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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

新中国70年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虽

有几起几落和阶段性的演变，知识分子形象塑造

也屡有变动，但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某种程

度上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

处理，涉及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

塑造、题材的拓展和主题的开掘等方面。围绕知

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层面展开考察，可以清晰地

呈现70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发展的大致

轨迹及其症候。

“代言”与“立言”

20世纪50-70年代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伴随着“代言”与“立言”的问

题演变，而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身份认同、自我

认知与自我表达，与人物背后的知识谱系的崇高

性及其抽象性质的确定密切相关。

关于知识分子，萨义德有一个经典的定义。

在萨义德看来，尽管“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

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社会潮流中

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但他仍然坚持认为

“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

（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

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萨义德的话，最为典型地表

明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代言”情结，即“向”和

“为”的关系问题。知识阶层的这种“向”和“为”的

热情，在中国古代也有相关表达。其最有代表性

的莫过于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情

结同样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知

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主人公们。

“代言”的热情，反映在小说中是启蒙者角色

和“大我”意识的形塑。这在鲁迅等人的小说中有

最为明显的表现。但这一知识分子所自造的启蒙

者角色，在1949年后遭到质疑。知识分子思想改

造运动背景下，知识分子从启蒙者转向被启蒙

者，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随之发生了逆转。曾有

过这样一种形象的表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

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种语境

下，困扰着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问题，就转变为

“立言”，即知识分子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表达自身

和能不能表达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代言”的问

题。他们只有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才能回答

如何或能不能“代言”等相关问题。杨绛的《洗澡》

对这一社会进程有鲜明生动的表现。

关于“代言”和“立言”的关系问题，落实到知

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就是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主人

公和“他者”的关系。上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

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

但对其形象的塑造却必须做到“自我他者化”。即

是说，知识分子的身边必须有一个代表某种意志

的引导者角色，否则知识分子的成长或发挥作用

就变得可疑了。这一经典症候的文本是50年代

初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一小说创造了

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新模式，即知识分子和“他

者”（在小说中是作为农民的妻子）互相学习的模

式，而此前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启蒙他人。但这一

模式在当时被认为有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精神，因而遭到批判。同时，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中

还涉及“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一般倾向于

认为“代言”总是与“大我”相对应，“立言”必然指

向“小我”。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当时知识分子形

象塑造虽然遭遇到“代言”的危机，但仍以“大我”

作为塑造的目标。即是说，“立言”的现实选择使

得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必须以对个人性或“小我”

的克服为前提。“小我”的表现和被克服，往往被

限定在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一定阶段或某些时

候。任何个人性的过多流露或表征过少，都会被

认为不合时宜。对两者间的度的把握，使得50-

70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如履薄冰，稍有偏

离便会遭致批判。这样的例子有白刃的《战斗到

明天》、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宗璞的《红豆》等。彼

时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丰富性，某种程度上也正

体现在对这种“度”的把握和表现上。

“代言”议题重新提上日程，是在70年代末。

其首倡者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在这一小说中，

班主任张俊石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的地位，是

以谢惠敏和宋宝琦两个问题少年，即“他者”为前

提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地位的确立，通过启蒙

这两个问题少年而得以建立。这一小说之所以重

要，某种程度上还在于知识的合法性被重构。小

说中，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身份，是与知识的合法

性获得密不可分的。这一倾向构成了80年代以

来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认识论基础”，即知识分

子“代言”地位的获得和启蒙角色的构建基于其

背后知识形象的矗立，及其抽象性质的确定。小

说中知识的功能只在于表明知识拥有者的象征

身份的获得和理想主义特质的体现，至于其具体

面目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

想》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感兴趣的并不是其中

高深的数学知识，而是知识本身的崇高性：是知

识的崇高性赋予陈景润格外的魅力。但这也预示

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某种演变，即知识分子的主体

性是与知识的崇高性联系一起，一旦崇高理想贬

值或宏大叙事坍塌，知识分子就会变得无所适

从、茫然四顾。比如王刚的《月亮背面》、刘震云的

《一地鸡毛》，以及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代

言”的热情之下，知识分子主人公很少关心其作

为知识分子的个人身份及其限度。80年代以来

的知识分子形象，真正直面自己和反思自身的并

不多见（相比之下，散文在这方面倒是颇有建

树）。这也使得“立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限制了

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进一步展开；他们未及充分

展开“立言”的建设，一旦遭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

击，沦为市场的奴隶和附庸就是势所必然。

“干预现实”与“深入现实”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大都采取远距离俯视态

度，表现出“干预现实”的写作倾向。与20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社会学著作相比，部分文学作品中的

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呈现出介入或批判现实的勇

气，而深入现实的热情则明显不足，阎真的《沧浪

之水》在“深入现实”的实践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对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写作而言，“代言”

情结下，另一个问题常常被忽视，那就是现实表

象的问题。可以说，“代言”的实现或挫败，使得知

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处理同现实的关系时，大都采

取远距离的俯视旁观或者自我放逐态度。俯视的

态度最鲜明地体现在所谓“干预现实”的写作上。

王蒙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组织部来了

个年轻人》之所以被不断提及，某种程度上正源

于其表现出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和介入现实的勇

气，这种勇气不断激励着作家，激励他们写出敢

于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传统在80年

代被格外高扬，至今不曾断绝。在这当中，批判现

实往往又是同反思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

通过反思历史以进入到对现实的批判中去的。在

这方面，张炜的小说最具代表性。他的小说始终

都有一个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对照结构，这样

一种结构决定了他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深入现

实的程度，他们对历史的介入很深，对现实则采

取一种冷静观望姿态，他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总

是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生活在现实的边缘。

“干预现实”的写作之核心问题是审视现实

的角度问题，即从哪里获得俯视或批判现实的勇

气和力量。张贤亮的部分小说提供了一种思路，

比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其知识分

子主人公们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资本

论》的深入研读，获得现实思考的勇气和能量，但

这种思路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更多的作家，

比如刘心武、从维熙、张炜等人，只是建立起了知

识的崇高形象。这一崇高形象的特征表现在对知

识的掌握和通过知识所建立起来的笃定与自信

上，而至于这一知识的具体形态，则是他们所不

关心的。这种知识的“崇高”性，虽然使得他们的

主人公们获得批判现实的勇气，但同时也使得他

们同现实格格不入：现实在这些小说中，某种程

度上是以隐喻或预设的形态存在着的。这些小说

中的知识分子们更多的是介入现实或批判现实

的勇气，而深入现实的热情则明显不足。真正具

有研究现实的热情的，是那些社会学著作。发生

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热向社会学热的转移某

种程度上正说明了这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走

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及热销。

事实上，知识分子仅有“干预现实”的勇气和

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分

析和阐释现实，只有这样，其“干预现实”才具有

现实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这方面，阎真的《沧

浪之水》可谓具有症候性。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

以俯视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周遭世界。这种批判的

激情来源于其背后强大的由众多先贤所代表的

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这种批判的精神阻碍了

他对现实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他很快就被现实

生活所代表的惯性和惰性击败，溃不成军。但这

并没有引起他对自己的反思和对现实的重新打

量，而是断然否定了自己。此后他虽很快获得了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其实是被现实完全淹没并

被改写。小说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在面对现实的

强大时，仅仅有批判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知识

分子需要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不会

在与现实接触时迷失自己。而要建立自己的主体

地位，仅仅依靠知识分子传统是不够的，还需要

研究现实和阐释现实，而不是高高在上，就像刘

心武的《飘窗》所显示的那样。小说的主人公以

“飘窗”的角度观察审视现实，其结果只能是被现

实所吞没。第二，要保持同现实的合理距离，既不

能过远，也不能过近。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对现实

持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能先入为主，也不能

完全认同。

《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人生经历的戏剧性反

差，象征了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中的两级现象：要

么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理想姿态，要么是同现

实毫无距离，两者之间缺少有效的过渡。这样一

种两级现象的出现，可以放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

转型及市场化进程的背景下加以“互文性”地把

握。即是说，理想主义在80年代中后期遭遇危

机，恰逢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两者之间的转换其

实是很自然地发生着。这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

中有最集中的体现。理想的虚妄和现实的窘迫，

使得以小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迅速沦

为现实的奴隶。池莉的小说则把这一转换的背景

略去，直接凸显现实困境中知识分子的窘态和猥

琐。与这样一种倾向相类似的，是90年代欲望化

写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韩东的小说，如《中国情

人》《我的柏拉图》《我和你》《美元硬过人民币》是

其中的代表，他的知识分子们被欲望裹挟和推

动，浑浑噩噩而茫然无措。

主体性重建的可能与限制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

和题材拓展的内源性动因在于知识分子的主体

性重建，传统文化的重建则具有了某种象征意

义，同时，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重建也受制于知识

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性进程本身。

在这种倾向下，“重建知识分子自身的主体

性”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重要命题被提出。

当作家们回过劲来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形象的塑

造时，他们更多想到的是知识分子反思批判精神

的重建问题。他们通过反思历史和对话，着手展

开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比如陈忠实的《白鹿

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及张炜的《你在高

原》系列，在“代言”的情结之下，知识分子形象的

主体性始终处于一种内在的不稳定状态：知识分

子主人公缺少面对真实自己或反思自身的魄力

和勇气。全球化时代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和焦虑

感使得知识分子主人公们处于一种永远的“寻

根”（找寻）状态，比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徐

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王宏图的《迷

阳》，以及李陀的《无名指》。对这些小说来说，知

识分子主体性的重构（或建构）始终处于坍塌的

危险之中，重构与坍塌的张力构成这些小说无法

摆脱的隐形结构。

这一逻辑下，传统作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的

资源这一命题被提出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陈忠

实、刘醒龙和李洱是这方面的代表。《白鹿原》中

朱先生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现

代转换这一问题的思考息息相关；但因受制于小

说中解构思想的影响，这一思考最终未能完全展

开。刘醒龙的小说多以知识分子作为表现对象，

在经过一系列的思考和努力后，刘醒龙在《蟠虺》

中，尝试把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放在传统文化重

建的角度展开，即是说，传统文化的重建被赋予

了知识分子主体性重建的象征意义，这也使得小

说别具隐喻色彩。李洱的《应物兄》则提出了传统

同现实的另一重关系，即儒家传统在资本逻辑的

运作法则之下有无再生的可能。沿着这一思路，

他尝试从现实的角度重新解释传统，其策略是从

“应物”说的角度解释儒家传统，把它视为随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的精神形态，因而可以为变动的现

实所用，但他最终痛苦地发现，产生于封建时代

的儒家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则之间有着无

法弥合的内在鸿沟。小说中主人公应物兄的意外

死亡正表明了李洱的这一无奈而清醒的认识。

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

书，通过对晚期现代性的诊断，指出其重要特征

体现在以“专家体系”为重要表征的“抽象体系”

上。即是说，现代社会中随着知识的分化和分工

而来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靠于各个领

域的“专家”，而不是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然

而反讽的是，“专家”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是

矛盾重重、争议不断，知识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更

不用说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消亡了。这其实

是告诉我们，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

言，知识分子自身所面对的问题才真正是束缚知

识分子形象塑造和题材拓展的核心命题。知识分

子的形象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受制于知识的现代

生产本身并被其所内在地决定和限制的。在这方

面，晓风的小说《回归》极具症候性。他以知识分

子群体深陷知识分工和专业化的困境告诉我们，

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构成其批判现实或阐

释现实的最大挑战的，是现实的丰富庞杂与知识

分子专业分工的局限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能

解决，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及其同现实之间的关

系，就无法很好地把握。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

知识分子对自身的主体性和知识的限度展开反

思，然后才是现实表现的问题。他们要有一种限

度意识。没有限度意识，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把握

现实或反映现实，更不用说塑造好知识分子形

象。在这方面，李洱的《应物兄》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范例。小说中，应物兄对自己始终心存怀疑且

信心不足。他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拥抱现实，一方

面却又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投之以清醒的审视和

嘲讽；他试图说服自己，同时又不断地加以否定；

如此种种，使得小说别具张力而意蕴丰赡。

新中国70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表象现实和塑造自身之间表象现实和塑造自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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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和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和
题 材 拓 展 的 核 心 命题 材 拓 展 的 核 心 命
题题。。知识分子的形象知识分子的形象
塑造塑造，，某种程度上是某种程度上是
受制于知识的现代生受制于知识的现代生
产本身并被其所内在产本身并被其所内在
地决定和限制的地决定和限制的。。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社陕西分社社长张

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9月18日在西安辞

世，享年54岁。

张珂，笔名玉子，中共党员。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著有报告文学《升起一万个太阳》，专著《意造宋

代》《西安老街漫步》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羊城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经理

温远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9月20日在广

州逝世，享年56岁。

温远辉，中共党员。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诗必须有光》《身边

的文学批评》《善良与忧伤》等。

温远辉同志逝世

本报讯 日前，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江

苏青年文学论坛”首场活动在苏州举行。江苏

作协主席范小青、党组书记汪兴国、副主席汪

政，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等出席。本场论坛以

“青春的行走——作家成长与当代文学七十

年”为主题，作家鲁敏、孙频、周恺与批评家刘

大先、项静、何同彬等展开对谈。论坛由苏州

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主持。

据介绍，江苏作协近年来聚焦江苏青年文

学人才培养，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已初步形成

多层级作家人才梯队。自今年起，江苏作协计

划每年举办2至3场江苏文学青年论坛系列

活动。论坛以青年写作为总话题，通过对谈、

访谈的方式开展省内外青年作家、批评家与青

年学子的交流互动，展示江苏青年作家和江苏

文学新的写作风貌。

对谈过程中，与会嘉宾围绕主题作了阐

述。大家表示，不同代际作家的写作都是非常

个体的，但任何人都是与时代、社会、历史紧密

相连的。研究青春文学其实就是研究对文学

现场的前瞻性和对前沿重要人物点名的现

场。活动中，“江苏当代文学研究基地”在苏州

大学正式挂牌。 （苏 文）

本报讯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上海三联书

店协办的“世事有因才有果——美女变大树新书《悬

爱》读者见面会”在京举行。会上，作者分享了自己的

新书亮点和创作感悟。美女变大树原名沈延风，曾创

作长篇小说《给我一支烟》《黑红梅方——北京风云

十二年》。这两部作品均是以男性的口吻描绘现实生

活中的传奇人生，此次的长篇新作《悬爱》则是作者

首次以女性视角书写都市恩怨和情感纠葛。作者表

示，她始终秉承“有什么样的原因，才有什么样的结

果”这一理念，并将其贯穿于自己所有的作品中。《悬

爱》讲述了四个女孩的人生体验和经历，其中不少故

事素材都来源于现实生活。 （范 得）

本报讯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9月27日晚，由中央数字电视书画

频道主办的艺术家共贺新中国七十华诞晚会暨“飞入寻常百姓家”书画艺术

惠民国庆特展开幕式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书画频道董事局主席王平阐释了

举办本场晚会及此次文化惠民活动的初衷和意义。艺术家们在致辞中肯定了

此次活动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意义，并结合亲身经历，表达了对

伟大祖国的祝福。晚会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进行，歌曲、京剧、器乐演奏、诗歌

朗诵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此次活动特邀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书画艺术名家

参与，为广大美术爱好者奉献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艺术大礼。“飞入寻常百姓

家”书画艺术惠民国庆特展共展出全国各地书画名家作品100余幅。其中，

书法作品既有传承中华文脉的经典诗词，又有催人奋进的时代篇章，篆、隶、

楷、行、草各书体展现了书法艺术所绽放的时代风采。山水、花鸟、人物等不

同题材的绘画作品，体现了艺术家们深挚的家国情怀。书画频道还在国庆期

间进行了艺术惠民特别展售，力求丰富书画爱好者的文化生活。（范 得）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战略部署，用绘画的形式宣传和讴歌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

整合三地美术创作优势，积极推动三地美术创作，近日，由

北京市文联、天津市文联、河北省文联主办，三地美协承办

的“美在京津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

览”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共收到投稿作品近千件，经三地专家评审，最

终评出中国画、油画和水彩作品共计151幅参展。这些作品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描绘了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京津冀人民筑梦圆梦的伟大实践，展现了京

津冀地区发展进步的光辉历程，呈现出三地美术家的人文

情怀与精神内涵。据介绍，按照三地文联签署的“京津冀文

艺事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约定，从2017年至2022年，“美

在京津冀”系列展览活动将每年举办一届，每届围绕一个主

题展开。 （王 觅）

本报讯 由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协同创新中心、长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共

同创办的首期大自然文学作家班自今年3月开班以来，以多

种形式开展教学。今年暑假期间，作家班学员们分赴云南高

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和安徽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开展实践活

动，亲近绿色自然，感悟生态文明，并创作了近30篇文学作

品。在日前于安徽大学举办的首期大自然文学作家班学员暑

期实践汇报会上，主办方代表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作家班的

创办和发展进行了座谈，学员代表交流了此行的收获和心得。

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何颖、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协同创

新中心理事长李仁群、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姚磊等表示，这种学习与实践、创作与研究相结合的

培养模式，在教育界具有探索意义。希望学员们珍惜学习机

会，努力成为大自然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学员们谈到，此次

有机会亲身体验自然，积累创作素材，收获颇丰。相信这些关

于自然、人生和社会的体悟必将促进今后的创作。（皖 文）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戏曲学院新媒体艺术系主办的2019北京国际设

计周之融馨·戏曲绘本新媒体设计展在北京“751时尚广场-东区故事”举

办，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751国际设计节同期亮相。

本届751国际设计节以“城”就美好为主题，设置了论坛、展览、市集、互

动活动等项目。此次设计展以戏曲文化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设计转换为主

旨，遵循为设计创新提供文化供养的观念，集中展示了部分优秀师生作品及

国际工作坊合作院校英国创意艺术大学的实践作品，涵盖戏曲动画、戏曲绘

本、戏曲新媒体艺术、戏曲文创设计等，体现了中国戏曲学院新媒体艺术系的

教学和科研创作团队对传统戏曲文化守正创新、跨界融合的注重。（王 觅）

本报讯 9月2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部亲子音乐剧《小蝴蝶的妈

妈在哪里？》在京首演。该剧的受众群体将向低幼的孩子倾斜，而不同年龄段

的观众也能从中收获温暖和感动。《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用简单活泼又具

艺术品质的表现形式，传递出丰富深刻的哲学思考。作为一部亲子音乐剧，

该剧不仅充满浓厚的母爱，还表达了孩子对母亲深深的依恋。全剧的音乐温

暖而风格多样，舞台营造出自然梦幻的氛围，演员们在剧中会随时变换自己

的角色。该剧由冯俐编剧，焦刚执导，章澍作曲，赵妍蝶、栾晰、王瑶、常若曦、

段孝耕、翁杨、周佳云子、徐元博、郅惠等主演，首轮将演出10场。（童 文）

“美在京津冀”美术作品展览举办

张珂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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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爱》书写都市情感纠葛

亲身体验大自然 文学创作收获丰 艺术家共贺新中国七十华诞

中国儿艺首推亲子音乐剧

融馨·戏曲绘本新媒体设计展亮相京城

本报讯 日前，由贵州省作协主办、铜仁市文联承办的

“贵州作家进行时·铜仁文学展新颜研讨会”在贵州铜仁举行。

部分贵州评论家就铜仁作家的优秀作品进行了点评。

此次铜仁市文联共推荐了16位铜仁作家的16部作品供

评论家研读，包括罗漠的《一声长叹》、张贤春的《神兵》、晏子

非的《夜奔》、黄方能的《美人之美》、崔晓琳的《东一街》、句芒

云路的《句芒云路的小说》、刘照进的《沿途的秘密》、安元奎的

《二十四节气》、陈丹玲的《村庄旁边的补白》、完班代摆的《逆

迁徙》、张羽琴的《情到深处》、未未的《归去来》、龙险峰的《你

是我除夕等候的新娘》、非飞马的《像一片树叶》、冉茂福的《雪

落村庄》、马晓鸣的《白日有梦》。杜国景、谢廷秋、颜水生、庄鸿

文、颜同林、杨波、李胜勇等专家在点评中充分肯定了铜仁作

家的创作成就，认为这些作品富含时代气息，地域特色鲜明，

故土情怀深厚，构成了贵州文学创作版图的一道靓丽风景。

“贵州作家进行时”自2017年起已举办三届。该系列活动

旨在加强贵州文学理论研究，推出理论研究成果，夯实作家作

品内涵，推动作家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黔 闻）

贵州研讨铜仁作家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