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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印发《关于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开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推动党员领
导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领导班子履职尽
责、团结奋进，牢记初心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通知指出，要把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一次政治体检，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充分运
用主题教育成果，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围绕理论学习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对照”、
“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盘点收获、检视问题，深刻剖析。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9 年 8 月 12 日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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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新气象。

——访作家张雅文
记 者：作为“40 后”的作家，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的变迁，相信一定有很多感触吧？
张雅文：我觉得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时代分不开的。
回顾新中国 70 年来的变迁，回首我 70 多岁的人生历程，真是
感慨万端，有一种恍若隔世、不敢相信之感。
我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与时代脉搏密切相关。小时候，
我家住在辽宁开原的一个穷山沟里，一年到头就盼望过年能
吃上一顿饺子。在我年少的记忆里，只有在大年三十晚上才能
吃上饺子，只有来了客人才能吃上一顿旱稻子做的精米饭。父
亲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除夕之夜提着灯笼在房前房后喊着
“发财！发财！发财！”可是，却从不见我家发财，只听到父亲发
出一声声大山般沉重的叹息声。母亲留给我的记忆则是整天
弓着瘦小的腰身，一阵风似的刮来刮去，永远没有歇息的时
候。贫穷一直像钉在破衣上的补丁，从未离开过我家，即使搬
到黑龙江也并未有太大改观。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时代，几乎
家家都穷，好多人家的孩子都穷得上不起学。我的三个姐姐只
有三姐读了小学二年级，大姐、二姐都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
字都不认识。大姐看见我背着书包上学那天，说了一句令我终
生难忘的话：
“ 雅文，你要好好学习，替大姐多念几年书，别像
大姐一辈子当睁眼瞎。”可我却辜负了大姐的希望，只读了五
年半书，就疯狂地爱上了体育，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
偷走户口本和行李，一头跑进体工队当了一名专业滑冰运动
员。为此，父亲半年没理我，认为我再也不会有出息了。
记 者：搞创作需要文化基础。
那您之后又继续上学了吗？
张雅文：我没有进过大学，终生没有一张毕业证，我的文
化基础完全是靠自学打起来的。19 岁离开运动队以后，我的理
想破灭了。当时一心想考大学，并用几年时间自学完了初中和
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1966 年准备报考时，
“ 文革”开始了。10
年之后，全国恢复高考，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走进考
场，重新去选择人生道路，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
时不待我，那时我已经 30 多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能再
也没有走进校园重新学习的机会了。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
茫然、最找不到出路的时刻。
记 者：后来您是怎样踏上了文学之路？
张雅文：我从事文学创作纯属偶然。对我来说，那真的是
偶然，但就整个国家形势来讲，似乎却是一种必然。1978 年，国
家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压抑了十年的中国人千军万马般
地涌上了文学这座独木桥，都希望用文学这块敲门砖重新敲
开命运的大门，以此来改变人生。我也一样。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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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同是运动员出身的丈夫开了一句玩笑，
说等咱们老了，
写一部体育小说，
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
去实现咱们没有实现的理想。这纯属玩笑话。但对我来说，
却像
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想：
干吗要等到老了再写？现在就
写！于是，
从未写过东西的我，
写了一篇 3000 字的小说，
战战兢
兢地送到报社。一位老编辑看完后说：
“雅文同志，
我干了 20 多
年编辑，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
希望
你能坚持下去。
”
这番话对我来说，
就像在人生大海里，
一个呛得
筋疲力尽的溺水者突然发现海面上漂来一捆稻草。于是，
我死死
地抓住了它，
就像抓住了性命，
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押在了文学的
圣坛上，
玩命地赌起来。此刻，
我已经 35岁了。
记 者：在此之前，您对文学应该很热爱吧？是否有一些
创作前的准备？
张雅文：不，我从未想过要写东西。虽然我爱看书，但并不
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我们这代人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很多人都是背诵着书中的那段名
言走过来的：
“ 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

给青年作家的三点建议

拾人牙慧、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最可贵
的就是独立思考、独具只眼、有新发现、有新思想，
要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见
解。即使错了，也不失为一种探索，总比当复印机
好，它与创作个性是一体的。没有自己的深入思
考，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这是造成文学同质化的
根本原因。
青年作家一定要养成善于和勤于通过深入思
考去咀嚼、消化生活的习惯，不然写出来的作品不
过是创作素材的展览、生活经历的流水账，必然缺
乏思想内涵，不能给人以启发。这样写得再多，书
□
出得再厚，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凡是真正伟大
的作家，不论古今中外，都可以称得上是思想家。
三是甘于寂寞。名利二字是作家摆脱不了的
诱惑，它有二重性，也是双刃剑，有时看似是创作
的动力，有时则是创作的桎梏，其实是作家的陷
阱。创作最基本的推进器是自我认证，是自然的精
神需要，并且在人群中产生一定共鸣。如果单从理
性的追求出发，甚至从个人的功利出发，必然会勉
强而写，违心而作，有悖文学（包括一切艺术）创作
的“初心”。所以淡泊名利才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追
名逐利只会受到人们的蔑视。古人云“文章千古
事”，与追求个人眼前的名利志趣大异、高下分明。
文学事业不能贪图红火热闹，文坛更不能是攀龙
附凤的场所，作家想写出好作品、大作品、经得起
考验的作品，少不得要耐得住寂寞，习惯于寂寞，甘于寂寞。
古之文人为求取功名都懂得要孤守“十年寒窗”，今人岂可
妄走捷径？青年作家来日方长，不可急于出名，急于获得什
么奖、什么头衔，计较什么评价、什么排名。俗话说实至名
归，有了大的成就，达到了高的水平，自然会为人所知、受人
所重。创作与发表都是公开的事情，不是保密的行业，何况
现在网络发达、信息快捷，只要有了佳作，哪怕仅有一部一
篇，也是不会被埋没的。以量胜质是无益之举，单靠炒作难
免露馅儿，凭借关系则等于自取其辱。
所以，我主张青年作家埋头苦干。当然，这个“苦”字人
都不喜欢，我也不希望、不忍
心让大家受苦，那就“埋头甜
干”吧。所谓埋头，就是不要
老抬头张望名利；所谓甜干，
就是享受创作的快乐。衷心
祝愿青年作家们在“埋头甜
干”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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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而羞耻……”
记 者：阅读您的文字，感觉您对文学始终怀有一种不竭
的热情。这样的动力从何而来？
张雅文：这可能跟我运动员出身的性格有关吧。运动员都
有一种又傻又执著的性格，只要认准目标，就会坚定不移地追
求下去，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毅力。我对文学的追求就像换了一
个运动场，一旦发现哪里有好素材，就会带着一种不达目的誓
不休的劲头，倾其所有、不顾一切地去采访。
我不会外语，但这些年来多次赴国外、境外采访，撰写了
多部纪实作品。比如，被习近平主席作为国礼赠送给比利时国
王菲利普夫妇的反战题材英文版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
国女人》、二战题材的作品《与魔鬼博弈 ——留给未来的思
考》，以及《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
《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
《玩命俄罗斯》等等。当年，我曾独闯俄罗斯，甚至去过战火纷
飞的车臣。当时没钱，我就背着皮夹克和旅游鞋当“倒爷”，边
走边卖以赚取旅费。去欧洲采访时，因为没钱，我住不起旅馆，
吃不起像样的正餐。还记得去欧洲采访《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
国女人》的原型钱秀玲老人时，登机前我给丈夫打电话说：
“如
果我这次能拿到素材，就此生不虚了。祝我成功吧！”
记 者：您 60岁以后，
创作激情似乎更加饱满了，
佳作不断。
张雅文：我的好多作品获奖的确都是在 60 岁之后，如鲁
迅文学奖、
“ 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等。多部作品
被译成了外文，如《生命的呐喊》被译成了七国语言。而且，近
年来出版的作品也是一部接一部。最近，我在为荣获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坦写传。
我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从穷山沟里走出来，走进城市、
走向世界，从一级运动员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从贫穷走向了
富裕，
从懵懂无知走向了理性。
我非常感谢时代给予我的一切。

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名家访谈

本报讯 8 月 7 日，由公安部新闻宣传局、
中国作协创联部、全国公安文联联合主办的“我
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文学创作活动在京启动。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全国公安文联主席
王俭、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
《中国作家》
主编程绍武、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张策及在京
英模代表和公安作家骨干等参加启动仪式。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公安部长期以来对
公安文学建设高度重视，不仅积极培育公安作
家，还多次邀请其他领域作家走进警营，了解民
警生活。目前，公安文学创作已经独具风格，书
写讴歌公安战线的佳作频出，已成为中国当代
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中国作协将与全
国公安文联加强合作，引领更多作家深入公安
生活，体会公安英模的心路历程，了解广大公安
民警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希望公安作家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积极关注公安队伍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涌现出的
英雄事迹，讲好公安故事。
王俭表示，在新时代伟大进程中，公安战线
将不断产生更多感人的故事，出现更多的时代
英雄，聚集更多崇高的精神。广大公安文学工
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加强思想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群
众意识，围绕中心抓创作，实施品牌建设，弘扬
公安精神。要把塑造忠诚警魂作为第一位要
求，把弘扬公安精神作为永恒主题，把讲好警察
故事作为不懈追求，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担负起塑形铸魂的
文化使命，奋力谱写文化强警新篇章。
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代表参观了北京市
公安局海淀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彭学明、程绍
武等与公安英模和公安作家进行了座谈。大家
表示，此次活动是用文学的方式向公安致敬，以
作家的名义向警察致敬。期待作家们在活动中
切身感受公安民警的家国情怀，体味公安民警
的酸甜苦辣，学习公安民警的时代风范，传递公
安民警的精神品质。
据悉，此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北京市公安
文联承办，旨在推出更多表现公安民警、弘扬中国精神的
优秀作品，响应时代的召唤，回应人民的期待。活动期
间，作家们将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河北省
平山县西柏坡等地的基层单位采访。
（武 忞 陈 晨）

以田野调查提升诗歌创作的现场感
本报讯 8 月 3 日至 7 日，由湖南省诗歌学会、衡阳市
南岳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衡
山诗会·中国诗人田野调查南岳写作计划”在湖南衡阳举
行。梁平、梁尔源、胡丘陵、周瑟瑟、陈群洲、宾歌、李犁、刘
川等 20 余位诗人、艺术家参加活动。
在活动中，诗人们走进南岳衡山，围绕当地的历史传
统、地理交通、生活习俗、手工技艺、方言母语、诗词歌谣等
方面进行田野考察、问卷调查，并通过读诗互动、视频拍摄
等手段，融入当地人民的生活，深入了解当地的现实状况。
在以诗歌田野调查为主题的论坛上，与会诗人表示，随着移
动互联网技术的发达，我们似乎可以“一屋不出，而知天下

事”，这也导致一些诗歌写作带有过度的“虚拟性”，任由虚
假的想象代替真实的经验。因此，诗人应该深入生活、走进
人民，进行详细的田野调查，使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发生更
加紧密的联系，从“书斋里的修辞写作”走向“居于现场的心
灵写作”。诗人走向田野，不应该只是简单的风物扫描，而
是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深入到当地的历史和现实，了解其内
在的真实。这样才能真正写出具有现场感、历史感的诗歌
佳作。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周瑟瑟诗集《世界尽头》分享会、
“南岳诗歌朗诵之夜”等活动。据悉，诗人们参加此次写作
计划的全部成果将结集出版。
（易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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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 70 年的历程，文学的
未来归根结底是属于青年作家的。作为一个过来
人，我想根据自身的经验教训，给青年作家们提三
点建议。
一是阅读经典。这主要指的是古代的文学经
典作品，当代的所谓经典由于没有经过较长时间
的过滤与考验，大多是难以定论的。首先要阅读我
国古代的经典作品，这就要求懂得古汉语。作为一
个中国作家，如果不懂外语是一种缺陷或者遗憾，
如果不懂古汉语则可以说是一种失职或者耻辱。
我国古典文学中有非常丰富的精神的和艺术的营
养，饱含着中华文明的乳汁，对它进行虚无主义地
全面否定是极端荒谬的，认为它的糟粕多于精华
也是错误的。即使是其中被认为落后的东西，也具
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正可以帮助我们弄懂祖先、了
解历史，晓得它的原貌原来是这个样子。阅读古代
经典，会使我们知道神州这座大厦是在什么样的
地基上建立起来的，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
情趣是从什么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我们每个
人都有名和姓，如果我们只读当代文学而不懂古
典文学，就像只知道自己的名，却不知道自己姓什
么。而姓是祖先给的，是切断、否定不了的。同时也
要阅读外国的古典文学，知道人家的文学有什么
特点和长处，达到了怎样的成就，有什么东西是需
要我们借鉴与吸收而不是模仿的。人类的命运是
相同的，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作为“人学”的文学，是
人类灵魂共同享有的财富。
阅读经典是为了丰富知识、汲取营养、提高素质，增厚
自己成长的土壤。浅薄的土层长不出大树，而只能生出小
草。阅读经典是一种宏观的摄取、战略性的举措，而不是简
单地去寻找学习的榜样。一个写作文学作品的人，总要清楚
前人和别人写过什么文学作品，达到过什么水平，取得过什
么成就。知己知彼，才能百写百成。据悉，现代社会遭遇了阅
读危机，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了，看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有
统计显示，我国平均每人每年的阅读量少得惊人，居于许多
国家之后，但不知是否包括我们的青年作家。
二是深入思考。创作当然需要生活，生活积累也当然是
多多益善。积累生活也如人之进食，消化是最重要的，因为
不消化便不能吸收，消化生活的办法只能是思考，用自己的
头脑不断地深入思考。任何作品，描述任何事件，讲述任何
故事，塑造任何人物，宣泄任何感情，说到底是要表达思想
的，而思想的深浅决定于思考的深浅。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

觅

﹃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文学创作活动启动

“感谢时代给予我的一切”

（据新华社电）

首届“右玉·
《黄河》年度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 日前，2018（首届）
“右玉·
《黄河》年度文学
奖”颁奖典礼在山西右玉右卫古镇举行。小说《纸炮楼》
《三
号地窑院》
《羔羊》，诗歌《金樽选章》
《荒原》
《南村记》，散文
《朱自清与成都》
《鸟鸣唤醒的色彩》
《耀州旧事》，评论《文学
人生与文学观察》
《非虚构散文论》
《与黑暗共舞的热力灵
光》获得本届“右玉·
《黄河》年度文学奖”。

据介绍，
“右玉·
《黄河》年度文学奖”由《黄河》杂志社和
右玉县委县政府共同设立，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 4 个
奖项，旨在检验《黄河》年度办刊质量，鼓励作家创作高质量
的文学作品，推动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该奖每年评
选一次，分为初评、复评和终评，每个奖项评选 3 名，参评作
品均为《黄河》年度刊发作品。
（袁兆辉 辛泰）

8 月 9 日，2019 年北京人艺首部原创大戏
《杜甫》在首都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由郭启宏
编剧，冯远征执导并与杨明鑫、于震、鲍大志、刘
智 扬、张 培、梁 丹 妮 等 共 同 主 演。全 剧 描 写 了
杜甫自安史之乱后到去世这段时间的人生轨
迹，其中既有他仕途的坎坷，有他与多位历史人
物的相交与相离，更展现了他内心的困顿与精
神的伟大。为创作该剧，郭启宏阅读了 187 本关
于杜甫的书，仅修改稿就提交了 10 稿。他坦言，
全面呈现杜甫的其人其境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杜甫没有李白潇洒，没有高适显达，没有苏涣乖
张，但是他有“高尚且高贵的灵魂”。该剧的舞美
设计采用金属质感搭建出刚柔相济的传统意
境，整场演出追求写实与写意、抒情与象征的结
合。该剧将演出至 8 月 25 日。
（徐健/文 李春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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