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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在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国图
8 位老专家回信，向国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希望国图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离退休后仍心系国图发展和
文化事业，体现了你们对“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的坚守。
习近平强调，110 年来，国家图书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提
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代
代国图人为此付出了智慧和力量。在此，我向国图全体同志致
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
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
新功。
国家图书馆创设于 1909 年，
目前馆藏文献总量近 4000 万
册件，年接待读者超过 500 万人次。不久前，丁瑜、薛殿玺等 8
位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表达了老一代国图
人见证国家图书馆随着祖国繁荣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自豪，
对坚
守初心、推动新时代图书馆事业扬帆再起航的坚定信心。

弥足珍贵的东北解放区文学
事实上，东北文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在这里
开始工作。1945 年，随着东北解放区的建立，一大批革
命作家从延安来到东北，东北解放区文学得到快速发
展，一大批文学阵地相继出现，如以东北书店为依托的
《东北文化》
《东北文艺》
《东北文学》等，尤其是 1946 年
12 月 1 日创办的《东北文艺》，影响最为深远。
《东北文
艺》创刊号发行之时，便是东北文协筹备之日，由萧军、
舒群、罗烽、金人、白朗、草明 6 人发起，共 38 人。
东北文协成立前后，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如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草明的《原
动力》、刘白羽的《政治委员》等多。这一时期的创作在文
学史上被概括为“东北解放区文学”。受东北解放区文学
的影响，后来出现了一大批长篇小说，如韶华的《燃烧的
土地》、高玉宝的《高玉宝》，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李云德
的《沸腾的群山》。
1953 年 10 月，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中国作家
协会东北分会。1954 年 9 月 1 日，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
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1978 年作协组织恢
复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1991 年 6 月更名为
辽宁省作家协会。

辉煌强劲的新时期文学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新时期一个又一
个的文学浪潮，辽宁文学也迎来了自己的井喷期。
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伤痕、反思文学热潮中，关庚
寅的《不称心的姐夫》、金河的《重逢》等小说，分别获得
1978、1979 年首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上世
纪 80 年代初，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迟松年的《普通
老百姓》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书绅的《正气歌》、
金河的《历史之章》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紧接着，改革文学渐渐成为主潮。邓刚的《阵痛》、达

第三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举行

本报讯 9 月 5 日，第三届成都国
际诗歌周在成都拉开帷幕。此次诗歌
周以“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为主线，围
绕“一个需要消除壁垒的世界：用诗歌
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展开
交流和互动。中国作协副主席、成都国
际诗歌周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出席并
致辞。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 24 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 位诗人与数十位国内
诗人参加活动。
开幕式在成都城市音乐厅歌剧厅
举行。诗人们与四川省交响乐团合作，
以“诗歌·天府·世界”为主题，以多种
艺术形式呈现诗歌的艺术魅力。吉狄
马加在开幕致辞中对前来参加诗歌周
的诗人们表示欢迎。他说，在中国历史
上，诗歌是传承我们精神文化、塑造民
族心灵的重要艺术形式。在成都，老百
姓对诗的热爱，或者说尊崇，已经反映
到日常生活之中。成都国际诗歌周不
仅仅是诗人的盛会，同样也是人民的
节日。在这样一个需要消除壁垒的世
界，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度，作为诗
人，我们都有责任为让人类社会变得
更加安全、和谐、幸福而努力。本届诗
歌周将继续以进一步促进人类不同国
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诗人之间的交流为宗
旨，通过富有成效的沟通和交流，为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此次诗歌周为期 5 天，组委会围绕诗歌周
主题，举办两场主题访谈，并举办“燃烧的诗歌”
朗诵会和诗歌快闪活动，还组织诗人们前往熊
猫基地、金沙博物馆、杜甫草堂等地开展“诗意
的天府”诗歌采风活动。参会诗人还先后走进西
南民族大学、成都市实验小学以及成华区和美
社区、高新区肖家河社区等地，与广大师生、社
区文化骨干、市民进行零距离交流和互动，共同
朗诵诗歌并畅谈生活之美。
本次国际诗歌周在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
人民政府、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指导下，由成都
市文联、成都市文广旅局主办，五粮液集团、
《草
堂》诗刊社、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成都商报社共
同承办。
（宋 晗）

告读者

本报 2019 年 9 月 13 日
休刊，特此告知。

理的《路障》
《除夕夜》、金河的《打鱼的和钓鱼的》、于德
才的《焦大轮子》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达理的《爸
爸，我一定回来》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军事文学的崛起成为其中的
一个重要现象。王中才的《三角梅》
《最后的堑壕》、刘兆
林的《雪国热闹镇》、庞泽云的《夫妻粉》、宋学武的《干
草》
《敬礼，妈妈》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刘兆林
的《索伦河谷的枪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与此同时，寻根文学悄然兴起，辽宁作家以一批极
具地域风情的作品参与其中。其中，邓刚的《迷人的海》
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谢友鄞的《窑谷》
《马嘶·秋
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一时期，辽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创
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高深、边玲玲、萨仁图娅、孙春
平、华舒、路地等获得“骏马奖”。吴梦起、胡景芳等获得
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80 年至 1986 年，辽宁省
人民政府设立了文艺奖，44 篇（部）作品获奖。

平稳厚实地进入新世纪
世纪交替之际，是辽宁打牢文学基石的重要时期。
辽宁省作协举办辽宁文学院青年作家培训班，使得作家
队伍迅速扩大，尤其是“合同制作家制度”
（后改为“签约
作家制度”
）、
“ 特聘评论家制度”，以及“辽宁文学奖”的
评奖、作家职称评定等，推出了一批“50 后”、
“60 后”、
“70 后”作家，推动辽宁文学在新世纪的繁荣发展。
新世纪以来，辽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优势不
减，作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地域文化特征鲜明，工业、
农村题材均有不俗的表现。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
家，其中，孙惠芬的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马
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获得鲁迅文学奖。
儿童文学发展迅猛。众多辽宁作家获得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车培晶的小说《神秘的猎
人》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起，又涌现出薛涛
的中短篇小说集《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孩子》、长篇小说
《满山打鬼子》，刘东的中短篇小说集《轰然作响的记
忆》，王立春的诗集《骑扁马的扁人》，常星儿的中短篇小
说集《回望沙原》，李丽萍的短篇小说《选一个人去天
国》，单瑛琪的《小嘎豆有十万个鬼点子·好好吃饭》等优
秀儿童文学作品。

散文创作题材多样，历史思考厚重，地域文化浓郁，
艺术探索多样。王充闾的散文集《春宽梦窄》、素素的散
文集《独语东北》获得鲁迅文学奖，鲍尔吉·原野、张宏杰
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创作比较关
注时代主题，有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风格多样，创作具
有个性化色彩。李松涛的诗集《拒绝末日》、林雪的《大地
葵花》获鲁迅文学奖。
辽宁较早实行特约评论家制度，文学理论评论人才
密集，阵容较为强大。评论作品大多贴近文学发展和创
作实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创作有直接的指导
意义。王向峰的《〈手稿〉的美学解读》，高楠、王纯菲的
《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获得鲁迅文学奖。

蓄势待发的新时代
近年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
谈会之后，辽宁作家创作激情日益高涨。
辽宁省作协于 2012 年开始实施“重点作品扶持工
程”，从 2017 年起强化扶持力度，实施“金芦苇”精品工
程，先后推出了多部优秀长篇小说。其中，孙惠芬的《寻
找张展》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刘庆的《唇典》获
得“红楼梦”文学奖首奖。老藤的长篇小说《战国红》获得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辽宁中短篇小说创作势头正劲。来自沈阳铁西的
“80 后”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势头正劲，其中双雪涛获
得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
儿童文学创作优势不减。
在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中，辽宁作家表现不俗。其中，王
立春的《梦的门》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报告文
学、散文和杂文创作成果丰硕。
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奖
中，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获奖。
目前，辽宁的文学创作正处于持续升温当中，只要
加倍努力，由七八十度的水温到沸腾翻滚的温度值得人
们期待。
（周建新）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民族文学》举办长篇小说作家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9 月 3 日至 6 日，
《民族文学》
长篇小说作家培训班暨多民族作家走进呼伦贝尔·大兴安
岭文学实践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行。此次活动由《民
族文学》杂志社、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内蒙古大兴安
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呼伦贝尔市文
联，陈巴尔虎旗党委、陈巴尔虎旗人民政府，内蒙古大兴安
岭根河林业局联合承办。石一宁、斯琴、包银山、刘立东、
赵达夫、赵宝军、陈亚军、哈闻、巴雅尔等主办、承办方相关
负责人，50 余位作家参加活动。
据介绍，
《民族文学》汉文版今年进行扩版，页码增加
至 208 页，这意味着《民族文学》迈入发表长篇作品的期刊
行列。今年从第 1 期至第 7 期，
《民族文学》已相继刊登了
4 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或聚焦革命历史，或聚焦火热现
实，以精彩的笔墨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为进一步
激发少数民族作家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情，
《民族文学》举办
了此次长篇小说作家培训班，邀请胡平、关仁山、肖亦农等
作家评论家为学员们进行授课，并围绕“如何提升长篇小

说创作水平”等话题进行座谈交流。主办方表示，希望少
数民族作家们进一步重视长篇小说创作，在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基础上获得对社会的总体认识，创作出更多反映
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长篇佳作。
《民族文学》将加大力度
刊登、推介优秀的长篇小说。
活动期间，
《民族文学》陈巴尔虎旗、根河林业局基层
创意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分别揭牌。作家们表示，这两个
基层创意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的成立，将使《民族文学》与
基层写作者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为密切。今后要创造条件，
依托基地，积极组织学习交流、辅导培训，挖掘和培养当地
文学青年人才；组织各民族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
创作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
作品。
在活动中，作家们走进陈巴尔虎旗博物馆、敖鲁古雅
鄂温克民族乡博物馆、根河林业局种苗基地等地参观采
访，亲身感受了当地的民族文化气息以及生态保护建设等
方面的成就。

新中国 70 年儿童文学创作：

童心如歌

繁花似锦

□王泉根

9 月 10 日 ，由 三 品 美 术 馆 主 办 的“ 吾
境——河北六家全国巡回展”在三品美术馆
北京馆开幕。此次展览以“写意精神”为题，展
出了赵贵德、胡嘉梁、刘克仁、钱宗飞、蒋世
国、高世迎等 6 位河北画家的代表作品。此次
参展的艺术家，创作风格各具特色。赵贵德善
于谱写与时代同行的游动生命色彩，胡嘉梁
的作品充满妙极生知的哲理禅思，刘克仁的
山水抒写了精理为文的性灵之说，钱宗飞的
草原题材创作展现了和谐共生的旷达境界，
蒋世国的笔下描摹出有形之类的无形逸想，
高世迎以乡土语言表达生动刻画了平原野
逸。主办方表示，参展作品呈现出艺术家们对
生活和艺术的感悟，希望能够带领观众展开
一场关于美的遐想。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18 日。
此次巡回展还将于今年 10 月和 12 月分别在
三品美术馆贵阳馆和深圳馆展出。
（王 觅）

□

王增如

1949 年 12 月 21 日，第一届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宣布东北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
会成立，与此同时，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也正式成立，主
席为刘芝明，副主席为罗烽、舒群，成员包括东北地区的
专业作者 16 人、业余作者 51 人。辽宁文学乃至东北文
学，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见今日第 3 版）

丁玲肖像

丁玲与《文艺报》

70 年来的辽宁文学：粗犷而厚重

罗雪村 作

《文艺报》于 1949 年 9 月 25 日正式创刊，丁玲是第一任主编。那时全
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刚刚成立，在东总布胡同 22 号合署办公，丁玲是文
协副主席，主持文协工作。
1985 年秋天，丁玲病重，写作困难，她用口述的方式把一些想写的
文章用录音机录下来，想以后身体好些了再加工整理。其中，谈到 1949
年文联和文协成立之后的工作时，她说，那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两个刊
物，一个是《文艺报》，是文联的，另一个是《人民文学》，是文协的。
《文艺
报》由她负责，原来有个底子，陈企霞、萧殷在那里管，还有几个华北联
大的学生，每期字也不多，这样她就答应下来了。她那时出国任务重，回
来了写点文章，也不显得矛盾。
马烽在《京华七载》一文里也说过：
“文联决定把文代会期间的会刊
《文艺报》办成公开发行的刊物，通过刊物联系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可
是文联除了秘书长沙可夫之外，下边没有多少具体工作人员，于是就把
办《文艺报》的任务交给了文协承担。”
丁玲 1931 年在上海主编过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41 年在延安主
编过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丁
玲很看重《文艺报》，创刊不久，胡乔木提议把它和《人民日报》的《人民
文艺》合并，丁玲坚持不同意。
如何办好《文艺报》？1948 年 12 月，丁玲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国
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拜访了苏
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在同国民党军队决战，胜
利的曙光已经显现，丁玲希望了解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组织形式、
领导方法，以资借鉴。法捷耶夫告诉她，首先要组织中央的文艺工作机
关，它是属于作家的团体；作家第一个任务是写作，通过作品去教育群
众；作品要提高就要展开批评，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报纸，告诉读者谁好
谁坏，什么叫好，什么叫坏。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是《文学报》。
丁玲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大会发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就
说到，文艺批评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文艺工作者需要指导，许多读者也
需要文艺批评来帮助他们学习”，
“假如缺少正确的批评作为指导，创作
是要走许多弯路的”。
1950 年春天，
《文艺报》按照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决定》检查工作，丁玲执笔写了《初步检查》，表示今后要“加强
文艺与当前政治的配合，加强刊物的政治性，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
平”，
“号召文艺界打破不批评、怕批评、背地不负责任的批评等空气，建
立正当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召开座谈会，讨论怎样加强报
纸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
1951 年 11 月 24 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丁玲作了
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发言。她说：
“《文艺
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
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
“因此编辑部的负
责人和工作人员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们应该具
有高度的明确的思想性，能判断是非轻重，敢于负责地表明拥护什么，
鼓吹什么，宣传什么和反对什么，而且是热烈地拥护和坚决地反对。”
“编辑必须比作家知道得多，他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也是第一
个替作家考虑一篇作品在群众中所将引起的影响，他应该从刊物的任
务、从群众观点来帮助作家，弥补这作品里的某些缺点，提高作品所能
起的政治作用，以及做更好的艺术加工。因此编辑人员首先应该认识这
个工作岗位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和责任。应该以能担负这种工作为
光荣，而努力地、艰苦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水平、政策思想，及文学艺术的修养，兢兢业业、虚心谨慎地从事日常
工作，并且随时加以检查。”
丁玲对编辑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家积极努力，
《文艺报》培养
出杨犁、萧殷、侯民泽、唐因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和文艺理论工作者。
丁玲还为《文艺报》撰写大量稿件，从 1949 年 9 月到 1955 年初，一共
发表了 26 篇。
1952 年 1 月，丁玲因严重腰疾，辞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从 1 月
25 日出版的《文艺报》1952 年第 2 号起，主编署名由丁玲、陈企霞、萧殷
三人变为冯雪峰。丁玲后来说过，冯雪峰“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
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
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丁玲回到北京，重返文坛，依旧同《文艺
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发表了多篇稿件。1979 年 7 月 12 日刊载于《文艺
报》的《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是丁玲复出后第一篇在
全国性报纸上发表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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