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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2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传承优良作风 奋进复兴征程——
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通讯指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持之以恒推进作风
建设，坚持不懈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 1 月 13 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
代——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

通讯指出，一年来，党中央一系列部署举措为基层干部减负、为治理能力增
效，成果不断惠及人民群众。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集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积极成效不断彰显，汇聚起全党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伟力。

（据新华社电）

《
中
国
作
家
》
新
年
新
气
象

本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国文艺吹响了前进的号角，新时代文学拉

开帷幕，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春天。《中国作家》2022年第1期，文

学、纪实、影视三版无论在封面装帧、栏目设置还是作家阵容和主

打作品上，都焕发出新气象，体现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喜迎

二十大的新风貌。

《中国作家》文学版封面在中国红的底色上加入了金黄稻穗的

意象，寓意新的一年喜气洋洋、五谷丰登；冬奥会临近，纪实版封面

加入了冰雪运动的元素，速度与激情扑面而来；影视版封面上，猎

猎红旗令人心生豪迈。在栏目设置上，三版均设立了“新时代新篇

章”专栏，推出一批书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的

精品力作。在文学版，陈应松的长篇小说《天露湾》展现了当代乡

村的巨大变革历程，讴歌了中国农民在勤劳致富奔小康道路上的

伟大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堪称一部“当代中国农民创业史”。纪实

版则有许晨为迎接北京冬奥会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冰雪“童

话”》，该作品在2019年开始选题策划和创作，体现了编辑服务大

局、围绕重要事件提前谋划的主动性。影视版推出电视剧《理想照

耀中国》的剧本。该剧本记录了建党百年历史中不同时期的共产

党人用理想和信念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不仅讲述建党

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注重将伟大建党精神与时代精神进行巧

妙对接，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找到昔时与今日的契合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要

求作家艺术家“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作家张炜近年来致力于

文化随笔写作，《中国作家》邀请张炜在文学版新设“松浦居随笔”专栏，第1

期刊发《为梦想命名的人——陶渊明十二题》，传播优秀古典文化。《中国作

家》在新的一年中将深入基层和边远地区发掘文学新力量。来自云南文山

的李司平的中篇新作《飞将在》以戍边、缉毒、扶贫、共同富裕为故事背景，让

更多读者通过阅读如何守住云南4060公里漫长边境线的故事，感受云南人

民的家国情怀。

新的一年，《中国作家》开设了“名编访谈”栏目,旨在加强编辑队伍建

设，落实中国作协十代会报告中“把文学组织工作者队伍、文学编辑队伍的

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的要求。《中国作家》还开通了读者直通邮

箱，与读者建立即时沟通渠道，期待在作家、读者、编辑的共同努力下，踔厉

奋发，共同促进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 （欣 闻）

本报讯 2021年12月25日，中国诗歌学会召

开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学

会新一年工作。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驻会副会长

刘向东，曹宇翔、阎志、唐晓渡、欧阳江河、车延高、何

言宏、潇潇等与会作交流发言。学习会由中国诗歌学

会党支部书记兼秘书长王山主持。

学习会上，大家积极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感悟与体会，认为总书记的讲话高屋

建瓴，体现了对文艺工作者的充分信任和殷切期待。

诗人要担负起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在

新时代的文学进程中贡献出自身力量。

与会者谈到，诗歌写作要接续中华文化的千年

文脉，当代诗歌应展现一种恢宏的诗歌气象，重振汉

语的华彩，昭示美好的社会愿景。广大诗人要继续弘

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把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相结合，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昂扬走在新征

程的气直、辞盛、文工的优秀诗歌作品。

大家表示，中国诗歌学会未来要继续积极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建设良好的诗歌生态，推动诗

歌破圈，与社会各界保持更持久、更广泛、更生动的

联系。要继续加强对会员的服务工作，工作重心向普

通会员倾斜，为会员发表作品提供渠道和帮助，使诗

歌学会形成新的凝聚力。

（诗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日前，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

电总局电视剧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指

导，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唐德影

视、腾讯影业承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电视剧《香山叶

正红》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主办方代

表、业界专家学者、出品方和主创团队代表等与会研讨。

作为一部以香山为切入点鸟瞰新中国成立过程的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香山叶正红》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

时间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凭借创新的历史叙事、生动的人

物、感人的故事、催人奋进的“赶考”精神，该剧备受年轻观

众喜爱，被认为是一部“接足地气、深入人心、细节中见历史

大势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佳作”，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

与会者认为，作为北京市献礼建党百年的重点电视剧，

《香山叶正红》讲述了中共中央在香山筹备建立新中国这段

光辉岁月，向伟大的历史时刻作出了大扣大鸣的呼应，以大

历史观唱响时代主旋律。蓬勃向上的气质、大气开阔的格

局、举重若轻的运笔、丰满温暖的人物、细致真实的情节，无

不润泽了这一红色题材的精品力作。该剧遵循“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重点突出、线索清晰，以诗见史、托

物言志，通过刻画人物反映历史发展脉络，以小切口激荡历

史回响、展现历史气韵，体现出强烈的诗史品格和美学特质。

主创团队坦言，该剧以守正创新作为艺术追求，不仅注

重保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政治性、严肃性、权威性，同时

力求让叙事更加真实深入，通过情感来表达和塑造人物，通

过宏大叙事中的细节使人感到温暖生动。拍摄制作该剧的

过程也是一次重温历久弥坚的“赶考”精神、重温中国共产

党初心使命的过程。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美

术馆主办的“只信仙都有此

奇——陈树人绘画作品展”开

展。作为中国美术馆“典藏活

化”系列展之一，该展览共展出

陈树人作品50余件，全面呈现

了他在 20世纪 20至 40年代

的创作面貌，其中大部分为首

次展出。作为“岭南画派”的创

始人之一，陈树人创作了大量

赞美自然、表现民众的绘画作

品。1961年，陈树人的夫人居

若文将116件陈树人绘画作品

无偿捐赠给国家，这也是中国

美术馆接受的第一批捐赠作

品。此次展览分为三部分，其中

“江南风采”部分以花鸟题材为

主，兼有少量风景题材作品；

“半游半写”部分主要展出陈树

人游历桂林、南昌、苏州、杭州

等地创作的写生作品；“收拾河

山”部分展出了陈树人在抗战

时期创作的作品。（欣 闻）西溪芦雪 陈树人 作

电视剧《香山叶正红》
以大历史观唱响主旋律

展现诗歌气象 重振汉语华彩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1月12日，由《文艺报》社、

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

办，腾讯集团、阅文集团协办的“文学照亮美好生活——

2021探照灯年度书单发布暨阅文名家系列研讨启动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敬泽，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CEO程武，《文艺

报》总编辑梁鸿鹰，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中国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主任祝晓风等出席活动

并为阅文名家系列研讨会启幕。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邱华栋、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人民文学》副主

编徐则臣、腾讯新闻副总编辑杨瑞春共同发布2021探

照灯书评人好书榜年度榜单。

李敬泽在致辞中谈到，文学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

的先声，网络文学要心怀“国之大者”，深刻认识新时代

新征程的历史方位，自觉承担使命责任，满足人民日益

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网络文学的

主流化，就是要在充分发展自身类型化、大众化特性的

基础上，实现精神上和价值观上的主流化，有力地、突出

地、鲜明地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我们这个时

代和民族的根本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于表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程武表示，文学的胸怀是开阔的。对于创新的包

容，让文学始终能保持应时而变的生命力。作为新时代

文学中的新生力量，网络文学在过去20年里，以数字

化、全民化、IP化的创新，重新塑造了文学的形态和边

界，不仅激活了扎根于广大人民的创作力量，不断衍生

出创新的题材和类型，也促进了文学的跨载体流动，成

为整个文化产业最重要的IP源头。梁鸿鹰谈到，要热

情关注与扶持具有创新性的作品诞生，鼓励文学的创造

力、想象力与探索力的发展。那些表现出探索的锐气、

勇于回应时代之问、有直指人心的问题意识的作品，应

该得到推举和扶持。祝晓风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的过程中，网络文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网

络文学已被视为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四大奇观”

之一，成为“讲好中国故事、输出中国理念”的重要文化

名片。

2021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年度榜单包括“十大中

外小说”“十大类型小说”“十大非虚构翻译作品”和“十

大非虚构原创作品”，并首次设立了“十大网络原创小

说”榜单。据悉，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由全国范围内

33位活跃在文学评论领域的学者、作家、媒体人担任

评委。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每月都会评出10本中外

小说、10本类型小说、10本非虚构翻译作品和10本非

虚构原创作品，年度榜单则在此基础上优中择优，致敬

那些有“文学的美、思想的真、历史的重，关注当下、典

雅叙事、优美表达”，有创造力、想象力、探索性的好

作品。

在随后举行的阅文名家系列研讨会首场活动中，徐

则臣、杨晨、王祥、杨早、丛治辰等围绕网络作家爱潜水

的乌贼的创作，共同探讨网络文学精品如何诞生等话

题。爱潜水的乌贼开创了西幻奥术题材、蒸汽朋克题材

等网络文学细分领域的写作，其代表作《灭运图录》《奥

术神座》《武道宗师》《诡秘之主》等广受关注。他表示，

希望通过提取身边人典型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以东

方式哲学柔和地把主角形象构建出来。与会者认为，爱

潜水的乌贼的创作专注于架构宏大世界和讲好故事，从

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对网络文学新题材不断进行探

索。他的创作具有多元性，以自身创作反映出时代和社

会的变迁，在世界架构的过程中对现实进行提炼，这在

网络文学作家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大家还谈到，想写好

当下的生活，就要从传统的、民间的文化里去发现和处

理当下生活的叙事资源。网络文学要成为面向更多大

众的文学，离不开亲情、友情、爱情等永恒话题的书写，

同时还应当具有“国之大者”的现实关怀。届时，蓬勃发

展的网络文学将与其他文学门类一道，构筑起一个时代

的精神生活。

据悉，阅文名家研讨会由《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

学馆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将邀请当代文

学、文化领域的学者、评论家与阅文集团网络文学作家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探讨网络文学与时代的关

系。未来，阅文名家研讨会将举办多场研讨，计划邀请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

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20余所大学的年轻学子

与专家学者、网络文学作家面对面交流，探讨新时代背

景下网络文学与文学行业发展等话题。

本报讯 近日，江苏作协在南京以线下线上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汤成难、大头马、庞羽作品研讨

会。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

协副主席、江苏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委宣传部

文艺处处长高民及汪政、黄发有、张燕玲、张柠、王

彬彬、张光芒、何平、朱辉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会议由江苏作协书记处书记丁捷主持。

吴义勤认为，汤成难、大头马、庞羽是近年来

江苏文坛涌现的优秀青年作家，接续了江苏的文

学传统，丰富了江苏的文学色彩，又带有各自的鲜

明个性。她们独立、敏感、尖锐、多变，又朴实、日

常、生活化，身上有可贵的时代性，有现实经验和

时代生活的温度，又有个人体验的深度，在追求创

新的同时对文学传统也始终葆有敬意。

与会专家认为，三位作家的写作各具风格，也

呈现出某些连接点，比如性别视角、现实指向以及

创作的“未完成性”等。其中，汤成难采用反常化、

陌生化的方法处理日常经验，让作品具有内在的

抒情性；大头马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实验性、探索

性，在恶作剧般的技巧施展与玩世般的叙述语调

下，潜藏着纯正的文学教养、严肃的现实关切；庞

羽的作品侧重刻画成长的疼痛感、孤独感、无助感，小说里

基本上都是青年的形象，具有鲜明的青春质素。

毕飞宇在总结中说，青年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和美学

形态的探索上“任性几下”，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

道路，建立起自己的美学趣味、美学立场。希望青年作家在

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于挑战，增强朝气和锐

气，塑造属于新时代青年写作独特的文学品格。（苏 文）

让文学照亮美好生活
2021探照灯年度书单发布暨阅文名家系列研讨在京启动

江
苏
研
讨
青
年
作
家
创
作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创联部、陕西省委宣

传部、陕西作协、西安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国作

家》杂志社、《当代》杂志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参

与协办的“‘百优作家’吴文莉‘西安城’系列三部长

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邱华栋、陕西作协党组书记齐雅丽、陕西作协副主

席吴克敬出席研讨会。白烨、胡平、孔令燕、刘琼、黄

国辉、顾建平、赵兴红、杨庆祥、王晓渭、蔺晓东、李

震、俞胜等专家学者现场与会研讨。陕西文学院常

务副院长韩霁虹、作家吴文莉以线上方式参与会

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主持。

邱华栋说，吴文莉是文学陕军中一位优秀的

“70后”作家代表，其写作有整体性意识和宏阔视

野。她通过作品展现了120年来中国乡村农耕文明

向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以人的命运作为总的叙

事架构，书写了华夏大地上的中国故事，体现了作家

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齐雅丽说，近年来，陕西高度重视文化强省建

设，积极扶持重点文艺创作。经过扎实细致的实施

与摸索，“百优计划”成效明显。作为“百优计划”中

的优秀代表，吴文莉笔耕不辍，始终保持良好的创作

态势，充分挖掘题材的深度及广度，以体量庞大的作

品为群体、时代和历史写作。

与会者谈到，“西安城”系列长篇小说以《叶落大

地》《叶落长安》《黄金城》三部作品的厚重体量，书写

贯通中国波澜壮阔的现当代百年历史，写出一座城

市120年的变迁发展，描写了各阶层百姓在百年历

史变革中的生活伦理、道德操守以及一种向上、向善

的精神追求。作家以对故土大地的深情与真切的

爱，以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和坚守，生动细腻地描摹了

西安生生不息的世代烟火、斑斓多彩的人间景象，既

有历史的宏阔图腾与幽微细节，又有时代的盛大气

象和温暖的人世光芒。

（高晶晶）

专家研讨吴文莉“西安城”系列小说创作

为推介优秀作品，促进产业发展，加强国际传播，培养青年英才，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办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设网络小说、IP影

响、海外传播、新人榜四个榜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褒奖体现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特点

和艺术高度的优秀原创作品，有创作潜力的新人，以及在电影、电视剧、

网剧、动漫、漫画、游戏改编和海外传播方面表现杰出的作品、项目等，

更好地发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引领

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二、参评条件
1．参评作品需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2．参评的网络小说，应为中国大陆正规文学网站首发并于2021年

完结的作品，字数原则上不低于20万字。

3．参评的IP影响作品，须已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网剧、动漫、游戏

等，并于2021年在中国大陆首次正式上映、播出或上线。

4．参评的海外传播作品（项目），须为2021年在海外发表传播的中

国网络文学翻译作品或IP改编作品（项目）。

5．参评的新人，须创作导向正确，积极弘扬正能量，无不良记录；在

2021年底前至少完结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创作势头良好；未入选过中

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未获得过省级以上网络文学奖项；1991年1月1

日后出生。

6．推荐单位应提供作品作者签署的承诺，保证作品系该作者原创，

因著作权问题引起的纠纷，由其本人负责。

三、申报推荐
1．参评作品由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作协（网络作协）统一组织申报，不接受个人申报。

2．各申报单位申报网络小说、IP影响作品和海外传播作品（项目）

各不超过5部，推荐新人不超过3名。

3．推荐单位须填写《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申报作品

登记表》，提供推荐意见、作者简介、不多于500字的作品梗概、IP改

编、海外传播情况等内容。新人榜申报须填写《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

学影响力榜新人榜申报登记表》，提供推荐人选简介、创作情况、主要

业绩等内容。

4．申报作品电子文本及登记表电子文本发送至：wlwxyxlb2021@

163.com。标题统一为“申报单位＋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申报作品”。纸质材料汇总寄至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5．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申报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

2022年3月1日，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邮 编：100013

联 系 人：唐伟

电 话：010-64489707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2022年1月12日

2021年度中国网络文学
影响力榜征集启事

陈树人绘画作品展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