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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江苏省作家协会、江
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于2019年9月正式启动大型文化工程
《江苏新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全书12编29卷约700万字，同
时配套《江苏新文学史史料编》40卷约1200万字，全面深度地
反映江苏新文学发展的辉煌历程和重大成就，进一步扩大江苏
文学研究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助推江苏文学事业高处再攀高。

百年江苏人文荟萃 新文学史积淀深厚
江苏文脉悠长，文渊深厚。在中国新文学百年发展历程

中，江苏文坛名家辈出，经典繁迭，各类文学思潮、文学现象、
文学期刊和文学社团屡开时代先锋，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典
型缩影。组织编撰《江苏新文学史》，目的是为了系统总结江
苏新文学发展的经验，全面展示江苏新文学发展的成绩，彰显
江苏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2016
年，江苏省委宣传部以大气魄开启了“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
程”，计划全面梳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提炼江苏历史文
化精神，组织编撰《江苏新文学史》是对这一重大工程的补充
和丰富，对研究发扬江苏地域文学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同时也
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江苏文学馆的建设已列入江苏省“十四五”规划重
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推进江苏文学馆建设，需要硬件、软件
齐头并进，《江苏新文学史》的编撰及史料整理研究工作也是
江苏文学馆“软件”建设工程的重要主体内容，对于全面、科
学、系统地展呈江苏新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意义重大。

严密组织扛起重任 统筹谋划力出精品
《江苏新文学史》编撰项目经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由江

苏省作家协会负责组织协调工作，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承
担具体编撰任务，邀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南京大学
教授丁帆担任总主编，依托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
学等江苏高校科研队伍，汇集了杨洪承、张光芒、傅元峰、姜
建、丁晓原、周安华、谈凤霞和黄德志等60位在全国文学界有
重要影响的老中青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力量，编撰实力雄厚、人
才基础夯实。

2013年以来，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江苏省作家
协会和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大量文学研究资料
和文学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编撰经验。组织出版的《江苏
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共计16卷560万字，收录了陆文夫、
胡石言、高晓声、张弦等有突出文学成就和影响力的16位江
苏作家研究资料，为江苏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和江苏当代文学
史写作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参考资料。编撰出版的《江苏当代
文学批评家文丛》共计20卷600万字，收录了陈瘦竹、叶子
铭、曾华鹏、范伯群、董健、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吴俊等
文学批评大家作品，展示了江苏老中青三代文学评论家在奠
定现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理论方面起到的先驱开拓作用。自
2014年起每年出版的《江苏文学蓝皮书》，全面总结江苏文学
年度发展概况，探讨文学发展规律，关注重要文学作品和重大
文学活动，目前已出版7卷。此外，《江苏当代文学编年》系统
梳理了自1949年至2012年长达63年的江苏文学发展历程中
的重大事件、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代江
苏作家在海外》则收集整理了江苏当代作家作品在世界各国
被翻译、介绍和研究的文章，在跨文化对话中为江苏当代文学
走出去提供历史经验和战略决策。以上这些江苏当代文学研
究成果的密集推出，为组织编撰《江苏新文学史》项目积累了
丰厚的实践经验。

2018年8月，丁帆教授等一批专家学者首次提出编写一
部江苏新文学史的构想。2018年12月，江苏省作家协会和江
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组织召开项目咨询论证会，就编撰《江苏
新文学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与会专家认为，江苏
文学在中国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江苏还
未出版一部权威与完备的江苏文学史，无疑是重大缺失与遗
憾。2019年正值中国新文学诞生一百周年，从深化研究与学
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百年江苏文学史，编撰一部兼具
权威性、学术性和系统性的《江苏新文学史》，十分必要、正当
其时。

12月底，《江苏新文学史》大纲编写研讨会召开，总主编丁
帆等专家学者对入史作家作品范围、文学史分期、编写要求及
体例进行研讨，对各编卷大纲提出初步设想。丁帆认为，《江
苏新文学史》应以范伯群先生定位的1892年韩邦庆的《海上
花》为起点，至2019年为讫点。这个起点既突出了江苏学术史
的继承，又突出了江苏俗文学作为新文学一支的脉络所在。新
文学史是囊括通俗文学
一支的，时间划分不单纯
以过去严肃文学为上限
起点，更突显新文学中
通俗文学在江苏的地域
特征。他还谈到，入史
作家作品范围应更具有
包容性，吸纳江苏籍且长
期在江苏工作、生活的重
要作家及其作品，非江苏
籍但长期在江苏工作、生
活的作家作品，以及曾经
在江苏工作、生活并且创
作作品以江苏为主要描
写对象。

《江苏新文学史》编
委会成员、苏州大学教授
王尧认为，如何处理好大文学史与省域文学史的关系，把握好
入史标准，阐述好省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文学发展的
关系，以及做好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评与被遮蔽的作家作品的
重新发掘工作，是此次修史面临的主要学术难题，这就要求学
者们始终坚持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既不夸
大成绩，也不妄自菲薄，避免省域文学史陷入地方文化资源

“政绩化”的窠臼。

反复推敲严格标准 有条不紊缜密推进
江苏省作家协会和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于2019年9月

1日正式启动了《江苏新文学史》编撰项目，组织召开《江苏新
文学史》全体编撰人员会议，阐明《江苏新文学史》项目的重大
意义和指导思想，听取各编负责人汇报大纲初稿，《江苏新文
学史》编委会敲定了各编卷章节的内涵和外延，要求各编负责

人充分动员各编卷小组成员，依据大纲审稿意见进行修改。
会后，为向各编卷撰稿人员提供充足参考资料，江苏省作家协
会发函向全省各设区市文联、作协以及省作协会员征集正式
出版的文学期刊、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由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当代作家研究基地收集整理，汇总目录向各卷撰稿人提供相
关内容。

为保障《江苏新文学史》编撰体例整体统一、入史作家作
品经得起历史检验，编委会于2019年10月、11月先后两次召
开《江苏新文学史》大纲审定会，严格审阅各卷大纲，修订规范
入史作家作品范围、文学史体例等编撰纲领性要求，逐卷提出
修改意见。要求各卷编撰者在中国文学史的大框架下审视江
苏文学，在每章概述中阐明本时期江苏文学创作的成就，尤其
是突出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会议还提出，江苏
传记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需从报告文学
编中分列出来，单独成一编。

传记文学主要撰稿者王文胜教授介绍，百年江苏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文体发展方面获得了突出成就，王韬创作的《弢园
老民自传》开启了中国新“传记文学”先风，江苏传记文学的创
作在全国不仅位于高原地带，也占据着高峰地位，拥有何建
明、李伶伶、王一心、铁竹伟、徐铸成、徐风、张昌华、傅宁军、庞
瑞垠等一大批优秀的传记文学创作者，他们的创作颇丰，获得
了各级传记文学奖项。此外，江苏也是英雄辈出的地方，江苏
的传记文学从新文学伊始就有为英烈和时代楷模立传的传
统,江苏省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工作，不同种类的大型传记丛书
的策划、出版也繁荣了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

此外，新四军根据地文学是江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
特色，涌现出众多反映时代特征的战争文学，编委会要求各编
卷中增加相关内容。小说编主要撰稿人、南京大学教授张光
芒介绍，新四军根据地文学在过去很少引起关注，在搜集资料
的过程中，仅仅在上世纪40年代的江苏革命根据地中，就发
现了70多位几乎被遗忘的作家，他们创作的小说通俗易懂、
幽默风趣，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全面反映了江苏革命根据地
军民的斗争生活，部分作品还具有深邃的精神向度。由于这
段历史的重新发掘，原本预计两卷规模的晚清至1979年的小
说史，经编委会讨论后，专门增加了一卷。

2019年12月召开了《江苏新文学史》第二次全体编撰人
员会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出席会议，她认为《江苏新文
学史》编撰工作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展现江苏新文学史成绩，反
映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坚持高质
量、严要求，坚持文学史书写的学术性、研究性和经典性，推动
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秉持强烈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投入到编撰工作中。会上，总主编丁帆要

求全体撰稿者在编撰的过程中要站在中国文学的高度，以作
家作品为主线构建文学史，对文学史中重要的思潮、运动等内
容坚持中性客观的史学立场。会后，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
向各编撰者提供了《江苏文学志》和有关出版词语的规范用法
等资料，旨在尽力避免在编撰过程中出现敏感词汇，全力保障
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

2020年7月召开了《江苏新文学史》全体编撰人员会议，
交流汇报当前编撰工作的进展情况。编委会成员对编撰过程
中文学史和史料卷两部分所产生的体例问题作出解释说明，
对编撰人员提出的疑难问题逐条解答。会议要求，各卷撰稿
人要坚持史论结合，注重评论的学术性，始终要以文学史的眼

光，对思潮、现象、社团和作家作品的学术地位和贡献做出客
观的判断和评价。

2020年11月《江苏新文学史》再次召开了编委会和全体
编撰人员会议。会议明确规定了文学史和史料编交稿时间，
要求各编卷撰稿人员准时交稿，保障编撰项目顺利完成。会
议再次修订明确了《江苏新文学史史料编》体例和编写要求，
要求各卷撰稿人对文学史的论述语言保持中性客观，评价理
性准确，史料编选要与文学史相匹配。

评估论证校准方向 再接再厉严把质量
2021年6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和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邀请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权威
专家对项目初稿进行审读并召开了专门的评估论证会议。这
次会议是对《江苏新文学史》项目两年来编撰工作的阶段性回

顾，通过对项目的进展情况、编撰质量进行一次全面、专业的
审视，有助于明确审稿、统稿要求，校准下一步工作方向，切实
保障编撰项目经得起学术与时间的检验，充分发挥其对中国
文学史研究的示范引领作用。

会上，五位专家教授对《江苏新文学史》项目发表了评估
论证意见。

孟繁华教授认为，《江苏新文学史》“厚古不薄今”，增设电
影电视剧卷、网络文学卷、世界华文文学卷和儿童文学卷等，
极大地丰富了江苏地方文学史，同时也为中国百年文学的架

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还提出，文学的发
生与来源不尽相同，
例如世界华文文学，
如何在统一的框架
下，将庞杂的文学支
脉放入文学史这一整
体当中，也是一项挑
战。

杨扬教授提出，
近现代江苏是中国文
学的核心区域，尤其
是江苏积累深厚的现
当代文学，为编撰《江
苏新文学史》打下了
扎实基础。其次，编

撰文学史的传统在江苏由来已久，例如程千帆、董健、叶子铭、
范伯群等前辈都编撰过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对勾勒江苏
文学的发展面貌，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同时，江苏文学
的发展实践对中国文学举足轻重，《江苏新文学史》的编撰体
例在国内实属首创，是对中国文学史的丰富和发展。他还建
议，《江苏新文学史》的编撰可以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形成一
个小型“纸上展馆”，留存珍贵的图象资料。

方忠教授认为《江苏新文学史》项目规模宏大、谋划周详，
充分体现了江苏文学研究功底深厚、学风严谨，对中国文学的
研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他提出，《江苏新文学史》
历史跨度长、文学门类繁杂，编撰难度极大，需要进行细致、严
谨地审校。

温潘亚教授指出，《江苏新文学史》的编撰卷帙繁浩，极具
价值，是目前为止区域文学史中最具开创性和典范性的编撰
项目，对打造江苏文艺精品创作高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他还建议，在审稿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统一史观、体例，严
格规范学术表达。

季进教授赞同《江苏新文学史》项目意义重大，是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精神的最好体现。
他还提出，在史料筛选等方面应当慎之又慎，尽量翻阅对照原
始数据、一手报刊文献，避免史料错误、重复等问题。

综上所述，评估论证会的专家们认为《江苏新文学史》编
撰项目意义重大，思想站位高远、学术视野宏阔，在中国新文
学发生、发展的大框架下审视江苏文学，回顾总结江苏新文学
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既充分呈现出江苏文学的鲜明
特色，又彰显了江苏文学
在中国新文学史发展进程
中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
位。首先，《江苏新文学
史》内容丰富，以编＋卷＋
章＋节的模式为体例，兼
顾了学科特色及可操作
性，对文学史进行全面覆
盖。从晚清民初写起,涵
盖了晚清至 2019年近百
年来江苏文学重要的作家
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期
刊、文学社团和文学思潮，
规模宏大、体制完备、设计
合理，尤其是将电影、网络
文学等纳入文学史，显示
了编写者的胸怀和眼光，

体现了整合雅俗文学、融通江苏与
世界华文文学的开放多元的文学
史观念，成功构建了江苏新文学百
年发展史的网状结构。其次，《江
苏新文学史》史料扎实，从文学史
角度而言，该书文学史观科学多
元，文学史评价标准前后一致，文
学史料收集较为全面，以作家作品
为点与以历史线索为经相结合，历
史线索梳理清晰，作品分析与阐释
精准到位，史观公允、史识独特、史
料翔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历
史价值和应用价值。《江苏新文学
史》收集、梳理了大量第一手的文
献，有不少作家作品都是第一次入
史。与此相配套的《江苏新文学
史·史料编》，对史料进行详实的梳

理和分类，不仅为文学史的书写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也有
助于从文献学出发，对作家作品、思潮现象的地位和贡献作出
中肯的判断与评价。再者，《江苏新文学史》项目组织有力，江
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作家协会将《江苏新文学史》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在资金、人员等方面予以全力支持，项目主编
以及参与编写的核心专家均为国内知名的文学史家、著名学
者和批评家，作者队伍决定了项目的可信任性和可完成性。
著名文学史家丁帆教授担纲牵头，组织发动了江苏省高校的
科研力量，阵容强大、梯队合理，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全

力投入，可以更好地保证
《江苏新文学史》优质高效
的完成。

会上，专家们对《江苏
新文学史》导论部分的梳
理、文学史的线索、体例的
统一、入史的标准等问题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为《江苏
新文学史》的进一步完善以
及后期的审稿工作提供了
重要参考。

2021 年 8 月 19 日，江
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爱军听取了江苏省作协和
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关
于《江苏新文学史》项目情
况和编撰工作的汇报，他认
为江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

上地位重要，特别是明清以来江苏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百年
新文学是江苏文学的辉煌时期，有责任认真回顾梳理，展现其
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他要求从四个方面做好后
续工作：一是进一步明确政治标准、政治要求，树立正确党史
观、历史观，在统稿、审稿中贯彻政治规矩的各项要求，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中有优秀作品也有糟粕，要批判性继
承；二是要更好地体现《江苏新文学史》项目的学术价值、历史
价值，坚持原创性与权威性、文学性与艺术性、系统性与全面
性有机结合；三是要广泛听取各方专家的学术意见，开阔学术
视野，积极发挥编撰人才队伍的一流学术水平；四是坚持以质
量为中心，科学安排出版时间节点，做好项目实施各个阶段的
宣传推广工作，让更多人知道《江苏新文学史》，扩大其影响
力。

2021年10月16日至17日，《江苏新文学史》编委会组织
召开第一次集中审稿会议，用两整天的时间交流了一审情况，
对12编29卷书稿逐一进行讨论。会议明确了审稿工作的四
点要求：一是要严格政治标准，使用中性、客观的价值表述呈
现历史，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表述要准确规范；二是力求在内
容上避免学术性硬伤，细节上不疏忽遗漏；三是重点强调体例
的统一，巧妙处理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文体中的呈现方式；四是
要依据项目进程安排，把握好时间节点，保障《江苏新文学史》
项目的顺利出版。

2021年12月24日，《江苏新文学史》第二次审稿人员会
议和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先后在南京召开，会议明确了《江苏新
文学史》12编29卷各编主编和各卷主编，要求主编们担起重
任，按照《江苏新文学史》的体例要求和审稿意见，层层把好质
量关。在全体编撰人员会上，丁帆对前一阶段的审稿情况进
行了通报，他提出文从字顺、逻辑清晰是编撰文学史最基本的
要求，各卷撰稿人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谨慎避免各种硬伤，致
力于编撰出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学术考验的文学史巨著。
会上，编委们还对查重中发现的问题明确了处理意见，强调要
实行最严格的学术规范标准，不给这部学术巨著留下隐患。

《江苏新文学史》编撰项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
观、历史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站在中国文学史的高度，坚持论从史出、史
论结合的治史方法，既注重文学史料的详实，又注重文学史观
的科学多元，力求为江苏百年新文学留下一部可读、可信、可
用的学术精品。目前，《江苏新文学史》文学史部分12编29卷
预计于2022年2月底前完成修改，《江苏新文学史史料编》40
卷将于1月中旬提交稿件，编委会将组织有关人员开展史料
编的审稿工作。

为江苏百年新文学留下学术精品力作
——《江苏新文学史》编撰项目稳步推进 □孙一楠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010日日，《，《江苏新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在南京召开

20202020年年77月月1717日日，《，《江苏新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第三次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在南京召开

20202020年年1111月月2222日日，《，《江苏新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编委会议暨第四次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在南京召开编委会议暨第四次全体编撰人员会议在南京召开

20212021年年66月月88日日，《，《江苏新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评估论证会在南京召开评估论证会在南京召开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1616日至日至1717日日，《，《江苏新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编委会在南京组织召开第一次集中审稿会编委会在南京组织召开第一次集中审稿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