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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云南大学中国当
代文艺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转折
的文学：新人·新主题·新历史——《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优秀
论文奖颁奖活动暨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举行。活动采取现场
会议和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在沈阳设立主会场，在北京、杭
州、南京、苏州、重庆、海口、青岛设立分会场，并通过网络进行直
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党委书
记、主任韩伟，辽宁文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批评家、学者、编辑参加会议。

在活动中，吴义勤宣读《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优秀论文奖
获奖者名单。徐兆寿、王兆胜、张国龙、芦苇岸、叶炜、韩模永、王
德威、杨姿、毕光明、赵坤10位学者获奖。在论坛上，孙郁、黄发
有、丁帆、张福贵、孟繁华、王兆胜、南帆、郜元宝、贺仲明等专家
学者围绕“未完成的现代性”“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反思”

“对作家代际命名问题的再思考”“对文学新人形象的重新界定”
“对‘80后’乡土小说的分析与展望”等具体议题展开。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论坛立足于一个“新”字，重在探讨当下转折
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新动态、新问题、新走向，是在新时代对中国
当代文学进行再一次梳理和辨析。 （王 宁）

专家研讨文学中的
“新人·新主题·新历史”

延安：我生命的摇篮

延安好啊！
——延安政治环境好，文化环境好。
——延安军民的政治觉悟很高，青年人在延安成长进

步特别快。
这是我们采访90岁的云照光时，云老反复说的话。
云照光，蒙古族，蒙古名叫乌勒·朝克图，内蒙古自治区

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人。
塔布赛村在阴山下，黑河边。很早以前这里只有贫困的

云姓一家蒙古人。后来陆续从山西迁来4户人家，成为5户
人家，小村也就有了村名“塔布”，蒙古语中“5户”的意思。塔
布赛坐落在土默川上，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可是在旧
社会，云家一直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云照光七八岁开始就给
牧主放羊放牛，每天在主人家只吃一顿饭，都是人家饭桌上
撤下来的残羹冷炙。

从小时候的故事开始，云老向我们讲述起他一路走来
的历程：

在我10岁那年，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挑担卖货的“货
郎担”。他时常住在我们家，和我父亲拉呱，一拉呱就是半
夜。我们家人都喜欢这个人。有几天“货郎担”不见了。这时
候听父亲说要送一批蒙古族年轻人去延安读书，其中就有
我三哥云晨光，还有村里的几个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了，非
闹着也要去延安。因为年龄太小，父母亲不同意，在我伯父
的一番劝说下，他们才点头了。后来我才知道，伯父是地下
党，是他组织我们去延安的。

塔布赛村去延安的有十几个人，有我的哥哥和姐姐，还
有我应该叫叔叔的人。临走那天，母亲舍不得我走，跟着追
了二十里地，哭了二十里地，哭病了也没有把我哭回去。父
亲将我送到小里树村。我们在这里等了几天，等来了归绥
（今呼和浩特市）组织来的蒙古族青年学生。这样我们一行
22人一同奔赴圣地延安。

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小里树村，忽然看见那位“货郎担”
也在村里。有人告诉我们，“货郎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即
曾经在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学习过的贾力更
同志。我们这次奔赴延安，正是由于贾力更同志和刘卜一
（奎璧）同志的组织动员。

我们是内蒙古去延安学习的第一批蒙古族青少年。
我们一路上受到伪“蒙古军”的阻拦，受到国民党特务

的离间和破坏，也受到日本大马队的威胁。但是有地下党同

志的机智勇敢巧妙应对，一一闯过难关，过黄河、穿沙漠、走
大川，一步一步走到延安。

云老讲到这里，呵呵一笑：“你们知道吗？我的档案里写
着：云照光出生于1929年，参加革命时间为1939年。我10
岁就参加革命啰。”

云照光一到延安就进入陕北公学，开始接受革命教育
和文化学习。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
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
爱国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当年
毛主席为这所学校题词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
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
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
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
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
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
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

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里有7个少数民族的数百名学生，

当时合编在一起，成立了陕北公学的民族部，各民族同学亲
如兄弟姐妹，一同坐在清泉的岩石下听老师讲课，学政治、
学文化、学歌舞、学美术、学表演话剧。1941年9月，为了更
好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中央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
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毛主席送来了他的贺词。兄
弟院校也送了贺信、贺词，热烈祝贺延安民族学院的成立。

云照光说，每一个人在延安成长进步都很快。正是有
毛主席的教导，有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和延安大学这样
的革命学校的培养教育，我这个蒙古族“放牛娃”才成长为
一位革命者，成长为一个作家。

说到文学，云老说，我在延安民族学院办黑板报、办壁
报，创办《少年报》。10岁参加革命，12岁做报纸主编，这是
只有在圣地延安才有的奇迹，这是只有在摇篮陕北公学才
有的奇迹啊！

12岁的云照光当儿童团长，做主编，写诗词散文。14岁
那年，他写了一篇《蒙古同胞的感想》，后改题目为《心声》，
发表在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在延安，云照光既走上革
命道路，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云老是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兴趣广泛的人。他遵照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学歌舞，演话剧，
参加秧歌队，唱二人台。还在中央礼堂为毛主席等中央领
导人演出过自编的节目。在延安，他还学会打鼓、拉二胡、
弹三弦、吹笛子，是一个文艺的多面手，是当年延安青少年
里的文艺骨干。

鄂尔多斯：我红色文学的家园

1945年，党中央把民族学院迁移到伊盟城川，培养内蒙
古青少年。在延安生活学习6年后的云照光也回到城川，在
民族学院当学生会主席、教育干事。16岁那年，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期间，伊盟工委派云照光到木肯淖做党的地
下工作，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为了不被敌人怀疑，组织上宣
布云照光在乌拉尔林战斗中光荣“牺牲”了，而云照光打扮
成商人，化名为河曲人郭亮，在榆林城里做买卖。从榆林到
乌审旗、鄂托克旗建立“伙场”（买卖房，羊场）以商人身份做
掩护，组织民兵、妇救会、青年会。云照光还以“商人房子”的
二掌柜身份，向伊盟工委传送情报，做对方相关人物的工
作，组织起义，迎接解放。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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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5日，首届贾大山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石家庄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致信祝
贺。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国辉，河北
省文联党组书记解晓勇，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张
勇，石家庄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
韶华，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春雷、郭宝亮、程雪莉
等参加颁奖典礼。

首届贾大山文学奖评选活动由石家庄市委宣
传部、石家庄市文联主办。经评委会严格评审，康
志刚、何常在、清寒、石夫、刘厦、闫荣霞、韩文戈、
孟醒石、刘世芬和柴卫华、裴建素、杨惠玲等作家
的10部作品获奖。另外，虽然、蒲素平、张敦、杨
辉素、白庆国、周喜俊、孟玉7位作家的7部作品
获得特别奖，潘幸泉、王子龙获得新人奖。

在颁奖仪式上，大家表示，贾大山是新时期文
学创作的优秀代表人物，贾大山的作品始终坚持
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植根于人民的生活，运用独特
视角洞察社会人生，精心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在
潜移默化中感染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组织
评选贾大山文学奖，就是要传承贾大山的现实主
义创作精神，不断创作出更多带着时代气息的精
品力作。 （冀 文）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诗刊》社第37届“山西
沁源·青春诗会”新闻发布会暨签约仪式在京举行，宣布第
37届青春诗会将于2021年夏季在山西省沁源县举办。届
时，十余位优秀青年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将齐聚山西沁源，
进行诗歌的交流互动。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
话。《诗刊》主编李少君、沁源县委书记金所军、沁源县委宣
传部部长黄贵河、沁源县副县长李建萍等参加发布会。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青春诗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36届，为推动我国诗歌创作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沁源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浸润着革命文化传统和红
色基因，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本届诗会在沁源举办，可谓诗意
与大地的相遇。当前，文学界、诗歌界都在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诗歌创作也应当
更好地见证和表现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实践。希
望通过这次活动，青年诗人们能够深入交流探讨，创作更
多优秀诗作。

会上，李少君介绍了青春诗会的历史、影响以及筹办
第37届青春诗会的基本情况，金所军介绍了沁源经济社
会和文化发展情况，黄贵河介绍了沁源文学创作情况及第
37届青春诗会承办设想。与会者共同见证了《诗刊》社和
沁源县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 近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和《钟山》共同主
办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在南京举行。江苏省作
协党组书记汪兴国、党组成员贾梦玮，以及近20位青年批
评家参加活动。与会者围绕“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
径”“青年写作中的乡村与都市”“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
实”三个议题展开交流。

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新变化，作家对此要给予积极回
应。与会青年评论家认为，文学创作要观照时代生活，文学
与现实是有机互动的关系。先锋文学走过的道路，可以为
现实书写提供新的路径和启发。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
面使得故事频频涌现，为作家提供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
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作家需要研究生活，
但归根结底是要通过语言来映射世界，并通过改变语言改
变世界。

在谈到青年作家笔下的乡村与都市时，大家表示，当
下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复杂，无论乡村和城市，都很难在文
学的场域中孤立地成为“自足”的叙事空间。如何在当下语
境中深刻而准确地反映乡村和城市的面貌，成为青年作家
面临的问题。乡村和城市并非某种景观和符号的堆砌。远
离符号化景观，传递真正的气息和精神，意味着要摒弃同
质化的不假思索的写作。

大家还谈到，只有把历史、现实、文学三者结合起来，
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无论是写历史还是现实，根
本的是要解决“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
切中我们所处时代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现实”确实是独一
无二的，为作家提供了一座富矿。优秀的作家总是试图创
造另一个世界，使之成为现实的参照物，从而使读者得以
通过作品理解现实和自我。 （欣 闻）

本报讯 9月25日至30日，由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
甘肃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美好生活基层行——著名作家编
辑走进甘肃贫困地区活动”举行。黄亚洲、刘兆林、刘华、王
正茂、吴克敬、杨黎光、曹宇翔、刘阳、李风宇、叶舟、马步升、
杨遥、陈仓、赵燕飞、李晓东等作家、编辑，分两路走进武威、
定西、天水、陇南等市和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
的沙漠、高原、干旱地区和大山深处，实地采访党的十八大
以来甘肃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采访团成员在武威八
步沙林场、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定西元古堆村等地
学习六老汉治沙的当代愚公精神，采访新村移民的幸福生
活；在临夏东乡族自治县、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甘南临
潭县，考察当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脱贫攻坚、过上富裕
幸福生活的故事。活动期间，作家、编辑家们和基层作者、
文学爱好者、文学刊物编辑面对面交流，传授文学创作和编
辑的经验，促进文化事业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

（陇 文）

本报讯 10月11日，王蒙研究全国联席会议成立大
会在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举行。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
刚参加会议并致辞。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王蒙研究全国联席
会议章程》，选举产生了王蒙研究全国联席会议第一届理事
会。于志刚当选为理事长，温奉桥、王安、边疆、何玉兰、高龙
海、辛广伟、王为达当选为副理事长。联席会议秘书处设在
中国海洋大学，温奉桥兼任秘书长。

来自全国7家创始成员单位代表以及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师生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成立仪式后，温奉桥主
持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就王蒙研究全国联席会议的性
质、定位、未来工作计划等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据介绍，王蒙2002年加盟中国海洋大学，担任学校顾
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现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
长，为该校人文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于志刚表示，
学校将一如既往重视王蒙研究，也将全力支持王蒙研究全
国联席会议的工作。 （孙文荣 霰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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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青春诗会将在山西沁源举办

江苏举办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

王蒙研究全国联席会议在中国海洋大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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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

局，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

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深圳10月14日电）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决

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抓

实干、奋发进取，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据新华社广州10月15日电）

本报讯 10月15日，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
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六周年之际，中国作协机关党委
根据党组安排，以“学习柳青精神——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为主题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干部职工观看电影
《柳青》。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党组成员、
副主席李敬泽、阎晶明，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
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以及中国作协干部职工代表，青年
党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参加。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谈到柳青及其《创业史》，指出因为柳青对陕西
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
栩如生。柳青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典范，
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他为了写出好
的作品，持久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静下心来收集资
料、打磨作品。电影《柳青》由田波执导，芦苇担任编剧
指导，田波、王苗霞联合编剧，成泰燊、丹琳主演，影片
结合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等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柳青与
妻子马葳二人的爱情故事，再现了柳青在长安皇甫村
深入生活14年、创作史诗小说《创业史》的心路历程。
不少党员干部观影中流下感动的泪水。大家表示，影片
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使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柳青同
时代、同人民、同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其观大局、明大
势的胸襟与眼光带给为我们丰富的启迪。柳青在创作
中所体现的执著精神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干部职工应该
学习和继承的。

观影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机关党委（人事
部）和《文艺报》社共同召开电影《柳青》座谈会。李敬泽、
邱华栋出席会议。李梅、梁鸿鹰、李朝全、刘琼、李云雷、
田波、王苗霞等专家、主办方代表与会。大家谈到，以作
家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片并不多见，电影《柳青》很好地
丰富了这一题材，表现了人民作家的感人形象。影片探
讨了文学创作与生活、人民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柳青的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还蕴含着向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柳青精神是宝贵的
精神财富。他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这么久远的影响，与他
植根沃土、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广大作家
应当学习好柳青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从
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中感受时代的脉搏，把当下的人与事
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进行考量，获得对时代和社会
的深刻认识，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气象、反映人民心声
的优秀作品。

据悉，电影《柳青》将于明年5月登陆全国院线。中国作协各
党支部和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将采取座谈交流、撰写观后感等形
式，进一步加强对柳青精神的学习理解，并将之转化为工作实践
中的精神力量。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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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10月12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摄制的
20集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每
晚黄金时段连续播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面回顾了抗美援朝战争历程以及部
分志愿军英模、战斗集体和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节目不
仅权威披露了决策内幕和历史细节，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高超卓越的军事谋略和指
挥艺术，而且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用鲜血凝成的战斗
友谊，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据介绍，为更加全面、深入、
准确地向观众呈现抗美援朝战争全貌，摄制团队历时一年在国
内外进行详细调研和梳理。片中首次解密了部分珍贵档案和电
报，拍摄了100余件抗美援朝文物，部分历史影像画面也是首次
公开。该片还对抗美援朝的诸多亲历者进行了抢救式采访，同
时采访了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背景、战
役经过和历史细节进行权威解读和深度剖析。 （欣 闻）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