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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沂蒙精神传承沂蒙精神 创造精品力作创造精品力作
□程守田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
时强调，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
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
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从新的高度定位了沂蒙精神，深
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2018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作出“红色
基因就是要传承”的指示要求。红色基因是
推动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
大飞跃的基本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
沂蒙精神和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充分肯定了沂蒙精神在红色基因传承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赋予了山东重要责任
和特殊使命，同时也坚定了我们传承红色基
因的信心和决心。

山东省委高度重视传承红色基因和弘扬

沂蒙精神，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了“弘
扬沂蒙精神和新时期山东精神”的重要部署，
并于2017年制定印发了《关于大力弘扬沂蒙
精神的意见》，从深化研究阐发、创新宣传普
及、推进教育传承、融入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
具体安排。省委宣传部按照省委的统一部
署，结合宣传文化工作特点，以多种形式弘扬
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其中，在文艺创作
方面，几年来相继推出了电影《沂蒙六姐妹》、
电视剧《沂蒙》、民族歌剧《沂蒙山》等一批具
有广泛影响、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弘
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一代代的山东作家，植根齐鲁
文化沃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肩负培根铸魂
使命，把书写和弘扬齐鲁文化和以沂蒙精神
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作为己任，创作出了一大
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文学作品，比如小说

《大刀记》《铁道游击队》《高山下的花环》、报
告文学《沂蒙九章》等，已经成为时代的经典
之作，同时也为影视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改
编创作提供了重要文本。

丰富厚重的沂蒙精神，为作家艺术家进
行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和现实土壤，是
山东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下一步要更好
地用文艺的形式表现沂蒙精神、弘扬沂蒙精
神。一是要深入挖掘沂蒙精神的丰富内
涵。这不仅是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甘共
苦的优良传统，而且还是艰苦奋斗、敢为人
先的时代精神。希望作家艺术家能够提高
站位，深刻领会、深入挖掘沂蒙精神的丰富
内涵，用心书写沂蒙精神的时代篇章。特别
是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这一核心特质进行创作。二是要
注重表现沂蒙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实
践。在进行现代化强省建设的今天，沂蒙精

神体现在各行各业、方方面面。要围绕省委
八大发展战略，重点对沂蒙精神在新时期的
传承、发展和实践进行挖掘和梳理，创作推
出一批表现新时代沂蒙精神、富有时代特色
和现实热度的优秀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推动
沂蒙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
大。三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作家艺术家
的优良传统。沂蒙精神需要传承，山东省老
一辈作家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同
样需要传承。张春秋、刘知侠、郭澄清等老
一辈作家艺术家德艺双馨，为后辈做出了榜
样、树立了典范。我们的年轻一代要继承和
发扬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优良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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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两个
走在前列、一个全面开创”的目标任务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

“沂蒙精神”是孕育于山东大地的一
种宝贵的“革命特产”，是沂蒙人民在长
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群体
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今天研讨的议题就是，在沂
蒙精神发展和传播历史中，山东作家和
山东文学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山东当代
文学与沂蒙精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回
顾历史我们发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陶
钝、刘知侠、张立吾、张凌青、那沙、贾霁、
林艺、张伟强等专业作家和一大批业余
作者就以创办于沂蒙山区的《大众日报》
《山东文化》《戏剧》《大众歌声》《农村生
活》《新儿童》等为阵地，通过报告文学、
通讯、小说、故事、诗歌等多种文艺形式，
真实地反映山东解放区军民的战斗生
活、生产劳动、拥军爱民以及广大农民的
翻身斗争、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等，歌
颂了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作家当属刘知侠，当时他才
20多岁，随“抗大”一分校来到沂蒙山
区，他写作了大量文艺通讯、报告文学，
其中沂蒙山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
字班，就是他在《大众日报》上报道的。
再如“解放区的孩子诗人”苗得雨，12岁
就开始对诗歌写作产生兴趣,积极地参
与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中,成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革命队伍
中的少年战士。应该说，是沂蒙根据地
的军队作家和沂蒙本土农民作家成为了
沂蒙精神最早的歌唱者。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沂蒙根据地走
出来的军地作家群为代表掀起了一轮新的创作高潮，构
筑起山东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也从此把
沂蒙精神真正推向了全国。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红日》
《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就是根据吴强、刘知侠创作的
同名长篇小说和沈西蒙创作的话剧《战线》改编而成。而
妇孺皆知的《红嫂》，便是刘知侠在去俄罗斯访问途中听
到沂南县聋哑妇女用乳汁救伤员的真实事例，之后又深
入沂蒙老区实地采访创作而成。后来，这个故事被大江
南北各种地方剧甚至包括曲艺形式进行了改编创作，京
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等经典作品成为当代舞台艺
术不朽经典。1964年8月12日晚，当京剧现代戏《红云
岗》搬上首都舞台时，观看演出的毛泽东、朱德等老一代
党和国家领导人感动得数次落泪。毛泽东曾评价说，《红
嫂》这出戏反映军民鱼水情，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搬上
银幕，可以教育更多的人做新时期的“红嫂”。1997年，
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红嫂》公映。现在，我
们将生活中许多无私奉献、爱心向党向军的女性称之为

“红嫂”。与此同时，山东作家还关注新中国初创期的社
会现实，关注人民群众的新观念、新生活。1950年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出生于日照的作家
王安友便敏锐捕捉到男女婚姻自由这一重大主题，写出
歌颂新中国妇女解放、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中篇小
说《李二嫂改嫁》。小说一经发表，即广受好评，很快被改
编成吕剧并搬上银幕。郎咸芬扮演的李二嫂形象成了家
喻户晓的翻身解放女性，可以说《李二嫂改嫁》这一个作
品救活了一个地方小剧种，让吕剧从此走上了我国戏剧
大舞台。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山东作家又是最先捕
捉到了时代的脉膊，写出大量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
步的文学新作。比如，军旅作家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
花环》、苗长水的小说《非凡的大姨》，便是直接承续了沂
蒙文学书写的红色基因，表现了沂蒙儿女代代相续的爱
国情怀。再如，王光明、刘玉堂、赵德发、杨文学等创作的
《沂蒙九章》《最后一个生产队》《经山海》《信仰无价》，便
敏锐捕捉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时代给沂蒙老区带来
的新变化，把对沂蒙精神的书写推向了新阶段。

正是经过这样一代代山东作家的不懈努力，始终以
他们手中的笔记录时代，用他们创造的文学形象引领时
代，用极富表现力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彰显沂蒙精神，发掘
沂蒙精神，传播沂蒙精神，他们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
丰硕成果，为山东文学赢得了崇高荣誉，一代代的红嫂、
红哥的典型形象已经走进了新中国文学的经典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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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现、唤醒和照亮了沂蒙山？《红嫂》《红日》
《沂蒙山小调》，红色经典的艺术品以及它背后的诞生
故事。因而使这一片本来普通的地方，在人们的眼中却
变得不一样，感觉山是红色的，河是红色的，土地、庄
稼、村庄和人好像都是红色的。红色激情或热情，红色
的性格或人品，红嫂、红哥、红大娘、红大爷、红娃娃、红
妹子、红河、红路、红村、红乡、红县、红市。

这种红色是一种历史时代的意象。原本象征着求
公平、求公正、反抗剥削压迫、寻找自由解放的运动，最
贫穷的人们曾经一呼百应。那种红色的信仰，是特别坚
定的意志品质和理想信念，为之付出最美丽的生命也
在所不惜，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也敢挺直腰杆，大声召
唤，直击丑恶，抒发正义。召唤在人类进展的每个时代
都存在，只不过时强时弱。在中国那个时代形成了普遍
的觉悟，给世界留下了许多红色经典。

真正为沂蒙山带来神秘色彩的也是那些作品，沂
蒙山的那位红嫂，是一位守墓人的哑巴妻子，没有文
化，却冒着死亡威胁，救下抗日的八路军伤员，用乳汁
救活战士的生命。沂蒙山人的性格品质就是这样，在那

段红色的战争岁月，这样勇敢奉献的年轻女性不知有多少，男性则以
百万计，所以才让人们感觉沂蒙山红，沂蒙尤其红。

沂蒙的红色有着文化意象。普通的穷苦百姓都是从共产党八路军
的歌唱、演剧、报纸和各种宣传活动中开始走向红色。闻名的莒南县渊
子涯惨案，那个村庄就是刚刚进行完根据地的民众会演，就遭到了日
军的突袭，村子被血洗，但是现代化武装的日本正规军却没能打下这
个顽强的村庄，村民们在红色信仰鼓舞下，靠大刀土枪铡刀和一切能
抵抗敌人的工具，用血肉之躯击退了鬼子，这是日本正规陆军在中国
土地上惟一想攻而没有攻下的普通村庄。当我们今天走在《沂蒙山小
调》诞生的那条小溪边的核桃树下，对着那座刻着简单词曲的丰碑引
吭高歌，当我们走在大青山突围的田野，面对那并没有任何奇峻险要
的山岭，想象着“姊妹剧团”的女演员辛锐在与扫荡日寇的搏斗中牺牲
之美丽，用文化宣传来发动民众、鼓舞斗志、开辟根据地、争取自由解
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的一大特色，而这个特色在沂蒙山
根据地更为广泛和突出，因而也使沂蒙山的红色更红。

2003年获奥斯卡奖的美国战争影片《冷山》的插曲有这样一段动
人歌词：红潮沿着山谷叮咚而下，将新娘变成了寡妇，我们将随着红潮
升起，黎明将变成银色的玻璃……80多年前发生在沂蒙的那一段红色
战争，是一段伟大的战争史，是一场伟大的决战。但是对于沂蒙人民来
说，那场决战并没有在那个时代结束。如同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战，希腊
人用10年时间进行战争，又用10年时间返回家乡。即使现代人类战争
也决不像想象的那么迅捷，真正取得战争胜利的道路总是相当漫长。
沂蒙人民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伟大决战始于50年代，现在这场决战仍
在进行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并不逊于世界上的任何人。全
人类都向往和平，赞美善良，祟尚信义，都需要美好的情感。

美丽的故事和音乐已经具备了。沂蒙山贫苦百姓闹革命的英雄传
奇如同取之不尽的宝库。美丽沂蒙之曲，必将成为世界所有勤劳善良
勇敢人们的美丽故乡之曲。

沂
蒙
的
红

沂
蒙
的
红
色
意
象

色
意
象

□
苗
长
水

82年前，日军入侵，国土沦陷，血流成河，尸横遍
野。有血性、有气节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谱写了民族
历史上的悲壮篇章。渊子崖村民打鬼子的故事就发生
在我的家乡，我小时候每次听人讲述都是热血沸腾。八
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开辟沂蒙山根据地，更让这里
的抗战如火如荼。在此期间，军民亲如一家、水乳交融，
发生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沂蒙精神也在熊熊战火
中锤炼而成。沂蒙精神，后来变为代代传承的沂蒙基
因，在和平时代也激励着大家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拼
搏。沂河滔滔，逝者如斯，沂蒙基因就像这河床上的沙
子一样堆积着、铺展着、闪烁着历史与人性的光辉。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亲历战争的作家，
写出了首批表现沂蒙精神的作品。后来的70年间，先

后有许多作家用文字记录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描写那片
伟大的土地，讴歌那些为正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人
们，赞美那些淳朴善良、甘于奉献的百姓。有的作品成
为经典，让一代代读者深深喜爱。

沂蒙精神，是一份宝贵精神财富，一份难得的创作
资源。像沂蒙山这样的老区，在全国并不是太多，我们
应该继续挖掘其精神内涵。可以肯定地说，书写沂蒙精
神，还大有文章可做。譬如说，可以研究沂蒙精神与传
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沂蒙精神从人类本性中提萃、升华
的过程。时至今日，沂蒙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表现形
式也有了新的变化，这更给作家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
挑战。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认真思考、精心创作，奉献出
更多更好的作品，为沂蒙精神这座丰碑增光添彩。

书写沂蒙精神书写沂蒙精神，，大有文章可作大有文章可作
□赵德发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万森认为，王思玷作为“现代
沂蒙文学第一人”与刘一梦共同创建了现代沂蒙文学，并且从
文学走出来投身革命，可以说文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中共山
东省委机关报于1939年元旦在沂蒙创刊，历时8年10个月零
19天，直接领导了沂蒙文学，培养了“孩子诗人”苗得雨等一代
作家，与王安友、刘知侠、吴强、左太川、王火等凝聚为沂蒙作
家群，一批作品成为红色经典。改革开放时期沂蒙文学的创作
群更加整齐，苗得雨等老一代作家依然活跃在文学创作一线，
同时，涌现了厉彦林、赵德发、李存葆、苗长水、刘玉堂、王兆军
等一批文学生力军。沂蒙人民用自己的文学话语印证了人民
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沂蒙百姓敢为天下
先，抹平贫瘠，迎来经济的繁荣，沂水蒙山变成金山银山。

大众报业集团培训委员会总监逄春阶谈到，《大众日报》
创刊后的第二期（三日刊），即1939年1月4日，“战地文艺”副
刊诞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纸中，《大众日报》是创办副刊
最早的党报之一，足见《大众日报》对文艺副刊的重视。《大众
日报》副刊的创刊号，定下了昂扬向上、朴素大方的基调，为后
继者立下了一个标尺。这里充满明朗、爽快和浪漫的诗意。没
有署上名字的编辑，在炮火纷飞的恶劣环境里，组稿、改稿、编
稿，还配上栩栩如生的木刻插图。他们小心翼翼地苦心编辑
着，争取给读者献上最真诚的精神食粮。当然我们更不应该忘
记那些写出了诗篇、来不及欣赏和领取稿费就牺牲了的可爱
的诗人们。可喜的是，他们的这些好品质已经融化在大众报人
的血液里，汇成大众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齐
鲁文化耀眼的一朵奇葩。

《临沂文艺》主编高振表示，中国当代文学把沂蒙人的坚
韧不拔、大爱奉献的品格书写到了极致。新中国成立后，巴金、
骆宾基、徐悲鸿、张瑞芳、曲延坤等作家艺术家纷纷来临沂采
风；曾在沂蒙战斗过的作家告别沂蒙山，走进大城市。然而，

“革命”“战争”文化心理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作家诗人的灵
魂，回眸战争的硝烟，反观血与火的战斗，那血乳交融、生死与
共的人民和土地总是令人激动不已，他们以真诚的灵魂歌颂
沂蒙，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沈西蒙的话剧、电影《霓虹
灯下的哨兵》《南征北战》，吴强的长篇小说、电影《红日》，茹志
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邓友梅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薛

寿先编剧的电影《车轮滚滚》，沈默君编剧的电影《渡江侦察
记》，王火（执笔）、段坤恩、朱孟明编剧的电影《平鹰坟》，刘知
侠创作的中篇小说《红嫂》在1961年第8期《上海文学》发表
后，引起巨大反响，一个美丽而崇高的“战争女神”光荣绽放。
改编于同名京剧，又易名《红云岗》，再后来改编为舞剧、电影
《沂蒙颂》。从此，沂蒙以“红”而闻名天下。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夫龙认为，《红日》以宏大叙
事的史诗化追求和现代英雄人格精神的型塑与坚守独立于当
代文坛，不仅熔铸着作家吴强的政治忠诚和艺术真诚，而且体
现了他高远的价值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红日”作为一种
精神象征照耀着沂蒙大地。《红日》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以宏大
叙事结构再现了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辗转千里、驰骋疆场的
征战过程，还在于它型塑了一种现代英雄人格精神，使小说成
为以英雄为核心形象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时至今天，《红日》
仍然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并日益焕发出应有的精神风
采。孟良崮因《红日》而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精神地标，沂蒙大
地因《红日》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而不断丰富着中国红色基
因图谱建构的意义版图。“红日”照耀沂蒙，新时代沂蒙精神的
内涵将历久弥新，并日益丰厚深广。

山东省社科联专家吕季明谈到，小说《红嫂》问世之后，以
表现、反映沂蒙红嫂形象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刘
知侠撰写过京剧剧本《红嫂》。1964年山东省创作现代京剧
《红嫂》，并进京参加全国现代戏汇演。1971年中央芭蕾舞团
创作并上演了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中芭也因此开启了“沂
蒙三部曲”《沂蒙颂》（1971年）、《沂蒙情》（2017年）、《沂蒙三
章》（2019年）连续38年展演沂蒙红嫂女性英雄群体的创举。
此外，1976年现代京剧《红嫂》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并
改名《红云岗》。199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根据刘知侠小说《红
嫂》改编拍摄成电影《红嫂》。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影视集团等
还联手拍摄了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2008年），35集电视
剧《沂蒙山小调》（2018年）。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联合出品，山东歌舞
剧院创排的民族歌剧《沂蒙山》也于2018年12月成功上演。
此外，还有吕剧《红嫂》、豫剧《红嫂》、沪剧《红嫂》等移植剧种。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红嫂》面世打响了全面反映山东沂蒙

“红嫂”群体英雄形象创作系列工程的“第一枪”，对于弘扬沂
蒙精神意义深远。

作家杨文学用亲身创作体会谈到，任何一个作家，其作品
的高度不在于文学叙事的技巧，而取决于他走进生活的深度。
没有对生活的鞭擗向里，就不会有作品的感人至深。这是他36
年来，对沂蒙山定点式体验生活的感受。

20世纪80年代初，他一心扎进沂蒙山，执迷于对抗战故
事的挖掘、整理。那时候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把这些沂蒙山
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记录下来。多年后，不知不觉之间就创作了
《沂蒙长风》《跪拜沂蒙》《家国情怀》《血性》等一批反映沂蒙精
神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沂蒙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生
产“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财富，也造就了堆金叠玉的物质财
富。从1987年震惊世界的“苍山蒜薹事件”，到2007年的30万
菜农下江南的沂蒙菜商的崛起，不过用了20年时间，沂蒙山
人在“不求市长找市场”的观念转变中，完成了苍山县蔬菜基
地的涅槃。他沿着30万菜农下江南的足迹，从苍山南下，到上
海、深圳，寻找他们在都市生存的故事。经过长达一年的体验
写出了《苍山三农》，并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剧《乡村都市
情》。沂蒙路漫长，创作无止境。他又用了10年时间，把对沂蒙
山文化、沂蒙精神的感受、理解进行梳理，创作出了包括《沂蒙
山小调》在内的“沂蒙三部曲”。用脚走沂蒙，用脚去书写沂蒙，
这是其采访沂蒙36年的真实感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张慧伦认为，网络文学中的沂
蒙精神书写目前主要存在于两类题材中，一是军事类网络小
说的抗战题材，二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沂蒙山区变化的现实
题材小说。网络小说中关于沂蒙抗战历史的书写也是为在和
平年代成长起来的读者夯实烽火硝烟的历史记忆。孤傲三哥

的《沂蒙英雄儿女传》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时，其文案部分是这
样写的：一部沂蒙地区抗战血泪史，一段可歌可泣家族英雄
传。这部作品以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讲述了李阔仇杀敌抗
日的英雄故事。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沂蒙山区变化的现实题材
小说以老妖妖妖妖的《情满沂蒙》为代表，这部小说是“第四届
全国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征文大赛”的参赛作品。小说的男主人
公诸葛怀志是沂蒙地区一个小乡镇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在这
条铁路上他耳闻了沂蒙人民为修铁路做出的伟大贡献。沂蒙
精神的厚重之处在于对“家国情怀”的书写。新媒体信息时代
条件下，网络文学讲述沂蒙故事有十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可
能，期待网络文学能够为沂蒙精神的传承贡献更大的力量。

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姜成娟表示，传承沂蒙精神
是当代作家的使命所在。必须坚持党对文学创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她是从2013年参加省作协青年作家
高研班开始创作的。青年作家必须进行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习，必要且急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掌
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和
国史，是夯实文学创作的思想根基的应有之义。现在她已由一
个普通文学青年，成长为在感情上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
国，在理论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青年作家，这主要缘于她
对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学习。有了理论素养之
后，视野完全不同。

山东青年作协副主席吴永强谈到，沂蒙大地是孕育沂蒙
精神的源头，同时也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沂蒙文学的源泉。在传
统和现代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成为临沂诗群的一大特
点。首先是面向传统，比如乡土性。诗人们面临一个问题：如何
书写这片地域？被一遍遍书写的乡村，在新世纪的当下，又有
什么新的元素？不可否认，不论是江非的“平墩湖系列”，还是
尤克利、辰水等人笔下的乡村，都有着中国当下乡村的诸多共
性，书写乡村，不仅是临沂诗人的使命，同时也是当下中国诗
坛的一个使命。因具体地域的不同，又可以将江非的“平墩湖
系列”称为平原叙事，将尤克利对乡村唯美的书写称为山区叙
事，平原和山区是对立的，并非仅是文字的起伏，还有文化心
理的不同。在这里，即使最落后的乡村，也以最现代的形式书
写，即追求文学的现代性，从传统的樊篱中跳脱出来。

沂蒙文学的生命力沂蒙文学的生命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山东省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总体
安排，9 月 21日上午，山东省作家协会举办“沂蒙精神与山东当代文学创
作”研讨会暨国庆主题展览。现摘发部分专家领导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