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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
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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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6 日

■ 9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8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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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第九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9 月 15 日，中国现代文学
馆 2020 年度客座研究员和特邀研究员聘任仪式、第九
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9 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
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出席并为获
奖者颁发证书。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敬泽出席并讲话。
李敬泽在讲话中说，客座研究员的聘任、两个理论
研究奖的评选，都关涉到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成长问
题。多年来，客座研究员制度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与评
论工作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批评家在
这个平台上相互学习、相互砥砺，在理论评论的话语场
中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是中国
现代文学馆设立的重要学术奖项，旨在弘扬唐弢先生的
学术精神，鼓励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的现当代
文学研究，在学术界和文学界享有盛誉。
《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在办刊中坚持政治性、学术性、前沿性的统
一，刊发大量知名学者和青年学者的优秀论文，为刊物
的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取得了战“疫”斗争的战
略性成果，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团
结奋斗，宏伟的时代图景正在我们的面前展开，这为文
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提供了丰富馈赠。年轻一代的学者
和批评家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我

《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 韦其麟研究》新书首发

广西纪念《百鸟衣》发表六十五周年

·

们所处的时代，积极关注当下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现
场，在学术上作出有力回应，推动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
变革和艺术创新。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中国作协培养
优秀青年评论人才的重要举措。自 2011 年设立以来，已
有八届共 78 位青年批评家陆续加入客座研究员队伍。
这项制度的设立，有效地促进了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
长，赢得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产生了广泛而
良好的社会影响。经过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
格评审，李静、路杨、赵坤、汪雨萌、沈闪、崔荣、周展安、
陈舒劼、曾攀、康凌共 10 位青年批评家成为第九届客座
研究员。第八届客座研究员张克、卢燕娟、杨丹丹、陈培
浩、来颖燕、朱羽、李章斌、程旸、胡桑届满离馆，他们被
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以新的身份继续参与
文学馆研究活动。当天下午，还举行了第九届客座研究
员第一次学术例会。李敬泽与客座研究员们一起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并结合当前的
文学创作和研究状况进行交流。
第九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当天颁奖。据介绍，唐
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每年评选一次，每届获奖论文均为 5
篇。本届评奖得到唐弢先生的家乡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的大力支持，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宁波市江北区委宣传
部共同主办。初评推荐工作于 2019 年 12 月中旬启动，
在规定期限内，共收到 21 位提名评委推荐的论文 64
篇。评奖办公室进行了认真审核和筛选，确定 20 篇论文
进入终评。经过公示期，于 2020 年 1 月 12 日在京举行终

本报讯 9 月 14 日，由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南宁师范
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的
“《百鸟衣》发表 65 周年暨《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
究》新书座谈会”在南宁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出席并
讲话。诗人晓雪、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和钟世华、朱山坡、
黄祖松、丘晓兰、潘大林、陈爱中、黎学锐等 20 余位作家评论
家参加会议。会议由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容本镇主持。
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韦其麟是大家非常敬重的少数民
族作家，他的叙事长诗《百鸟衣》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特
别是壮族文学的里程碑。长诗《凤凰歌》和短诗集《童心集》
《含羞草》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诗歌创作是对壮族文化
和壮族诗学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作家独特的想象力和娴熟
的语言修辞能力。韦其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声望荣誉，又与
他淡泊名利、为人低调的处世之风相得益彰。韦其麟的文学
创作及其思想发展，仍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挖掘、研究。
《文学桂
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的出版，可谓韦其麟研究的一
个新开端。
据介绍，
《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由广西
青年学者钟世华编著，是“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的第一
本，包括作家小传、研究综述、自述·访谈·印象、评论文章选
辑、研究论文选、作家作品索引、研究成果索引等内容。与
会者表示，该书资料详备，其中不少是新挖掘的材料，为接
下来继续深入研究韦其麟文学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希
望钟世华在注重资料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研究性，推动
韦其麟研究不断深化。
在座谈会前，陈建功、晓雪、张燕玲前往韦其麟先生家中
进行探望。大家在交流中说，叙事长诗《百鸟衣》虽以民间传
说为基础，但韦其麟对主题、情节、人物等进行了重新创造，把
民间传说转化为文人创作，凝结为具有个人印迹的诗句，使作
品颇具诗性张力与现代意识。这些年来，
《百鸟衣》不断被改
编为舞台艺术，在改编的时候却忽视了韦其麟的著作权。希
望在相关机构、部门的协助下，能够更好地维护作家的权利。

评会。丁帆、王尧、王晓明、王鸿生、许子东、吴俊、吴义
勤、李洱、陈晓明、张清华、李敬泽、孟繁华、施战军、黄子
平、阎晶明和程光炜等参加终评会。最终，获得第九届唐
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 5 篇论文是：方岩的《文学史幽暗
处的高晓声——兼谈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代表作”问
题》、周展安的《
“现实”的凸显及其理念化——对“五四
运动”思想与文学内在构造的再思考》、李蔚超的《社会
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
学研究所》、陈舒劼的《
“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
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张
丽华的《文学革命与〈域外小说集〉的经典化》。这些论文
展现了新一代学者和批评家在学术上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度优秀论文奖也
同时颁发。吴宝林的《
“理想主义者时代”的新剪影——
青年胡风若干史实考辨》、杨辉的《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
学传统》、姜涛的《
“打开一条生路”的另外路径——以朱
自清对 1940 年代新文艺的接受为线索》、岳雯的《生活
与历史中的好人：平民中国的道德想象——梁晓声〈人
世间〉论》、丛治辰的《偶然、反讽与“团结”——论李洱
〈应物兄〉》、路杨的《
“斗争”与“劳动”：土改叙事中的“翻
心”难题》、杨庆祥的《对现代文学研究几个基本问题的
理论思考》7 篇论文获奖。
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
长梁飞、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傅光明，第
九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委代表孟繁华、张清华等参
加。仪式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主持。

运河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近日，由扬州市委宣传部主
办、扬州大学文学院承办、扬州市文联和扬
州市作协协办的“运河文学艺术创作研究
院首届学员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江苏扬州
举行，
“ 运河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揭牌与
聘任仪式同期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与活动现场视频连线。扬州市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广春、扬州大学副校长
陈亚平、扬州市文联主席仲衍书、扬州市作
协主席杜海等出席，运河文学艺术创作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堂会主持。
吴义勤对本次培训班的举办表示祝
贺。他希望作家们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讲品位、讲格
调，牢记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创作出更多
无愧于时代、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李广
春表示，希望以“运河文学艺术创作研究
院”的成立为契机，通过校地合作的新形
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扬州本土作家，带动
扬州文化的发展。
在为期 5 天的培训中，洪清波、王干、
高建刚、朱辉等专家以讲座、改稿、互动等
形式对学员们进行了指导。扬州文学爱好
者和扬州大学部分师生在现场和线上参加
了学习研讨。
（舒 跃）

“和你在一起”展览

展现北京文艺 70 年的辉煌成就

刘庆邦新作书写女工故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多年来，作家刘庆邦始终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
化转型过程中农民工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在矿工题材小说创作上取得了
丰硕成果。近期，刘庆邦书写煤矿女性工人青春、爱情与奋斗的新作《女工绘》
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这也是作者的第四部煤矿工人题材的长篇小说。日前，作
家出版社在京分别举办了该书的首发式和读者见面分享会。
《女工绘》的主人公们结束了知青生活，当上了矿场女工，她们的到来使沉
寂的矿山变得生机勃发。小说以华春堂找对象的曲折过程为主要线索，连缀
起多位矿场女工的不同命运，华春堂身上展现的不屈不挠、勤谨务实又不乏温
情和生存智慧的人性光华令人动容。作品文字老练稳健，平和而不失诗意，勾
勒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世俗人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矿场女工
群像图，唤起一代人对青春的记忆和对命运的慨叹。
首发式上，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作家李洱与作者围绕新作展开对
谈。读者见面会上，作家柳岸、学者张元珂等与作者进行了交流分享。大家认
为，书中的矿场女工们犹如一朵朵绽放的“黑玫瑰”，时代的烙印、人生的疼痛、
命运的困厄掩不住她们蓬勃的爱情、青春的芳华与人性的光环。作者凭借老
到的创作功力将这些人、这些事娓娓道来，倾注了他对青春、爱情、生存智慧的
半世凝望、追索与沉积。煤矿是刘庆邦的文学富矿，长期以来，他在“小说”这
口矿井中持之以恒地开掘，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素材，这为他提供了从容创作这
部作品的底气。刘庆邦坦言，书中的每位女工都展现着蓬勃的青春之美、生命
之美，自己将她们写进书中，通过文字使她们永远以青春的姿态存在。希望这
部作品能够唤起人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以及对命运、青春、爱情等人类永恒
话题的关注与思考。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 月 1 日，
“和你
在一起——北京市文联成立 70 周年成就
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系统梳理
了北京文艺 70 年的发展历程，重点呈现了
北京文艺 7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此次展览共分为序厅、创立与探索、改
革与繁荣、向高峰迈进、尾厅 5 个部分，共
展出约 6 万字、1500 余张照片、30 段视频
资料和 150 余件实物。展览以时间为序，全
面展现了北京文艺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丰硕成果，涵盖了文学、戏剧、美术、书法、
摄影、民间文艺、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电
视、电影、文艺评论等多个门类。展览展出
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许多是首次
与观众见面。周恩来总理亲临北京市第一
次文代会会场的照片、老舍在龙须沟撰写
的手稿、侯宝林和郭启儒等到抗美援朝前
线慰问的照片等，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

重要的史料价值。北京文艺工作者参加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投身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文艺创作等照片，展示了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北京文
艺事业的创新发展。展览中还荟萃了许多
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如齐白石 91 岁时
为老舍创作的水墨画《蛙声十里出山泉》、
古一舟等 6 位画家合创的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献礼作品《首都之春》、描绘 16 位院士
医务工作者肖像的抗疫题材中国画长卷
《不负苍生》等。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宁说，北京市
文联的 70 年，是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
步伐、与人民同呼吸的 70 年。首都文艺工
作者和文联人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在凝
视出发点中重温初心、在回望来时路中铭
记使命，从当下起步走好下一个 70 年。
展览为期一个月。

中国作协﹃我们向着小康走﹄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迪庆

中国现代文学馆聘任第九届客座研究员

本报讯 8 月 31 日至 9 月 6 日，中国作协“我们向着小康走”
主题采访团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进行采访。这是中国作协组
织的“我们向着小康走”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的第四个小分队。采访
团深入迪庆的村寨，对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普达措洛茸村旅游
发展模式、纳帕海生态保护区建设、高原葡萄种植基地集体经济、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尼西黑陶、德钦县奔子栏镇手工艺品制作
等多个领域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
迪庆地处高寒山区，是云南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地
域之一。通过近年来的精准扶贫，迪庆于 2020 年 5 月实现了整州
脱贫。在 7 天的采访过程中，作家们克服高原反应等困难，奔走于
各个采访现场，对迪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中
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实践有了实际的了解。
采访团的第一站是普达措洛茸村。这个村过去因为海拔高，
农牧业收成少，村民们常常吃不饱，要靠国家的返销粮救济。自从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当地因地制宜，以保护环境求发展，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接受作家们的采访时，村小组组
长边民说：
“现在我们吃穿不愁，家园越来越美，政府还发放征地护
林补贴，我们建设美丽家园的信心更足了。”
在香格里拉市忠浩野生中药材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作家们看
到了地里正在生长着的各种药材。在德钦县云岭乡布村，大家看
到，村里家家户户都建起了宽敞明亮结实的藏式住宅。
在德钦县采访期间，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包宏烈、采访团成
员与当地基层作家代表、脱贫攻坚驻村干部代表进行座谈，了解当
地的脱贫攻坚情况，并就基层作家队伍建设、会员发展、文学创作
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作家们谈到，在高原地区工作，最稀缺的是
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驻村干部和基层作家像格桑花一样扎根
雪域高原的精神让我们十分感动。中国作家有责任、有义务写出
有温度、带露珠、接地气的优秀作品，反映这个时代的沧桑巨变。
这次采访让作家们感慨良多、收获满满。作家郭晓晔说：
“此
次釆访活动，让我切身感受到藏族同胞的勤劳、质朴和生活新貌带
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生机焕发的尼西黑陶、奔子栏锅庄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更加深了我对这个高原民族带有神秘气息的文化流
脉的浓厚兴趣。”作家刘建东谈到：
“香格里拉奔向小康的路在连绵
的大山中，小康之路上，奋斗的精神弥足珍贵。而小康的终点，是
我们见到的那些真实、奉献的扶贫干部、致富带头人、民间手工艺
者、非遗传承人，一起携手抵达的。”作为一名云南人，作家胡性能
此前就来过迪庆，他说：
“ 秘境迪庆，大山大水大历史，一路‘非遗’
助脱贫。”作家黄咏梅说：
“ 此次深入迪庆采风，有很多的收获。这
里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藏族同胞质朴热
情、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都将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
此次采访活动得到了云南省作协和迪庆州委宣传部、德钦县
委宣传部、德钦县文联的大力支持。据悉，采访结束之后，作家们
将用文学创作的方式生动反映迪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程 健）

2019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
排行榜新闻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 9 月 14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举办的 2019 年度中
国网络文学排行榜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阅文集团、咪咕阅读、晋江文学
城、凤凰网、纵横中文网、17K 小说网、掌阅文化等 20 余家网络文学网站代
表参加发布会。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何弘主持。
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始于 2014 年，本次已是第 6 届。该排行榜的设
立，目的在于强化对网络文学创作的引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出
精品、多出人才，为全社会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据何弘介绍，
为体现网络文学对影视、游戏、动漫行业的带动作用及在海外传播方面的影
响，更好地发挥导向作用，在原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的基础上，增设中国网
络文学 IP 影响排行榜和海外传播排行榜，三个榜单共同构成 2019 年度中
国网络文学排行榜的构架。
本次排行榜于年初启动，最终收到申报的网络小说 283 部，其中，现实
题材作品占申报作品总数的近一半。申报作品反映了网络文学 2019 年度
创作和 IP 改编及海外传播的基本面貌，代表了网络文学的创作成就。经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初评和复评，有 28 部作品（项目）进入 2019 年度中国网
络文学排行榜的终评。其中，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入围作品 14 部，中国网
络文学 IP 影响排行榜入围作品 10 部，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排行榜入围作
品（项目）4 部（项）。
为体现网络文学的传播特征和市场特征，充分发挥广大网络读者在网
络文学创作和传播中的能动性，本次评审特别增加了读者网络投票环节，在
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投票端口，于 9 月 14 日 12 点正式上线，截止
时间为 9 月 28 日 8 时。
据悉，9 月 28 日，中国作协和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将联合在深圳市南山
区举办 2019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发布仪式。当天，还将举办中国网络
文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围绕网络文学的本质及当下亟待解决的精品创作
和 IP 改编等问题展开研讨。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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