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任晶晶） 9月15日，由文艺报社、民

族文学杂志社、湖北省作协、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陈敬黎长篇小说《汀泗桥》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

主席阎晶明、《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高晓晖、湖北咸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胜弘、长江文

艺出版社副社长阳继波及胡军、陈亚军、哈闻、李朝全、王

干、刘琼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

梁鸿鹰主持。

长篇小说《汀泗桥》三部曲叙述了咸宁汀泗桥小镇从

清末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半个

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动荡历史，长达141万字，是湖北省委

宣传部“湖北文艺精品创作重点扶持项目”，也是十年磨

一剑用心用情用功创作的新收获。

阎晶明说，陈敬黎生于咸宁、长于咸宁，他以自己有

根性的写作，使《汀泗桥》包含更丰富的内涵，拥有更大的

格局，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与中国文学的百年书写相吻

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专业水准。这部作品在讲好中

国故事与地方性表达、百年历史的书写、英雄的塑造、英

雄情结和乡土文化的结合、对地域性束缚的突破与超越

等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与会者认为，《汀泗桥》是一部厚重的革命历史题材小

说，作品借助咸宁汀泗桥这个鄂南小镇演绎了中国现代社

会的历史风云，表达了对革命英雄的深情礼赞。鲜明的地

域性和浓郁的鄂南文化气息、追求还原和再现的历史性、

真实而严峻的革命性，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

地。小说人物众多，个性鲜明，400多个人物中具有生活原

型的达100余个。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可谓鄂

南文化的小百科全书。全书结构恢弘，气势磅礴，篇幅浩

瀚，颇具可读性和吸引力。与会者还就作品在提炼生活和

经典化追求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专家研讨长篇小说
《汀泗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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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

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向已经逝世的“最美奋斗者”表示深切的

缅怀，向受到表彰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最美奋斗者”亲

属表示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等

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

以来涌现的英雄模范。这对学习英雄事迹、培育时代新人、走

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

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

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模范都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要广泛宣

传“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传承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奏响新

中国奋斗交响曲，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用英雄模范的感人

故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守爱国情怀、坚定奋斗意志，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25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会见了受表彰人员和亲

属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参加会见并在

表彰大会上宣读了习近平重要指示。随后，他在讲话中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最美

奋斗者”学习宣传，铭记由无数奋斗者写就的新中国70年光

辉历史，弘扬爱国奋斗奉献的崇高精神，凝聚起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的磅礴力量。

表彰大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张富清等278名个人、西安交

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等22个集体被授予“最美奋

斗者”称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叶培建，山

东省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

经理许振超，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驾押组组长其美多吉，

空军航空兵某部部队长蒋佳冀，陆军第79集团军雷锋班第26

任班长、雷锋生前所在部队代表张阳，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名誉馆长、焦裕禄同志女儿焦守云，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北京

局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毛泽东号”机车组代

表刘钰峰等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作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以及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参加

会见。

“最美奋斗者”受表彰人员和已故“最美奋斗者”受表彰人

员亲属代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首都

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 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王沪宁会见“最美奋斗者”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

本报讯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气氛中，中国

作家协会向全国326位从事文学创作70年以上的老作家颁

发荣誉证书，褒奖他们为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

此次获颁荣誉证书的老作家都是中国作协会员，从事文

学创作均在70年以上。他们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直国

直有关单位以及部队。已经105岁高龄却依然笔耕不辍的马

识途是其中最年长者。这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从青年时

代起就参加革命，投身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将青春

和热血熔铸于各自的事业岗位，同时坚持创作，始终把艺术之

根深植于火热生活，孜孜不倦地坚守文学，为人民写作，为社

会服务，为时代鼓与呼，创作出许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

精品佳作，为我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同志分别走访看望了

贺敬之、玛拉沁夫、邓友梅、黎辛、张炯、从维熙、束沛德、袁鹰、

邵燕祥、钱中文等在京老作家，向他们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

70周年荣誉证书。中国作协委托有关团体会员单位，通过

走访看望、举行颁发仪式等不同形式，向在当地的从事文学

创作70年的老作家们表达了问候和敬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钱小芊在四川雅安出席中国作协作家影像工作座谈会期间，

在成都分别看望了老作家马识途、王火，向他们颁发荣誉证

书，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在走访看望中，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的同志及各地作协

负责同志了解这些老作家们的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老作家们感谢中国作协颁发荣誉证书，祝愿我国文学事

业在新时代不断繁荣发展。

（欣 闻）

中国作协向从事文学创作
70年的老作家颁发荣誉证书

本报讯（记者 宋晗） 时令仲秋，北京天高

气爽，正是朋友相约登高望远的最佳时节，一场

温馨的友朋往来手札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拉开

了帷幕。9月25日，“温暖的友情——巴金与

友朋往来手札展”开幕，展出了巴金与冰心、曹

禺、沈从文、李健吾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国作协

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中国作

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致辞。上海作协党组书

记王伟，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臧克

家女儿郑苏伊参加活动。开幕式由中国现代文

学馆副馆长李洱主持。

今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为了纪念他和

他同代人走过的岁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巴金

故居联合主办了本次展览。展览通过巴金与

50多位朋友之间的通信，展现一代人之间“温

暖的友情”。巴金一生重视友情，爱护朋友，也

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之间不同时期的通

信中，能够看出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

情谊，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年月。

李敬泽说，举办此次展览是为了纪念巴金

先生115周年诞辰，也是为了向巴金先生，向他

那一代前辈作家表达我们的怀念和敬意。书信

往来记录着记忆与诗意，看到这些手札，我们可

以领会那一代人的风骨与精神。文人之间的交

往与互相影响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现

象，我们现在研究李白、杜甫等古代文人，仍旧

不能忽略他们的朋友交往。这种关系既是情

义的，也是思想的、艺术的、精神的对话与交

流。这样的朋友关系包蕴着生生不息的文化

记忆。研究、展示巴金先生和他的朋友的来往

信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具有丰富的文化和

学术意义。

王伟表示，巴金先生是我国自五四新文化

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巨匠之一，他以丰

厚的创作和同时代作家一起形成了新文学的标

杆。巴金先生重视团结广大作家，关心作家队

伍建设，推动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

学和精神遗产，我们纪念他、缅怀他，表达对他

的尊崇与感激，将他的精神扩散给更多的年轻

人。让我们从这些无声的话语、沉默的记忆中

感受和读懂巴金先生及他同时代的前辈们。

周立民向在场观众讲述了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

特殊关系与精神渊源。他说，纸短情长，这些珍贵的书

信，让人感动至深。岁月流逝，它们是历史的记录，珍贵

的文献，让我们窥见历史的背影。臧克家的女儿郑苏伊

回忆了父亲与巴金的交往，往事温馨，令在场观众动容。

开幕式结束后，铁凝、李敬泽、王伟等步入展厅，参观

展览。他们同众多参观者一起，不时驻足凝视，听取介

绍，探讨这些手稿背后的文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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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21日，由中国作协、中共海南省委

宣传部指导，《诗刊》社、三沙市委市政府、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共同主办，三沙卫视承办的“我向新中国献首

诗”诗歌朗诵音乐会暨颁奖盛典在三亚举行，来自全国

的获奖诗人、朗诵艺术家、演员欢聚鹿城，以诗歌的名

义，以满怀的深情，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

书记童道驰，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出席并

为获奖诗人颁奖。三沙市委书记张军，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台长孔德明，三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震华，三亚

市政协主席容丽萍，《诗刊》社主编李少君等参加活动。

晚会以爱国情怀为主线，设置“致·我们走在大路

上”“赞·在希望的田野上”“梦·再一次出发”三大篇章，

创作编排了20个节目，通过诗朗诵、大型舞蹈、歌曲串

烧等形式，展示“我向新中国献首诗”大型诗歌征集活

动结果，颂扬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的景象。

由三亚市第九小学合唱团带来的《今天是你的生

日》拉开了晚会的序幕，诗朗诵《我爱这土地》《可爱的

祖国》《为祖国燃出一小块红红火火》，歌曲联唱《在希

望的田野上》，组诗朗诵《改革春风吹满地》《快递中国》

等节目轮番登场。作为晚会一大亮点，展现海南农垦

三代建设者橡胶情缘、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电视

剧《我爱你，祖国》剧组来到晚会现场，朗诵《从橡胶林

里穿过我的祖国》，抒发新时代海南人民不负重托、改

革创新的责任担当。整台晚会在大合唱《歌唱祖国》中

落下帷幕。

据介绍，“我向新中国献首诗”全国诗歌征集活动

历时7个月，共收到近12万首诗歌作品。晚会现场揭

晓了此次诗歌征集活动的一、二、三等奖。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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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9月19日，由中国作

协儿童文学委员会、晨光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作协儿童文学

委员会2019年年会暨中国儿童文学论坛在云南临沧举行。此

次会议的主题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努力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不断前进。

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

洪波和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方卫平分别主持。中共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蔡祥荣、云南出版集团党委委员田大余、

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中共临沧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安兴出席会

议。曹文轩、白冰、朱自强、刘海栖、孙云晓、李利芳、张晓楠、陈

诗哥、秦文君、徐鲁、徐德霞、董宏猷、韩进、薛卫民、吴然、崔昕

平、汤萍、吉彤、纳杨等参加讨论。

与会者围绕新时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挑战、文学

理论如何更好地发挥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中国当代儿童文

学的美学特征和审美范式等议题展开交流讨论。大家认为，创

作需要与时代、与儿童心气相通。儿童文学应该是一种人文精

神的体现。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生活要与读者的生活发生关联，

这样才能起到引导审美、培育人文素养的作用。要让孩子独立

思考，儿童阅读应该多样、丰富，不能营养单一。作家心中应当

有中国的精神气质，关注中国当下社会，了解中国少年儿童的想

法与心理，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吸引世界读者的关注。

会后，与会者前往位于边境线上的佤山翁丁小学，与孩子们

互动交流，并举行赠书仪式。 （周 茉）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21日，由作家出版社、上海

作协主办，《上海文化》杂志、《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协办的

“批评的年轮——程德培、吴亮新书首发暨研讨会”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作家出

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路英勇、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及来

自京沪等地的3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探讨吴亮和程德培

文学批评的经验，共话文学批评的光荣与尊严。

评论家程德培、吴亮多年来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深耕

细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年，作家

出版社分别推出程德培的《黎明时分的拾荒者》和吴亮的

《或此或彼（1985-2015）》两部作品集。其中，前者是程德

培的第四个十年集，所收皆为万字以上长文，融细密阅读、

精致阐释、优雅行文于一体，在词语的连绵间，可以感受到

当代文学的波涛翻滚、当代作家的心性格局，作品超乎单纯

的文学批评，抵达写作之本义；后者是吴亮30余年来最为

重要的评论性文章结集，谈论的是作家和作品，关注的是思

想和思潮，在时代与观察间、描述与分析外，不只是非此即

彼的判断，更是辨认或此或彼的道路。

李敬泽说，程德培和吴亮是文学批评界的前辈和师长。

如今重读他们的文章，文中所透露的文学信念依然没有过

时，其中历经时间考验而依然存在的强大的针对性，这是一

个批评家的力量所在。程德培的作家论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对作品文本有着与众不同的分析和发现。从吴亮的书中可

以看到丰富的个人色彩，读他的书可谓一次思想经受挑战

的过程。

与会者认为，程德培和吴亮数十年来始终以初心、真心

面对文学，他们充分认识到批评家作为作者本身的复杂性，

其文学批评展现出很强的批评文体意识及鲜明的个性和选

择性。他们的书中包含着一个时代文学批评的缩影，从中可

以感受到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精神内核。树木每过一岁都会

形成一道新的年轮，文学批评的年轮也同样随着时间的磨

砺而日益宽阔。程德培、吴亮以及他们的同道们，正在这路

上继续奔跑前行。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陈思和、陈晓明、孟繁华、贺绍俊、陈

建华、黄子平、王鸿生、程光炜、郦国义、潘凯雄、施战军、

格非、李洱及部分青年作家、评论家和协办方代表等。

在文学批评的路上坚定前行
批评的年轮——程德培、吴亮新书首发暨研讨会召开

中国作协儿委会年会
在云南临沧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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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由文化

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美术馆承办的

“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览由一个序篇和4个篇章构成，共展出作品480

余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等种类，展品

以中国美术馆藏作品为主，同时汇集了全国20余家知名美

术馆的藏品，其中，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的国家主题性

美术创作的130余件现实题材作品也在本次展览中亮相。

展览现场，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程生动鲜活地呈现在

观众面前。第一篇章“浴血奋斗：人民解放之路”通过一批

经典美术作品形象地展现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这一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

绝的伟大斗争。第二篇章“艰苦奋斗：国家建设之路”主要

展现美术作品中所呈现的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时代气象和

辉煌的建设成就。第三篇章“团结奋斗：改革开放之路”

展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伟大变革和社会

进步，讴歌新时期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第四篇章“伟大

梦想：民族复兴之路”展示新时代以来，在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时代风

采和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展览以生动丰富的视觉语言

勾勒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以气势恢弘的丹青画卷向新中

国70华诞献礼。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3日。 （李晓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