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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步入新时代，文学创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
技巧和手法的创新，不是对世界潮流的追赶，而恰
恰是一个貌似陈旧而实则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
研读进而把握新时代的新生活。这一挑战躲不
开、绕不过，必须面对。这既是作家们新时代的
必修课，也是未来文学创作能否取得更大成就的
决定因素。

在文学与生活的问题上，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
一个事实，即文学已经欠了生活的“账”。改革开放
近40年，中国人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频率和幅度
始终处于加速度之中，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在此过程中，虽然文学也在努力追赶时代发展的脚
步，但遗憾的是，这种追赶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作
家们阅读生活、把握生活、处理生活的能力都有所
欠缺。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文学创作的发展落后
于生活的发展，文学难以与时代匹配。之所以形成
这样的局面，除了时代发展迅速导致作家应接不
暇，进而缺少充分品咂和体味的过程之外，社会生
活自身的多元化、复杂化所造成的认知难度加大也
是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想见，跨入新时代，中华大地翻天覆地的
变化还会继续上演，作家对时代生活的认知压力只

会加大不会减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
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绝不是语句的简单调整，而
是深刻的本质性变化。这一重大论断的背后，是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是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期待和诉求的变化，是13亿多
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极度贫乏的年代，人民群众的诉求较为统一和单一，但是进入新时
代，在这些基本诉求得到满足之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对此，我们了解多少、熟知多少？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
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他们始终扎根生活沃
土，对群众最为了解，因此才能不断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
成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对作家而言，要写出与时代匹配
的作品，也必须对这一时代之下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
想所盼有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深入肌理，了然于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从历史中所获取的生活感知和经验积
累，在新时代的巨大变迁面前，不少都已经失效。因为这些感知和
经验，是建立在与当下生活存在巨大反差的历史现实基础上的，而
今天时过境迁，现实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家们必须重建一套
与当下生活相对应的感知体系和经验体系。当下许多文学作品之
所以读来没有新意、缺乏时代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作者在用既
有的陈旧经验裁剪当代生活。以既有的陈旧经验冲抵鲜活的当代
生活，以狭隘的自我经验遮蔽纷繁复杂的整体生活，以无根的虚构
经验取代深沉丰实的真实生活，凡此种种，都是对时代的悖离、对现
实的背叛。吃透生活、读懂时代，
这是对一个作家洞察力、敏感性、
认知力的巨大考验。

新时代，文学再出发，只能而
且必须从研读生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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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3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旗下
《十月少年文学》杂志社主办的“《草房子》出版20
周年纪念暨‘小十月·小荷之声’青少年朗诵艺术
大赛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杨承志、曲仲、曹文轩、
曹文芳、翌平等与会。

笔触温润清新的《草房子》是《十月少年文学》
主编曹文轩的代表作之一。自1997年出版以来，
该书各版本已累计印刷约500次、销量近千万册，

还被翻译为多国语言。活动现场，朗诵艺术家与文
学爱好者、朗读爱好者共聚一堂，通过朗诵、话剧
等艺术形式，将《草房子》搬上舞台，用声音艺术致
敬经典。同期启动的朗诵艺术大赛旨在激发青少
年对朗诵艺术的兴趣，使他们加深对文学作品内
涵的感悟，提升文学和艺术修养，从而带动全民阅
读活动开展。大赛将在网络赛区与线下赛区同步
举行。 （欣 闻）

用声音艺术致敬儿童文学经典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全国政协7日下午在京召开第
7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建
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国政协委员吴江、侯露、王全书、龙倩、曹育民、田青、乌
恩、李羚、艾克拜尔·米吉提、杨承志、袁慧琴、郭瓦·加毛吉、张
建国、聂震宁，以及专家学者王馗、谭志湘在座谈会上发言。

委员们认为，少数民族戏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
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扶持政策和措施，取得了明显成
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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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好、发展好少数民族戏剧，让它在祖国文艺
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针对少数民族戏剧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些委员
建议，一要高度重视。要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戏剧对于传承民族
文化、增进“五个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要准确把
握少数民族戏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民族特色强、受众面小
等特点，研究制定少数民族戏剧发展方针、特殊政策和办法。
二要加大支持力度。在准确评估的基础上明确以“传承民族文
化、为基层服务”为重点，分类指导，制定促进少数民族戏剧发
展的政策。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戏剧要“一团一策”，加大资金
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力度，鼓励少数民族剧团
到基层演出。民族地区要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有利于少
数民族戏剧传承与发展的政策措施。三要坚持正确的方法。按
照民族文化传承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原则，鼓励发展便于深入
基层、贴近群众的小戏、折子戏等戏剧形式，对少数民族戏剧
人才特别是传承和创作人才实行特殊政策，制定有利于业余
剧团发展的办法。

此外，委员们还就重视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设立少数民族
戏剧发展专项资金、加强少数民族戏剧调查研究等提出意见
和建议。俞正声认真听取意见，不时与大家交流。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介绍了有关情况。国家民委主任巴特
尔、中宣部副部长崔玉英、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等与委员互动交流。

全国政协对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十分关注。为开
好这次会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组织委员赴内蒙古、青海、广西、贵州进行了专题调研。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张庆黎、卢展工、王家瑞出席座
谈会。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 俞正声主持

本报讯 连日来，各省区市和行业、产业作协以多种形
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兴盛
不断作出新贡献。

11月24日，新疆作协召开新疆文学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座谈会。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张新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作协主席丰收、新疆文联秘书长熊红久、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
沈苇等出席，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族知名作家、新疆文
联所属文学期刊负责人、基层作家代表等30余人与会座谈。
伊明·艾合买提、叶尔克西·库尔班拜克、买买提明·吾守尔、刘
亮程、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多力坤·吐尔地、黄永忠、亚森江·
沙迪克、钱龙宁、艾海提·吐尔地、郁笛、巴音巴图、阿巴斯·莫
尼亚孜等表示，要将十九大精神的学习与习近平文艺思想的
学习相结合，深入发掘新疆独特的人文景观、历史积淀，从中
华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反映新时代生活本质、各民族
精神风貌的精品力作。据悉，新疆作协将通过组织作家深入南
北疆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动和主题采访、推进“新疆
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和东
西部文学交流合作、启动新疆作协签约作家创作扶持和培养
计划等多种举措，繁荣发展多民族文学。

由海南作协主办、海南省文学院承办的2017年海南中
青年作家培训班近日举行。来自海南省各地的100多名中青

年作家聚集琼海博鳌，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海南
作协主席孔见谈到，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作协机
关每一项工作中，传达到每一位作家的心中，让作家们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脚踏实地在
文学领域大胆探索、积极行动，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写
出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好作品。海南作协专职副主席、海南
省文学院院长梅国云表示，十九大精神振奋人心，作家们要
把十九大精神根植于脑海之中，努力创作反映脚下土地、反
映美好生活的伟大作品，展现出人民奋发图强的新篇章。大
家谈到，十九大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结构严谨、气势恢
弘，是我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重要纲领。
要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并用于指导创作实践，努力写出更多优秀作品。

11月22日，公安部宣传局、全国公安文联、全国公安作
协在京召开全国公安文艺工作者代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座谈会。全国公安文联顾问祝春林，全国公安文联副主
席王亚茹、武和平、张策，公安文艺工作者代表耿慧东、王新、
吕铮、陈晨、袁瑰秋、刘青玲等与会座谈，全国公安文联副主
席兼秘书长杨锦主持。与会者认为，做好公安文化工作，一定
要主动承担起新时代公安文艺繁荣发展的神圣使命，不断推
出更多符合新时代公安事业、反映新时代公安民警面貌的优
秀作品。要不断深入公安火热战斗生活，进一步加强公安现
实题材创作，继承革命文化、英雄文化，发挥公安资源丰厚、

故事一流的独特优势，切实把公安民警作为表现主体，发好
公安声音、讲好民警故事。要传递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全力助
推公安文艺创作实现由“一流故事”到“一流表达”的升华和
从“高原”向“高峰”的跨越，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英雄、讴歌公安事业和公安民警的精品力作。

党的十九大后，各级金融作协、全体金融作家紧密联系
工作实际，迅速掀起学习热潮。12月2日，中国金融作协召开
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传
达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要求，近百名金融作协理事与会。阎雪君说，面对难得的历史
机遇期，广大金融作家要立足金融工作实践，建设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金融劳动者大军，弘扬金融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弘扬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讴歌壮丽的中国金融事业。与会者表
示，十九大报告给金融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火热的金融生
活、壮丽的金融画卷等待更多金融作家去记载和讴歌。在今
后的创作中，要坚持服务人民、歌颂人民，创作出反映金融事
业、展现时代风采的精品力作。大家同时建议，希望中国金融
作协在2018年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员工”实践活动，同
时积极开展以“中国梦，金融情，劳动美”为主题的系列文学
创作活动，为推动金融事业、文化事业和经济社会健康稳定
发展作出金融作家们应有的贡献。

（欣 闻）

为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兴盛作出新贡献
新疆海南等地、公安金融等行业产业作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日前，由中国诗歌网主办、天津
市蓟州区委宣传部和区文联承办的“武自然诗集《自然的诗》
研讨会”在天津市蓟州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天
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石刚、天津市蓟州区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会议并致辞。叶延滨、吴思敬、曾凡华、汪剑钊、金石开等30
余位来自京津的诗人、评论家参会。

与会者谈到，我们正处于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诗人
要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武自然长期从事新闻工
作，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敏感。他的诗贴近现实，从未离开对这
个时代真实的诗性观照。这是一部“归家之诗、赤子之诗和自
然之诗”，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关切。在艺术上，诗
人采用短章式的写法，善于捕捉意象、传达哲理、记录瞬间之
美。他的诗还汲取了蒙古族长调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营
养，以小见大，以诚动人。但是，这种歌词式的写法，在为诗作
带来音乐性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诗味。诗人应该
在保持古典、浪漫、唯美风格的同时，增加现代性的经验和技
法，使诗歌更具丰富性、复杂性。

专家研讨武自然诗集

本报讯 11月30日，赵本夫研究中心揭牌
仪式暨“中国当代文学与徐州”高端论坛在江苏师
范大学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致信祝贺。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和江苏师范大学校长
周汝光共同为江苏师范大学赵本夫研究中心揭
牌。范小青、韩松林、赵海虹、王干、汪政、张王飞
及2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赵本夫向研究中心
负责人叶炜赠送了研究资料。

高洪波在贺信中说，赵本夫是从徐州走出的
优秀作家，是徐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他用自己独
具特色的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给当代中国故事
的讲述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和不可替代的造型。他
的作品朴素中有华丽，沉默中有高亢，不动声色中
有呐喊与呼啸。希望故乡学者瞩目本土作家，这
是文化自信应有的内容。

吴义勤谈到，现在许多高校都成立了作家研
究中心，这是当代文学经典化、历史化的一种方

式。赵本夫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江苏文学界和江苏
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件大事，有助
于形成一个好的文学氛围。希望研究中心的成立
能把作家们更好地团结凝聚起来，并结出丰硕的
成果。

与会者认为，徐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火热的
现实生活，是催生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沃土。
近年来，徐州不仅走出了赵本夫等一批知名作家，
叶炜、龚芳芳等年轻一代作家也正成长起来。作
家研究中心无论是对作家创作、资料搜集和整理，
还是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具有积极意
义。希望此次成立的研究中心以赵本夫为切入
点，对江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作家进行深入研究。

据介绍，赵本夫研究中心今后将在组织研究、
开展文学活动、扩大影响力、开办研究专栏等方面
下功夫，努力开辟文学教育的新方式，形成高校和
文学现场的良好互动。 （苏 闻）

江苏师范大学成立赵本夫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1月25日，由鲁迅文
学院主办的“文学的力量——中外作家关于历史、现
实、语言与虚构的对话”在京举行。这是一次有交锋、
有碰撞的交流，来自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诗
人、评论家、编辑家在问答中增进了对彼此及所在国
文化的了解。《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人民文学》主
编施战军、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诗刊》副
主编李少君，以及参加2017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
诗人，鲁院北师大联办研究生班的部分作家与会。会
议由邱华栋、郭艳主持。

对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文学具有超越
差异、密切交流的重要影响，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层
面来看，文学又具有保存人类记忆、传递思想火光、
烛照温暖人心的力量。梁鸿鹰谈到，文学超越生活的
日常性，加深人们对世界和生活的认知与理解，提升
对文化和文明的认知程度，并使得人类记忆流传下
去。文学关注具有差异性、个体性、隐秘性的人的内
心世界，正因如此，不同国家的作家相隔甚远，却总
能找到相同话题。

西班牙汉学家宫碧兰讲述了以李清照为原型创
作小说的经历，这是一次艰难的写作，她在此过程中
更清晰地认识了自我。写作是为了记录，为了确认自
我存在，她在书写中丰富情感，体悟过去、现在与未
来。埃及汉学家小金鱼也谈到，文学的力量在于保存
人类的记忆。语言是一面镜子，文学与这份记忆相互
映照，不同国家的作家通过文学互相了解、交流。文
学是丰富而深刻的，可以深入灵魂，成为超越现实和
历史的审美记忆。

历史、现实、虚构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复杂，可彼此间的张
力却成为文学重要的力量。施战军说，历史是人类的记忆，历
史感使得创作具有庄严感。现实意味着人类现在的处境，它既
包括人类的处境，也关乎个体的处境。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各
说各话”的基础上互相理解，是因为人类表达的基本内核都包
涵生、死、爱这些主题。“我们未必能相互说服，但一定能在倾
听之上互相理解。”李少君以自己的诗为例谈到虚构和现实的
关系。他说，我不自觉制造了一个情境，在此中理想变成现实，
虚构成为真实，情感把现实、想象、虚构、历史融合到一个场景
中，其中既包含现实的场景，也包含内心的希望。

“虚构的力量如此强大，让读者甚至作家本人都混淆了现
实与虚构的边界。”付秀莹表示，这不仅仅是虚构的力量，也是
小说的情感力量、语言力量、审美力量。看过《陌上》的许多来自
乡村的读者，都愿意成为她下一部作品的人物，现实与虚构的
边界模糊了，文学的影响力渐渐释放出来。“因此，我们还对文
学的力量怀有信心。”克罗地亚诗人丁尼克·泰利肯谈到，在速
度越来越快的当今世界，尽管文学看上去是一种缓慢的、需要
思考的存在，但它依然还能带领读者洞穿世界和人性的本质。

中
外
作
家
聚
焦
﹃
文
学
的
力
量
﹄

12月12日至13日，广州粤剧院红豆粤剧团大型现代粤剧《刑场上的婚礼》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与观
众见面。全剧以独特视角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风云，着重描写了周文
雍、陈铁军的爱情故事及其情感世界的变化，力求实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该剧首演于2007
年，是为纪念建军80周年暨广州起义80周年而创作的，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出品，已故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任艺术指导，欧凯明、崔玉梅领衔主演。广州粤剧院董事长余勇表
示，希望通过全国巡演，突破粤剧作为地方戏曲的地域局限，让国内更多观众领略到粤剧艺术及岭南文
化的独特魅力。 （王 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