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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民生，重在一个“实”字
文艺界代表委员聚焦社会民生议题

勇当文学领域的“泰山挑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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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文学如何在脱

贫攻坚中建功立业，作协如何在脱贫攻坚中履职尽责？近

年来，山东省作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

署，勇当新时代“泰山挑山工”，团结引领全省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讲述好脱贫攻坚“山东故事”、传递好脱贫攻坚

“山东声音”、塑造好脱贫攻坚“山东形象”，开创了文学助

力脱贫攻坚新局面，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加快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贡献了文学力量。

加强思想引领 凝聚使命担当

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通过举办各类

别、各层次的专题培训班、学习班、研讨班，引导全省文学

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

断增强文学助力脱贫攻坚的责任感使命感。2018年，举办

了全省作协系统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和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艺骨干

培训班。2019年，举办了“山东文学周”大型主题活动、全

省文学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省作

协文学工作者“四力”教育培训班，开展了纪念习近平总书

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系列活动、“泰山

挑山工”文学艺术形象征集活动等。还先后推荐多名作家

参加中国作协等举办的各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等。引导广大作家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力”、担当作为，潜心创作优秀作

品，绘就多样齐鲁风情画卷。

多出精品 多出人才

近年来，山东省作协加强脱贫攻坚题材精品创作。文

学助力脱贫攻坚，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创作推出一

批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佳作。在精品策划方面，围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时间节点，研究确定了“三大攻坚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沂蒙精神”“泰山挑山工精神”“先模

人物”“乡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经略海洋”“黄河滩区

迁建”“山东故事”十大主题文学创作，建立完善了文学精

品创作的策划、扶持、打造、激励、推介等一系列工作机制。

在创作扶持方面，实施文学精品打造工程、重点作品扶持、

定点深入生活和青年作家、儿童文学、网络文学创作扶持

等项目，编辑出版《齐鲁文学典藏文库（当代卷）》《文学鲁

军新锐文丛》《山东作家作品年选》《山东青年文学名家文

库》等图书，开展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评奖，参与拍摄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连续剧，举办全省重大题材文学创作交

流推进会等，加强对脱贫攻坚题材等重点创作选题的激励

扶持。在精品推介方面，通过评定签约文学评论家，召开专

业委员会年会、举办作家作品研讨活动、举办主题文学展

览等方式，加强对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创作及优秀作品的

宣传推介展示。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出了赵德发的长

篇小说《经山海》，铁流的报告文学《“莱西经验”诞生记》，

张继的电视连续剧《遍地书香》，逄春阶、朵拉图的长篇报

告文学《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刘恒杰的长篇小说《乡村

风景》，周习的长篇小说《中国农民》等一批脱贫攻坚题材

优秀文学作品。其中，《经山海》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莱

西经验”诞生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5月

8日，由省作协参与摄制的38集文化扶贫电视剧《遍地书

香》，作为全国脱贫攻坚题材重点播出剧目，在北京卫视黄

金档首播，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网等同步播出，成为省

作协打造脱贫攻坚文艺精品的又一重要成果。

脱贫攻坚，关键在人。文学助力脱贫攻坚，关键就在基

层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基层文学人才培养方面，通过成

立“张炜工作室”并开班授课、评定签约作家、开展文学照

亮人生——服务基层作家创作培训活动、实施“三个一

百”工程以及举办山东青年作家（乡村振兴题材）高研班、

山东省（乡村振兴）作家班、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与文

学创作高级研修班等，不断加强对基层作家的教育培养，

提升基层作家的实力水平，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在基层文学人才扶持方面，通过发展推荐会员、

举办创作研讨活动等工作向基层文学人才倾斜，向基层

作协、基层文化活动室和文化馆、图书馆等赠送《山东文

学》《时代文学》《百家评论》杂志，以及开展文学交流、信

息咨询等，努力为广大基层作家提供更多的扶持服务。

2020年，省作协新发展会员350多名，其中大部分是基层

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创新三大机制 落细落实务求实效

加强对口帮扶工作机制。省作协先后选拔三批10人

次到聊城市阳谷县李台镇、狮子楼街道办挂职“第一书

记”，对口帮包4个村庄和1个社区脱贫攻坚，经过共计7

年的艰苦奋斗，“第一书记”们圆满完成了各项帮包任务，

为促进当地脱贫攻坚做出了突出贡献，多家媒体对他们的

工作进行了宣传报道。目前，省作协还有1人在济宁市鱼

台县王庙镇大奚村担任“第一书记”，1人在临沂市沂水县

担任“山东省乡村振兴基层服务队”队员，2人在德州市武

城县担任“进企业、进项目、进乡村、进社区”疫情防控攻坚

工作组成员。同时，省作协2019年开始对接支持菏泽市郓

城县乡村文化振兴工作，2020年开始联系帮包青岛胶州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市、区）工作，在对口帮扶

支持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帮助基层作

家成长成才。

山东省作协通过多种方式积极鼓励引导广大作家深

入脱贫攻坚一线进行采访创作。深入实施作家定点深入生

活制度，在各团体会员单位积极推荐的基础上，先后评定

多批次近百个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并给予扶持，推荐

数十位作家申报的选题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组织开展山东作家“乡村振兴”主题大采访活动，全省文学

界上下联动，多个市地积极跟进，几百名作家深入全省乡

村振兴点进行深入采访。组织开展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为主题的“硕秋天蒙作家行”采访、全国著名作家

走进黄河口采访、“中国作家走进德州”、百名作家莱芜行、

2019中国（日照）散文季、2019中国东营黄河口诗会、山东

作家走进沾化和商河、“中国作家走进博兴”等一系列助力

脱贫攻坚的文学活动，数千名作家奔赴脱贫攻坚一线，创

作推出优秀作品。同时，先后与鲁商集团、莱芜香山、东营

市孤岛镇等单位合作建立了一批作家创作基地，为广大作

家采访创作提供支持和帮助。山东省作协被中国作协评为

2019年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集体”。

开展文学普及活动，组织作家“进农村、进社区、进校

园、进企业、进军营”是文学助力脱贫攻坚的有力措施。探索

建立了文学志愿者服务制度，组织成立了山东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文学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以“文学照亮人生”为主

题的系列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先后在全省开展了17场“文

学照亮人生——山东省文学名篇阅读走进基层”活动，举办

了7场“文学照亮人生——中外经典文学讲坛”活动，开展

“文学照亮人生”服务基层作家创作培训活动，积极组织“三

下乡”“全民阅读”“书香社会”“文学公益大讲堂”以及各类

图书捐赠、文化下乡等活动，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

山东省作协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今

后将进一步加大对脱贫攻坚题材文学精品创作的规划打

造力度、对基层作协的支持指导力度和对基层作家的扶持

帮助力度，努力推动文学助力脱贫攻坚再上新台阶、攀上

新高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山东“两个走在前列、一个

全面开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在江苏网络

文学创意产业园启动。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省作协党组

书记汪兴国、江苏省文投集团党委书记盛蕾、江苏省版权局副局长李

贞强、江宁宣传部部长张思明等共同启动“金键盘”奖。

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今年为第二届。本

届评奖作品范围为在全国各大文学网站发表，并于2018年1月至

2019年12月期间完本或翻译成外文且在国外网站连载或出版的华

文网络文学作品（含繁体文字作品），以及在此期间实体出版和影视、

游戏、动漫改编的华文网络文学作品。江苏作协一级巡视员王朔向全

国网络文学界发出邀请，希望各省市网络作协、各文学网站积极推

荐，广大网络作家热情参与，通过该奖把更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反映时代、贴近生活，讲述中国故事、构筑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呈现给广大读者。江苏文化产

权交易所也在本次活动中入驻园区，江苏省文交所与江苏省网络作

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旨在进一步助推江苏文化资源高效流转，推动

江苏网络文学繁荣发展。 （欣 闻）

第二届泛华文网络文学
“金键盘”奖启动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6月3日至4日，由

《诗刊》社与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宣

传部联合主办的“弘扬与传承新时代愚公移山精

神”全国诗歌征集活动颁奖仪式和座谈会在河南

济源举行。李少君、张战伟、李哲、王冰、宫鸣等主

办方相关负责人，李洱、北乔、曹宇翔等作家、诗人

参加活动。

济源位于王屋山下，因济水发源于此而得名，

与“愚公移山”的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山一水

一精神”，济源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悠久厚

重的历史渊源、雄奇壮美的自然资源，成为孕育诗

歌的沃土。“弘扬与传承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诗

歌征集活动于2020年4月25日启动后，受到全

国诗歌爱好者的广泛关注，短短一个月内，共收到

诗歌2100余首（组）。经过初评、终评，共评选出

30件获奖作品。其中，姚德权的长诗《愚公移山：

以钢钎的意志，凿出新时代的黄钟大吕》获得一等

奖；辰水的《四个愚公与一个脱贫村》、梁尔源的

《起重机、挖掘机及其他》、罗兴坤的《愚公新篇》3

组组诗获得二等奖。

活动期间，诗人们参观了济源愚公移山精神

展览馆，并参加了“文艺工作者谈愚公移山精神座

谈会”。大家谈到，愚公移山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提供了

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愚公移山》75周年。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为愚公移山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当下，各个

领域都不断涌现出鲜明体现愚公移山精神的人物，作家、诗人要拿起

手中的笔讲好新时代愚公移山的故事，创作出兼具民族精神和时代

价值的精品力作。

山东作协“文学照亮人生”基层服务队在沂水举行走基层公益活动

文学界在行动

本报讯 近日，作家、艺术家兴安新书《在碎片

中寻找》读者分享会在内蒙古包头举行。内蒙古作协

副主席白涛以及胡刃、广子、魏旭、唐月、李娜、娜仁、

简素兰、水孩儿等当地作家、诗人50余人参加活动。

《在碎片中寻找》是作者对文学与艺术、祖国和

家乡的山川风物的观察与感怀，也记录了作者对国

内文学艺术大家的回忆。该书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

版后，在国内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广泛关注。活

动现场，诗人们朗读了兴安的《我不是画马的人》

《蒙古包：真实的与想象的》《草原深处的“那达

慕”》等诗歌和散文作品，并谈及自己对兴安及其创

作的看法。

在《关于写作的几个问题》的讲座中，兴安说

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丰富细腻的感受，文学

就是让人把内心感知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并用文

字表达出来。写作中，细节描写尤为重要，在一篇作

品里，如果说叙述是行走，那么细节就是驻足。写作

者要细心观察生活，有时甚至要身体力行，才能写出

好作品。

在信息和网络化的时代，人们相处和交往的时

间越来越碎片化，而阅读、写作、学习将成为一个重

要选择，让人们在文学中相遇美好。 （蔡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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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9日，《十月》skp会客厅“对读”

系列首场活动在京举行，作家梁鸿、艺术家邱志杰、

青年评论家季亚娅参加活动，畅谈“每重生命走过每

重山水”，为读者带去了一次在行走中寻觅思想踪迹

的旅程。

继《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后，梁鸿的新作《四

象》写的依然是那片土地上的故事。孤独的城市青

年与三个亡灵从大河边开始，游走各处，四个人物四

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串联起一个村庄近百年的曲折故

事与人情变迁。“其实我最初写这本书一点没想写亡

灵，我想写的就是地下人在说话，他们都是活着的

人，这样说好像有点侥幸，但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

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说话。”对梁鸿而言，所谓的亡

灵和角色，如果把地上与地下的界限打通，他们都是

同在的人，都生活在当下，历史、当下、自然、灵魂就

这样交织在一起。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田野调查的

梁鸿坚信来自于土地和乡村的力量，在那里“每一个

人都来到我心里，我听见每个人说话、哭泣、欢笑，他

们行走的姿势、面貌，都活在我心里面，那一刹那我

特别喜悦，好像生活赋予我特别充实的东西。虽然

诉说可能是特别微不足道的，但那是全部。那种喜

悦感是我之前没有得到的，会支撑你走下去。”

同样，邱志杰新作《剧透》也在历史与当下的时

空中穿行，借画作与戏曲结构提炼出中国历史中循

环出现的上百个“角色”，探测中国文化的隐秘基

因。《剧透》将当代和古代的“同时性”、艺术形式与

社会批判的同构性，在极富活力的文字中呈现，将

历史变成另一重山水桃源。邱志杰说，我们之所以

做艺术，或者驱动文字和绘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如果心里早有答案，基本上是不

会写的。在这一点上，绘画和写作都一样。只有以

如此真切的方式,才能勉强捕捉到一点文学艺术的

奥秘。

（李晓晨）

《十月》会客厅举办首场活动
梁鸿邱志杰携新书“对读”

《你是我的原型》
安 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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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精选了作家近几年来
发表的明人日记系列作品 80
篇。以“明人”之口娓娓叙述，视
角新颖独特，构思精巧周密，内
容丰盈饱满，素材地气充沛，笔
触细致生动引人入胜。作者将
情、理、趣融于一体，充分运用小
小说的文体特点，或展示犀利深
沉，或显露真情婉约，或呈现幽
默生动，或表达冷静凝重，使读
者在轻松短暂的阅读中，会心一
笑，催人惊醒，促人感怀，令人欣
喜，也让人深思。故事信手拈
来，短小的篇什各成一体又似
有关联，由细小而成恢宏大观，
因滴水而汇成汩汩泉流。

新书贴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日致信祝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100周

年，向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史悠久。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扎根东北、爱国奉献、艰

苦创业，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

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新的起点上，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教书育人、科研攻关

等工作中，不断改革创新、奋发作为、追求卓越，努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哈尔滨工业大学始建于1920年，1954年进入国家首批

重点建设的6所高校行列。多年来，学校形成“厚基础、强

实践、严过程、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特色，培育出一批优

秀人才。

习近平致信祝贺哈尔滨
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