍解读图书也将与广大读者

见面。

本报讯 重庆是一座有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积淀的

城市，有着久远的文学传统。重庆文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

顺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在民族解放和重庆的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秉承光荣传统 弘扬重庆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大批作家和文化名人汇集重

庆，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重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重庆

是西南地区的文学中心。1954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撤销，

1956年西南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在重庆

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沙汀为主席，第二年组建作协

党组，龙实任书记；西南文协的刊物《西南文艺》亦更名为

《红岩》。1959年8月，作协重庆分会在成都召开理事扩大

会，决定中国作协重庆分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

会”，并由重庆迁至成都，与四川省文联合并，重庆文学因

行政区划调整，相当长时间里作为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存在和发展。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1999年经中共重

庆市委批准，重庆市作协独立建制，重庆文学开始以新的

姿态，服务于党的文学工作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全国各地留渝及重庆本土优秀

作家继承重庆文学的光荣传统，以新的面貌和姿态投身新

中国文学事业。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

《红岩》发表，震撼了广大读者，被称为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

革命气节的教科书，获得广泛好评。至今，《红岩》仍然多次

再版，小说所蕴含的红岩精神，已成为当代重庆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小说《红岩》成为重庆文学的一个重要缩影，反映

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文学在全国的重要影响力。除此之

外，何其芳、方敬、曾克、柯岗、雁翼、梁上泉、刘德彬、高缨、

陆棨、杨山、穆仁、张继楼、殷白、王觉等优秀作家与评论家，

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紧跟时代步伐 文学百花繁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重庆文学焕发

新的面貌，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后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和时

代变化的作品问世。1983年，傅天琳诗集《绿色的音符》获

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1986年李钢诗集《白玫

瑰》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同一时期，黄济人的

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获全国首届军事文

学奖，王群生的小说集《彩色的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奖，岳非丘、邹越滨、林亚光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90年

代初，陈川、何小竹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重

庆文学取得的这些骄人成绩，为中国文学百花苑的繁盛增

添了光彩。

1997年，重庆成为全国第四个、西部地区惟一直辖市。

在重庆市委、重庆市作协历任领导带领和广大重庆作家共

同努力下，重庆文学牢牢把握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紧跟时代步伐，书写时代进步，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1997年以来，傅天琳诗集《柠檬叶子》获第五届鲁迅文学

奖，李元胜诗集《无限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李永毅翻译

作品《贺拉斯诗全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先后有冉庄、冉

冉、何炬学、杨犁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除

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评论家，他们创

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彰显了重庆文学发展的形象。值得注

意和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又有大量文学新人不断涌

现，彰显了重庆文学自强不息的发展态势。

推动全面发展 呈现蓬勃气象

在文学发展进程中，重庆亦收获了诗歌重镇的美誉。

这里曾承载着郭沫若、艾青、卞之琳、臧克家、何其芳等载

入中国诗歌史册的重要诗人的身影与足迹，有获得全国各

类重要文学奖项的诗人，还有沙鸥、余薇野、石天河、虹影、

王川平、梁平、李亚伟、尚仲敏、华万里、冉仲景、宋炜、杨

矿、欧阳斌、何房子、吴向阳、向求纬、柏铭久、赵兴中等众

多有影响力的诗人。1986年，重庆建立了由吕进担任所长

的全国首个新诗研究机构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被海内外

华文诗学界公认为中国新诗研究的重要中心。这些都体现

出重庆在当代中国诗歌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重庆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跟随时

代进步潮流，发展内容更加丰富。为适应网络文学发展新形

势，重庆继上海后建立了全国第二个网络作家协会，产生了

小桥老树、袁锐、向林等一大批在网络文学界有广泛影响的

作家，创作了不少受到网络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此外，重庆

诗人还发起建立全国较早的诗歌网站“界限网站”，吸引和影

响了全国大批诗人，助推了网络时代诗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庆文学事业发展迎

来新的春天。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求，肩负记

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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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辱使命，担当作为，开启了文学事业发展新的征程。重庆

市委、市政府全面加大文学事业发展投入与政策力度，市

委宣传部不断增强工作支持举措，重庆市作协进一步健全

工作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发挥评论引

领作用、配套激励措施、强化基层基础，服务全市工作全

局，各区县党委政府更加重视文学事业，重庆正呈现出新

时代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徐培鸿）

新中国70年历史小说创作：

通古今之变 成新铸之体
□於可训

（见今日第3版）

本报讯 8月的金银滩草原鲜花盛开、阳光明媚，

张开双臂的雪山、热情好客的草原迎来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诗人。8月3日，由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组委会、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诗刊》社、青海省作协共

同主办的2019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暨国际诗人帐篷

圆桌会议在海北州金银滩草原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吉狄马加，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海北州委书记尼

玛卓玛，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秘书长王洪波分别在开幕

式上致辞。青海省副省长杨逢春宣布诗歌节开幕。《诗

刊》主编李少君、青海省文联主席班果及来自中国和十

余个国家的上百位诗人共同见证了这一诗的盛会。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说，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了急

剧变化和矛盾冲突，人类所面临的每个新的一天，都充

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如何把握和理性地认识这纷纭

复杂的现实，对今天置身于这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是

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发深

感今天的世界更需要沟通和对话，而不是封闭和对抗。

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就是

秉持一种开放包容、相互理解、合作共赢、发展共享的

理念，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找

到一条更加光明、正确的道路。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创办于2007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6届，是当下世界国际诗坛最具影响力的诗歌节之

一。十余年来，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以其包容性、开放性

以及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多元互补的原则，为数百位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创造和提供了许多深层次交流的

机会，被国内外诗人视为中国国际诗歌交流的象征和

标识。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诗歌节开幕式上，组委会将本

年度“1573·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颁发给美国旧金山

桂冠诗人杰克·赫希曼。诗歌节还以“为了我们的地

球——让诗歌与每一个生命都发生联系”为主题举办

了圆桌会议。中外诗人还在青海多地进行参观考察，并

写下许多感情真挚的动人诗篇。 （欣 闻）

7月31日至8月11日，“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笔墨松喦——钱松喦诞辰120周年纪念
展”在京举行。展览以“祖国山河抖擞描”“迢迢我自江南来”“拾翠披云寻我师”三个主题，展出中国
美术馆馆藏钱松嵒作品20件、家属提供钱松嵒作品100件，以及诗稿、创作草图等珍贵文献资料75
件。开幕式上，钱松喦子女将艺术家3件不同时期创作的重要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早在1964年
3月，钱松喦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人展览。时隔55年，中国美术馆、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
办此次纪念展以表缅怀，从学术层面回望新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的这位重要艺术家。本次展览展示
了钱松喦有感于时代和生活而记录下的真与美，激励今天的艺术家们不忘初心，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艺术精品。 （李晓晨）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8月1日，《芳草》

杂志社深入武警湖北总队通信大队，为官兵赠送了200册“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号”杂志。作为《芳草》向新中国70华诞的

献礼，专号刊发了3000行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讲述了深藏

功名60多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95岁老兵张富清的感人事迹。长

诗作者刘益善、《芳草》副主编哨兵参加了在营区举行的赠书座谈会。

会上，刘益善回顾了自己创作这首长诗的过程。在他看来，歌唱

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通过

深入采访，他切身感受到老英雄那种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精神境

界，于是满怀激情地创作出了这首长诗。与会者表示，祖国是人民最

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颂英雄、书写英雄是时代

赋予作家和诗人的责任使命。作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塑造

出新时代的英雄形象。 （谢定安）

本报讯（记者 行超） 7月 27日，第二届

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颁奖典礼在江苏淮安举行。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评委

会主任吴义勤，淮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毅，《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江苏省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汪兴国，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及

丁帆、彭程、高兴、徐则臣、六小龄童等文学艺术

界人士和淮安市淮安区相关领导等30余人参

加此次活动。

吴义勤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在此之际举办这样

的颁奖活动有着特别的意义。吴承恩是淮安的

文化象征，也是中国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

分。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的举办不仅是对吴承恩

文化精神的致敬和传承，而且对于推进淮安的

文化建设和文学繁荣，乃至推进整个中国当代

文学的创作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为纪念和弘扬吴承恩的卓越文学

成就，促进长篇小说创作持久繁荣，淮安区委区

政府设立了“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由《人民文

学》杂志社、江苏省作协提供学术支持。该奖项

每两年一届，每届评选5部获奖作品，并对淮安

籍本土作者的优秀作品进行奖掖。在本年度的

评选中，范小青的《灭籍记》、梁晓声的《人世

间》、普玄的《逃跑的老板》获得长篇小说奖，林

小发（瑞士）翻译的《西游记》（德文版）获得翻译

长篇小说奖，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获得特

殊文体长篇小说奖，蒋廷朝的《从》获得淮安籍

本土长篇小说奖。

在当天同期举行的论坛上，与会作家、评论

家还围绕“传统文脉与新时代书写”阐述了各自

的观点。

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在江苏揭晓

本报讯 近日，广西作家朱山坡的新书《蛋镇电影院》演读会在南宁举

行。此次活动通过小话剧的形式，节选书中情节场景有声有色地加以呈现，

把观众带进书中的情节。

电影院是时代的缩影。透过一个个电影镜头，人们可以看到鲜活的人

物、有趣的灵魂，感受淡淡的温暖与忧伤、岁月的寂寥与斑驳。《蛋镇电影

院》是一部以电影院为主题的长篇小说，17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均以南方小

镇蛋镇的电影院为背景和载体。作者通过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代人难以磨灭

的集体记忆。在虚构的“蛋镇”里，人们有时闭塞、迷惘、孤独甚至绝望，是电

影缓解了他们的焦虑和痛苦，温暖着他们的内心和梦境，照亮了他们幽暗

的生活，乃至慰藉了许多人的一生。

在访谈和读者交流环节，朱山坡表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去电影院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感受，有

的人只为在其中占一个位置，感觉这样心里会舒服很多；也有人是去品味

那里的气息，那种光影与黑暗并存的环境能够激发出无尽的想象。（易 名）

《蛋镇电影院》书写百味人生

本报讯 8月2日，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

益大讲堂暨优秀文学作品诵读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此次

活动由中国作协主办，河北省作协承办，安新县文化和旅

游局、安新县作协协办。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作了题

为《新时代，抒写新史诗》的主题演讲，并就新时代文化工

作者应有的责任担当、创作方向等话题与现场作家和文

学爱好者互动。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刘建东主持活动。来

自雄安及周边县市的300多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参加。

一直以记录时代发展为创作追求的关仁山对河北大

地充满深情，他感到雄安新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雄安人

投身新区建设的情怀、忘我奉献的建设风采，都是文学工

作者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关仁山说，新时代文学景象

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这是伟大时代的

召唤，也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充分运用时代的丰

富多彩，提升思想高度，勤思苦学，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作品。“真实地阐释和表现时代，一直是中国作家的

追求。我们必须理解文学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必须重

视史诗性经典作品对时代与人心的影响。我们的文学与

时代、人民走到一起，才会有生命力。”

在一个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对文学的认知和需求也日

渐丰富，文学本身在变化，即便是乡土文学也在近百年的历程中发展出更加

丰富的样态。在关仁山看来，史诗性作品要求我们透过个体记忆走向总体

视野中的历史长河。全方位地抒写时代，真实记录时代沧桑巨变的复杂与

微妙，深刻反映时代本质，才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应有的气度。在潜心创作的

同时，作家还要有雄心与信心，既要脚踏实地与时代同频共振，又要仰望星

空探索艺术的幽远，留下属于我们时代的伟大文学创造。

讲座结束后，来自雄安三县的文学爱好者诵读了《金谷银山》《畅想雄

安》《荷花淀》等优秀诗歌和文学作品片段。 （周 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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