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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
文章《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
院拟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本报讯 在全球战疫的特殊时期，中国作协积极调整对外交流工作计划，

因时制宜、拓展思路，力争在疫情期间对外联络不停滞，对外沟通不停摆，为疫

情结束后全面恢复各项文学交流工作做好准备。

全球飞鸿 情系八方文友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次严峻危机和挑战，与世界人民的

安危健康、与世界各国的安全发展休戚相关。各国文学组织相互致函转达慰

问，相互鼓励以示支持，展现出文学界的真情厚谊和携手共战疫情的信心。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国家的作家组织、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个

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作协表达关心和慰问。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国加速蔓

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党组书记钱小芊和中国作协外联部，先后向受到疫

情影响的30个国家的31个作家组织发出慰问信,表达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

对各国作家、诗人们的诚挚慰问，传递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信念，

传达团结抗疫、守望相助的心声，得到了各方的真诚回应。

英国作家协会、日本笔会俱乐部、葡萄牙文化部、克罗地亚作家协会、爱尔

兰科克诗歌节组委会、罗马尼亚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印度文学院、尼泊尔文学

院、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多米尼加文化空间基金会等在回信中普遍对中国在

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智慧与担当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作协的关心和慰

问表示感谢，表达了对早日战胜疫情，继续开展文学交流与合作的热切期盼。

意大利作家联合会主席莱纳尔·罗西、巴基斯坦文学院院长优素福·胡什

克专门致信铁凝主席。罗西说，意大利作家十分感谢中国作协的关心，感谢中

国政府的援助。在欧盟还没有给予意大利任何支援时，中国对意大利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帮助。胡什克高度赞赏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功，称此为世界做出了榜样，他认为中巴两国传统友谊历经考验历久弥坚，

友好的纽带不止存在于国家层面，更深藏于两国人民心中。塞尔维亚作家协会

主席米洛万·维特泽维奇、希腊作家协会主席伊奥格斯·乔乌里亚拉斯给钱小

芊书记发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维特泽维奇真诚赞美中塞友谊，认为中国对塞

尔维亚的援助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显得异常珍贵，对中塞两国风雨同舟、共渡难

关充满信心。乔乌里亚拉斯表示，中国和希腊同为古老文明与现代社会的代

表，中希作家协会、中希两国人民在全球疫情阻击战中同心协力、并肩作战。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从日本文化艺术界会员中募集善款，通过中国驻

日本大使馆向中国捐赠抗疫基金近700万日元，并在给中国作协的来信中对

中国作家表示慰问。据悉，去年刚刚翻译出版了湖北作家短篇小说集的墨西哥

汉学家、文学翻译家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向湖北省荆州市和黄梅县捐赠了抗

疫物资，表达对中国文学界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紧密联络 期盼早日重聚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走出去”“请进来”的面对面文学交流戛然而止，

但是在肩并肩共同抗疫的过程中，中国作协与各国作家组织和作家、诗人、翻译

家朋友，以真挚的共情、朴素的关切和坚定的支持，将心与心的距离拉得更近。

计划今年在我国举办的三个主场多边文学活动——第六次汉学家文学翻

译国际研讨会、第三届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文学

论坛，均受到疫情影响，但仍在认真筹备和有序推进中。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

组委会韩国委员长徐河辰来信表达对正在筹备的第六届东亚文学论坛充满期

待，并组织韩方作家充分准备，全力配合。各国作家、翻译家同中国作协联系

紧密，纷纷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报平安，介绍本国疫情状况，为中国疫情的

有效控制而高兴，为中国作协的关心而感动，希望疫情之后能尽快相聚，共话

后疫情时代文学创作、交流与汉语文学翻译的未来。

原定于上半年在罗马尼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在

爱尔兰举办的科克诗歌节等文学活动均因疫情而暂停。主办方表示，在疫情过

后将重启活动，期待中国作家继续参与和支持，希望不断增进与中国作家、诗

人的了解和交流。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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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丰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文化和旅游部于5月15日至6月8日举办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

网络展演，打造国家级的“云端”艺术盛宴。

本次展演共推出22部优秀剧目，分别选自第十六届“文华大奖”获奖剧目、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扶持剧目、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

持剧目、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重点扶持作品和“黄河

文化”题材优秀剧目。其中，由武汉大学、湖北荆州九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排演

的现实题材歌剧《有爱才有家》将作为特邀剧目参演，以艺术形式表达武汉文艺

工作者对社会各界给予巨大支持和帮助的诚挚谢意。5月15日20时，22台剧目

视频在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上线，拉开了本次展演的大幕。

本次展演是文化和旅游部首次以线上形式开展的全国性展演活动，在剧

目组成、惠民手段、呈现形式、推广渠道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参演作品涵盖京

剧、地方戏、话剧、歌剧、舞剧、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会等多个艺术门类，均为

近年舞台艺术领域的精品之作，既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京剧《红军故事》、

儿童剧《火光中的繁星》、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歌剧《沂蒙山》、秦腔《王贵与

李香香》等，也有现实题材作品，如歌剧《道路》《马向阳下乡记》、舞剧《天路》

《草原英雄小姐妹》、豫剧《重渡沟》、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民族交响合

唱《畅想京津冀》等，勾勒出“四有书记”谷文昌、“时代楷模”李保国、“敦煌女

儿”樊锦诗、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批先进人物形象。展演以文化和旅游部官方

网站为视频播出主平台，统一发布播出22台剧目全剧视频，所有剧目均为免

费观演，让广大群众更为便捷、安全地共享艺术发展成果。此外，活动还通过多

种渠道传播推广，加大展演活动传播力度，增强观众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

（欣 闻）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
网络展演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5月 14日，《收获》长篇

专号2020年春卷长篇非虚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

首发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王

伟，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收获》杂志主编程

永新等出席。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马

文运主持。

据悉，2008年钟南山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时，作者

熊育群曾多次对其进行近距离采访，此作从新冠肺炎

与非典两次疫情中钟南山的忘我工作写起，笔触探入

他的精神世界，六个独立而又相连的章节，两场相隔

12年持续的观察与采写，从钟南山的成长环境到他的

求学之路、爱情与婚姻、医学追求，从最平凡的日子到

充满挫折的命运，在时代变迁与复杂严峻疫情的广阔

背景中，大量翔实丰富的细节，刻画出一个立体真实的

仁医形象。

王伟表示，现在是需要文学来塑造英雄的时代，也

是非虚构写作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钟南山：苍生

在上》的问世给上海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鲜活的

样本，树立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标杆。

与会专家谈到，文学应该表现时代，应该表现民生，

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时候，文学要高质量地在

场，不能缺席。在这部长达十几万字的非虚构文本中，作

家尽可能多层次多侧面地去展现钟南山作为医务人员

的典范、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所具有的丰富斑斓的精神世

界。熊育群用人民的视角和家国情怀，把这样一位时代

大家的精神、人性的温暖，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力量书

写出来，读来令人震撼。此外，这部作品用艺术的方式来

应对重大事件，紧贴现实书写创作，也显示出文学刊物

与出版社在重大事件中快速联动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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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东省作

协积极组织作家扎实开展主题文学创作，努力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广大作

家和文学工作者勇担使命，以笔为援，潜心创作

推出了一大批提振精神、凝心聚力的优秀文学作

品。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省作协及所属24个团体

会员单位共征集各类主题文学作品20000余篇

（首），通过文学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共

编发各类文学作品4000余篇（首）；山东作家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等

报刊、网站及其他客户端、公众号等平台上发表

的文学作品共有1000多篇（首）。

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驻鲁部队作家王昆为

军队抽组第四批赴武汉援助医疗队（待命预备

队）政工组干事，自疫情发生以后，一直接受封闭

性集训，时刻待命奔赴火神山医院。在封闭性集

训期间，他创作出报告文学“火神山系列专稿”《火

神山的灯火》《六十度仰角》《病房里的冲锋》等多

篇作品在《解放军报》刊发，中篇报告文学《火神山

第N次破晓》在《解放军文艺》发表，长篇报告文学

《红区日志：火神山的日与夜》即将出版。

作家逄春阶疫情期间主动申请到湖北武汉

和山东对口支援的黄冈抗疫一线进行采访创作。

他深入黄冈市大别山医疗中心以及黄梅县、团风

县、武穴市、蕲春县、浠水县和武汉市抗疫一线，

采访医务人员和部分抗疫一线志愿者等，创作了

一批优秀作品。目前他已在《大众日报》《联合日

报》等发表报告文学《逆风而上的春潮》《驱散寒

流的暖流——山东民企爱心战“疫”报告》《曲仪

庆：若赏樱花待来年》《钱捍的“前线”》等，散文

《久违了，大喇叭》《吟东坡豪放句，唱抗疫正气

歌》《暖心！不求回报的“山东兄弟”》《每个名字都

藏着一串故事》，随笔《“寒流纵然恶，怎敌春潮

急”》《稚子鞠躬：一种可见的“尊敬”仪式》《抗疫

一线的“山药蛋派”》《渴望见到这样的油画》等作

品。作家本人被黄冈市政府授予“黄冈市荣誉市

民”称号。

作家张建鲁创作并投资制作了抗疫歌曲《共

铸中华魂》《牵挂大武汉》《大武汉》《山东黄冈心

连心》《你是谁》《期待春天》《不负好韶华》《莫错

过花开时间》等，在济宁市电视台等媒体播放，其

创作的抒情长诗《难忘2020年的庚子春天》即将

刊发。

作家螳小螂创作战“疫”科普作品《小个子与

大个子》，累计更新手绘插图34幅、文字12000

余字，累计阅读量达1000万人次以上，被《光明

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和人民政协网、山

东卫视等媒体刊发、转载和报道。

此外，还有一大批山东作家的优秀主题作品

在各类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上发表，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做出了山东

文学界的积极贡献。 （郭念文）

山东抗疫题材文学创作成果丰硕

本报讯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湖南湘西自治州考察时，在十八洞村首次作出了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

指示。湖南省广大干部群众响应“精准扶贫”号召，

向三湘大地千百年来的贫困顽疾发起攻坚拔寨的

冲刺。湖南省作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鼓励和支持广大作家聚焦脱

贫攻坚题材，投身三湘四水，走进扶贫攻坚一线，进

行深度采访调查，以文学的方式见证并记录这一伟

大事业，创作了一批反映湖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优秀作品。

早在2014年，湖南作协就联合湖南省委外宣

办、湘西州委、州政府组织了“作家看湘西扶贫开

发”大型文学采访活动，邀请省内外知名作家奔赴

古丈、永顺、凤凰等地，考察湘西扶贫开发的新进展

和新成果，以文学的形式聚焦湘西扶贫大开发，总

结成绩，提出建议。同时举办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已

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并收入公开出版的《三湘

之歌——“中国梦·文学梦·湖南故事”系列采风作

品集》。

龙宁英在活动结束后，深入湘西扶贫开发一线

开展采访调查，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逐

梦——湘西扶贫纪事》，并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纪红建在活动期间受到启

发，此后他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大山深处，三年间

行走在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区、

县级市）的202个重点脱贫村庄，走访贫困户、脱贫

的老乡和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带回了

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

访素材，创作完成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作品

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全景式、纪实性展现了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呈现出了扶贫工

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一部以报告文学形式记载

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庄严厚重、气势恢弘

的精品力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湖南作协通过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重点作品扶

持、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和主题征文的方式，积极引

导广大作家走进扶贫故事发生的现场进行采访和

创作。

2015年，湖南作协参照中国作协做法，结合湖

南实际，制订《湖南省作家协会作家定点深入生活

工作条例》，并于同年启动该项工作。首次立项的就

有龙宁英的长篇报告文学《逐梦——湘西扶贫纪

事》和纪红建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6年来，

湖南作协每年的定点深入生活和重点作品扶持都

设有扶贫专题，2019年的湖南现实题材长篇创作

工程选题中设扶贫专题。截至目前，湖南省作协共

支持29个扶贫主题文学创作项目。

2017年，在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下，湖南省作

协联合湖南日报社、湖南省文联、湖南出版投资控

股集团举办了为期3年的“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

文活动，并在省内重点签约25名作家，有计划地组

织作家投身脱贫攻坚一线调查采访，开展创作。活

动期间，《湖南文学》《湖南日报·湘江周刊》《芙蓉》

《湘江文艺》《小溪流》等省内文学报刊杂志开设了

“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文专栏，陆续刊发了84篇

中短篇作品。征文收到212名全国各地作家的438

篇（部）参评作品，39篇（部）作品获奖，包括李文锋

的《火鸟》、胡小平的《化解》、郑正辉的《让爸爸站起

来》、江月卫的《守望》、田润的《苍山作证》、王天明

的《春喜》等 6 部长篇小说，罗长江的《石头开

花——武陵源旅游扶贫故事与把脉反贫困随想》、

韩生学的《家是最小国——另一种扶贫：“让婚姻照

亮生活”》、王丽君的《e网情深——湖南电商扶贫纪

实》、张雄文的《雪峰山的黎明——雪峰山旅游扶贫

模式纪实》、谢慧的《古丈守艺人》等5部长篇报告

文学，以及22篇（首）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

诗歌和儿童文学。这些作品书写方式各有差异，创

作题材新颖、广阔，有的反映扶贫给贫困地区发展

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的反映当地群众在脱贫路上的

全面成长，有的聚焦脱贫给新农村带来新气象，有

的关注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有的关注扶贫开发和生

态经济发展，有的反映信息时代乡村的电商扶贫，

还有的关注贫困家庭的婚姻问题。参与征文的作品

通过多个领域和多重视角，展示出湖南脱贫攻坚的

感人事迹，表现出人们努力奔向小康社会的奋斗精

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获奖

作品将于今年9月作为“梦圆2020”主题文学征文

活动获奖丛书公开出版。

湖南省内的实力作家积极投身扶贫主题创作，

一批优秀作品公开发表，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谭谈的

散文《青山里之秋》、谭仲池的报告文学《牛角山的春

天》、梁瑞郴的散文《藏在深山里的那片绿》、向本贵

的短篇小说《前程似锦》《长岭逶迤》、聂鑫森的小小

说组章《驱贫赋》、万宁的短篇小说《乡村书屋》、彭东

明的中篇小说《豆苗青 稻子黄》、谢宗玉的短篇小说

《忏悔》、纪红建的报告文学《曙光》、王琼华的中篇小

说《处分期间》、周伟的散文《他们，或薄凉的尘

埃——驻村扶贫手记》等。 （下转第2版）

文学界在行动文学界在行动

行走的“精准扶贫”
——湖南作协组织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

作家在张家界武陵源采访作家随扶贫干部深入江华瑶族自治县走访贫困户

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本报开设的“新时代文学

理论与创作实践”专栏正式推出。本期刊发《引领

文学陕军再攀高峰》（钱远刚）。

（见今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