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关 注李延青小说集李延青小说集《《人事人事》：》：■新作聚焦

李延青的小说集李延青的小说集《《人事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2017年年66月出版月出版））共收录了共收录了1111部短篇小说部短篇小说。。除个除个
别篇幅超过一万字别篇幅超过一万字，，其余皆在五六千字其余皆在五六千字。。但就是但就是
这几万字的小说这几万字的小说，，却打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识却打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识，，令令
人想起耐保尔的人想起耐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米格尔大街》、》、巴别尔的巴别尔的《《骑兵骑兵
军军》、》、乔伊斯的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都柏林人》。》。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单篇耐读单篇耐读，，
整部小说集既检验作者整部小说集既检验作者，，又考验读者又考验读者。。李延青的李延青的
短篇小说特点在于其地域特征短篇小说特点在于其地域特征、、时代特色和艺术时代特色和艺术
特色特色。。

李延青虽然写的是短篇李延青虽然写的是短篇，，却构建了自己的文却构建了自己的文
学王国学王国。。之前之前，，他出版过一部随笔他出版过一部随笔，，书名就是书名就是《《鲤鲤
鱼川鱼川》。》。小说的发生地也在鲤鱼川小说的发生地也在鲤鱼川。。这个名字首先这个名字首先
是地理的是地理的，，作者写的是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作者写的是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但但
若用华北平原若用华北平原，，地理虽阔地理虽阔，，却少了文学意味却少了文学意味，，而鲤而鲤
鱼川湿润诗意鱼川湿润诗意，，有着无限的意蕴有着无限的意蕴。。其次也是更重其次也是更重
要的要的，，鲤鱼川是文化综合体鲤鱼川是文化综合体，，在这个旗帜下在这个旗帜下，，可以可以
虚构地理虚构地理。。若把东北平原的山川河流移到华北平若把东北平原的山川河流移到华北平
原原，，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一百个愚公也不可一百个愚公也不可。。但在文化但在文化
地理中地理中，，作家可以大胆妄为可以肆无忌惮作家可以大胆妄为可以肆无忌惮。。当然当然，，
原有的底蕴不会变原有的底蕴不会变，，基本属于独家秘笈基本属于独家秘笈。。在文学在文学
史上史上，，许多作家成功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王国许多作家成功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如如
加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神秘南美马尔克斯的神秘南美、、福克纳的约法纳福克纳的约法纳
克他帕郡克他帕郡、、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莫言的高密和莫言的高密和
贾平凹的商州等贾平凹的商州等。。在自己的领土上在自己的领土上，，作者当然就作者当然就
是帝王是帝王，，可任意驰骋自由飞翔可任意驰骋自由飞翔。。但作为帝王并非但作为帝王并非
易事易事，，并不是说划定一定范围起个与文学有关的并不是说划定一定范围起个与文学有关的
名字就可以名字就可以，，文学符号绝不是商标文学符号绝不是商标。。在这片领地在这片领地
上上，，飞鸟和云朵飞鸟和云朵、、蝴蝶和花草蝴蝶和花草、、游鱼和溪水游鱼和溪水、、炊烟炊烟
和房屋以及婚丧嫁娶和房屋以及婚丧嫁娶、、言谈举止等等言谈举止等等，，都吮吸着都吮吸着
特别的营养特别的营养，，散发着特有的气息散发着特有的气息。。或者可以这样或者可以这样
说说，，有着同样的根脉有着同样的根脉。。

《《人事人事》》的根脉在鲤鱼川的根脉在鲤鱼川。。李延青的成功构李延青的成功构
筑筑，，一个原因是人物在不同的小说出现一个原因是人物在不同的小说出现，，这篇是这篇是
主角主角，，下篇是配角下篇是配角。。如银子同时出现在如银子同时出现在《《旧事二旧事二
题题》《》《饮食男女饮食男女》》等小说中等小说中，，彼此交叉彼此交叉、、相互印证相互印证，，
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轻易透射乡村的秘密可以轻易透射乡村的秘密————
从人物关系走进伦理深处从人物关系走进伦理深处。。或者说或者说，，对人物关系对人物关系
的解读就是对乡村伦理的注释的解读就是对乡村伦理的注释。。叫银子的女性其叫银子的女性其
他地方也有他地方也有，，但这一个只属于鲤鱼川但这一个只属于鲤鱼川。。另一原因另一原因
在于在于，，李延青写出了鲤鱼川的风俗礼仪李延青写出了鲤鱼川的风俗礼仪、、人情往人情往
来来———乡村文化正是凭此得以传承—乡村文化正是凭此得以传承。。人物的个性人物的个性
自然各不相同自然各不相同，，但因为在相同的地域但因为在相同的地域，，言说方式言说方式
会有相似性会有相似性，，比如银子与豌豆两位经历不同的女比如银子与豌豆两位经历不同的女

性性，，我甚至能听出她们鲤鱼川味的乡音我甚至能听出她们鲤鱼川味的乡音。。乡音是乡音是
一个地域区别另一地域最明显的特征一个地域区别另一地域最明显的特征。。再一个原再一个原
因是作者在景物描写时反复出现鲤鱼川因是作者在景物描写时反复出现鲤鱼川，，如如《《饮饮
食男女食男女》《》《发小们的病发小们的病》》等等，，像一面高扬的旗帜像一面高扬的旗帜，，告告
诉你这是什么地方诉你这是什么地方，，有的小说虽未明言有的小说虽未明言，，但通过但通过
对庙宇对庙宇、、植物植物、、甚至土炕的描写暗示读者甚至土炕的描写暗示读者，，到了谁到了谁
的地界的地界。。因为曾经到过那里因为曾经到过那里，，亲切感顿生亲切感顿生。。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
革开放后革开放后，，几乎一个世纪几乎一个世纪。。人和事各不相同人和事各不相同，，但无但无
论是抗日题材还是当代生活论是抗日题材还是当代生活，，都有明显的时代特都有明显的时代特
征征。。首先说抗日题材的小说首先说抗日题材的小说，《，《饮食男女饮食男女》《》《旧事二旧事二
题题》《》《胶皮大车胶皮大车》》均属此范围均属此范围。。与长篇小说正面进与长篇小说正面进
攻不同攻不同，，短篇小说是轻巧型武器短篇小说是轻巧型武器，，所以关于那个所以关于那个
时代时代，，作者并没有大段描写作者并没有大段描写，，而通过人物命运得而通过人物命运得
以窥视以窥视，，所谓窥一斑知全豹所谓窥一斑知全豹。。在对战争的书写上在对战争的书写上，，
作家们一直不停地探索作家们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俄罗斯作家由保家卫如俄罗斯作家由保家卫
国的主题转到对战争的反思上国的主题转到对战争的反思上，，另一些作家则关另一些作家则关
注战争对人的伤害注战争对人的伤害，，如如《《朗读者朗读者》，》，而卡尔维诺的而卡尔维诺的
《《良心良心》》则思考战争的本质则思考战争的本质。。正是这些变化正是这些变化，，让文让文
学绽放出创造的光彩学绽放出创造的光彩。。河北有不少长篇是关于抗河北有不少长篇是关于抗
日的日的，，李延青虽然也写抗日李延青虽然也写抗日，，但显然与他人不同但显然与他人不同，，
他是迂回式的他是迂回式的。。战争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战争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看—看
看遍地炮楼就知道了看遍地炮楼就知道了，，都笏村北山炮楼都笏村北山炮楼、、北盘炮北盘炮
楼楼、、灵堂院炮楼灵堂院炮楼、、千根炮楼千根炮楼。。鲤鱼川被封锁在中鲤鱼川被封锁在中
间间，，是另一个战场是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里在这个战场里，，有男欢女爱有男欢女爱，，
有嫉妒有仇恨有嫉妒有仇恨，，自然也有鲜血有牺牲自然也有鲜血有牺牲。。战争已嵌战争已嵌
入了他们的日常入了他们的日常，，如如《《胶皮大车胶皮大车》，》，说的是拉土说的是拉土，，却却
插入一段描写插入一段描写：：““此时此时，，太阳正向西山上空那抹灰太阳正向西山上空那抹灰
黑色的云层坠去黑色的云层坠去，，北坡垴上的炮楼突兀地矗立在北坡垴上的炮楼突兀地矗立在
余晖中余晖中。。没有一丝风没有一丝风，，竖在炮楼顶上的膏药旗在竖在炮楼顶上的膏药旗在
燠热的空气里仿佛丧幡一动不动地低垂着燠热的空气里仿佛丧幡一动不动地低垂着””。。没没
有一个人可以置身战争之外有一个人可以置身战争之外。。上世纪上世纪3030年代的年代的
时代特征之一时代特征之一，，就是对侵略者的抗争就是对侵略者的抗争、、对命运的对命运的
抗争抗争。。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个人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个人，，都有都有
自己的抗争方式自己的抗争方式，，比如眯缝比如眯缝，，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不得罪，，却偏却偏
向西山的八路向西山的八路；；比如豌豆比如豌豆，，不过是个普通的揣着不过是个普通的揣着
梦想的妇女梦想的妇女，，仍然不能逃脱仍然不能逃脱。。在李延青笔下在李延青笔下，，个体个体
命运永远存在于家园命运的羽翼之下命运永远存在于家园命运的羽翼之下。。

《《匠人匠人》《》《发小们的病发小们的病》》归属当下系列归属当下系列。。匠人是匠人是
五行八作的家伙五行八作的家伙，，如木匠如木匠、、油匠等油匠等。。小说中的周向小说中的周向
文在这方面是有悟性的文在这方面是有悟性的，，和木匠聊聊天便能偷到和木匠聊聊天便能偷到
木匠的技术木匠的技术，，是技艺精湛的匠人是技艺精湛的匠人。。但他真正的匠但他真正的匠
人身份人身份、、也是作者着力突出的也是作者着力突出的，，是背诵语录是背诵语录。。虽然虽然

远离了那个时代远离了那个时代，，个人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个人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但时但时
代的枷锁套得更牢了代的枷锁套得更牢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遭遇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遭遇。。
小说还写了同样爱好背语录的田桂生小说还写了同样爱好背语录的田桂生，，与周向文与周向文
形成合奏关系形成合奏关系，，暗喻出精神隐疾并非个体暗喻出精神隐疾并非个体，，属于属于
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发小们的病发小们的病》》则写了乡村的破碎则写了乡村的破碎，，伦伦
理开裂理开裂、、欲望膨胀欲望膨胀。。发小们的病不过是个引子发小们的病不过是个引子，，整整
个乡村都病了个乡村都病了。。作者显然不为指出得了病作者显然不为指出得了病，，而是而是
引人思考引人思考，，关于人际关系关于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自然环境等
等等。。叙述者似乎是一味药叙述者似乎是一味药，，在叙述中化解了矛盾在叙述中化解了矛盾，，
但思考却没有随小说结束而停止但思考却没有随小说结束而停止。。

艺术特色也是这部小说集值得称道的地方艺术特色也是这部小说集值得称道的地方，，
文学的标记不是写了什么文学的标记不是写了什么，，而是艺术个性而是艺术个性。。一是一是
采用投影法采用投影法，，化繁为简化繁为简，，却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却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作为短篇小说作为短篇小说，，撷取的多是生活的一个横截面撷取的多是生活的一个横截面，，
如果繁复如果繁复，，难免臃肿拥挤难免臃肿拥挤。。而作者从一个极小的而作者从一个极小的
角度进入角度进入，，既轻又巧既轻又巧，，不但让我们看到横截面的不但让我们看到横截面的
纹理纹理，，还想象到整棵树的状貌还想象到整棵树的状貌。。如抗日如抗日，，作者没有作者没有
正面描写正面描写，，但就涉及的人物命运但就涉及的人物命运，，却让读者窥见却让读者窥见
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二是具有诗意的光泽二是具有诗意的光泽。。世世
俗是小说的根俗是小说的根，，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只在世但只在世
俗内部下功夫俗内部下功夫，，小说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小说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李延青李延青
显然深谙小说之道显然深谙小说之道，，写世俗人生写世俗人生，，却呈现出飞扬却呈现出飞扬
的姿态的姿态，，在世俗与诗意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世界在世俗与诗意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世界。。

如如《《旧事二题旧事二题》》中的豌豆中的豌豆，，语言语言、、神态神态、、心理都具有心理都具有
诗性美诗性美。。豌豆离世那天豌豆离世那天，，穿的正是结婚时那件花穿的正是结婚时那件花
夹袄夹袄。。她像预知到一样她像预知到一样，，花夹袄比队长那一枪更花夹袄比队长那一枪更
令人疼惜令人疼惜。。三是注意意蕴的开掘三是注意意蕴的开掘。。与深刻相比与深刻相比，，丰丰
富对小说更为重要富对小说更为重要。。深刻不是那么轻易达到的深刻不是那么轻易达到的，，
有些所谓深刻的小说只是用几十万字讲述一个有些所谓深刻的小说只是用几十万字讲述一个
道理道理，，一旦被读者说明白一旦被读者说明白，，那就不叫深刻那就不叫深刻。。而丰富而丰富
不同不同，，丰富提供的是空间和阐释角度丰富提供的是空间和阐释角度。。这这1111篇小篇小
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把道理硬塞给读者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把道理硬塞给读者，，只是只是
呈现了人世间的画面呈现了人世间的画面，，语言质朴干净语言质朴干净，，不少论者不少论者
认为李延青的小说有味道认为李延青的小说有味道。。这这““味道味道””正是小说的正是小说的
意蕴意蕴，，能感知却说不清楚能感知却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越想触摸越说不清楚越想触摸。。
四是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四是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人物形象对小说人物形象对小说
是重要的是重要的。。当然当然，，在一些作家的观念理念中在一些作家的观念理念中，，塑造塑造
人物显得老旧人物显得老旧。。确实确实，，在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作在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作
品中品中，，人物可能只是影子人物可能只是影子，，甚至连影子都没有甚至连影子都没有，，但但
不可否认不可否认，，许多作家以此作为盾牌许多作家以此作为盾牌，，掩饰塑造人掩饰塑造人
物的无力和苍白物的无力和苍白。。塑造人物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内塑造人物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内
功功。。李延青采用的多是勾勒法李延青采用的多是勾勒法，，三言两语三言两语，，人物跃人物跃
然纸上然纸上。。如童年的豌豆如童年的豌豆，，别人给她麻花别人给她麻花，，让她叫爹让她叫爹，，
豌豆拿了东西却跑开豌豆拿了东西却跑开，，小嘴蹦出小嘴蹦出：：我是你娘我是你娘。。

写什么重要写什么重要，，怎么写同样重要怎么写同样重要，，永远不能割永远不能割
裂裂。。这是小说形成风格的缘由和魅力所在这是小说形成风格的缘由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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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以饱含深情的笔，紧扣时代脉搏，以
扶贫攻坚为主题，书写了报告文学《塘约道路》。
以一个当下贫困村里普通老百姓脱贫的动人故
事，为我们塑造了人民的群像、英雄的画卷。

王宏甲通过书写塘约村的改革探索，让更多
的读者走进“塘约村”这个小世界，透过这个小世
界主动思考国家发展前景，关心农村和农民命
运。该书情感与思想并臻，叙事与论述交融，奔
放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多学科融会贯通的
交响。书中无论叙述或议论，处处彰显历史的高
度、现实的深度和哲学的维度，整个文本，呈现出
有劲道的质感和强大的自信。

《塘约道路》中，王宏甲始终带着家国情怀，
探索村庄发展，心系国家发展的宏大主题。他以
国家发展为主轴，着力探寻社会进步的机制、原
因和动力，书写时代巨变。他抚今追昔，以历史
的眼光分析社会发展问题，以历史的高度书写家
国情怀。讲述塘约致富道路前的贫穷状况时，他
上溯明朝至1951年土改前夕，回顾塘约土地开
垦历史，探索塘约贫穷的根源。他联系当今时代
背景分析塘约道路——2015年6月18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提出，加大力度推进扶贫
开发工作要做到“四个切实”，塘约村走出贫困正
是“四个切实”重要作用的体现。他引经据典深
入分析“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个悠久的问题，
《汉书》里就写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之地”，用在土改前的塘约村也完全合适。

从现实分析和历史梳理中，王宏甲探寻着历
史发展的脉络、本质与趋势。他分析塘约的变化
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
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因而，巩固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
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在分析塘约致富道路时，王宏甲以历史的高
度表现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他认为，“一个好社
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中国共产
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进而创造更好
的社会。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
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只有在不忘初心的党的
领导下，聚全体村民共同发展，举全村之力直至
帮助最后一个贫困者脱贫，才是最大的政绩”。

《塘约道路》一书中深刻的分析，处处彰显着
王宏甲特有的哲学辩证思维和真挚的民生情
怀。在分析“塘约道路”中的塘约故事和塘约人
物时，王宏甲从事物的现象出发，分析探寻事物
的本质，条分缕析地呈现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
系。比如每章的结尾，王宏甲都会紧扣其论述事
实现象，深入挖掘事物发展的本质。在思考农村

经济发展时，他剖析道：在信息时代仅靠传统农
业方式已无法承载农民生计，真正的贫困已日益
表现为旧有生产方式的束缚，在改革的基础上深
化改革势在必行；对于塘约的“产业结构调整”，
他发表独特见解：产业结构调整是从组织生产的
技术层面去说的，其深刻的原因还是把全体村民
重新组织起来，才有如上所见崭新的劳动生活。

不止对“塘约故事”的剖析，对故事中人物的
刻画，王宏甲同样无例外地以一种哲学的辩证思
维去分析，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比如，他在讲
述引领村民致富的无私奉献典型房学凯、陈万
德、陈大兴、左文学及其父亲左俊榆的感人事迹
时，不仅生动刻画了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形象，塑
造了一幅人民的群像和英雄的画卷，更是探索了
这些人物背后的情感力量和精神支撑，继而探索
其崇高精神，进而剖析其制度本质，他说：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的最
伟大的制度性财富”，“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
会主义制度下，才培育出这样一批以关怀全体村
民生活为己任的党支部书记”。

在《塘约道路》后记中，王宏甲坦言：“我在整

个采写过程中，一再感到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
对我的教育和震动都很大。”他诚挚地表露着自
己一次又一次走访塘约的心声：“似乎不只是为
了更了解今日农村而一次又一次去塘约，似乎
是去寻找我自己，似乎这个村庄的土地上、这个
村庄农民的选择中，也有我精神的归依。”在探
索塘约人民脱贫道路中，他以真挚的感怀和情
思，清晰而深刻地探寻着塘约贫困户和脱贫攻
坚力量的现实生活，展示着他们的拼搏人生和奋
斗命运。

《塘约道路》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它
的文学性建立于充分有力的细节和真切丰满的
人物形象。王宏甲以一段朴素的白描，描绘了现
实生活中一些可敬的人物形象，比如令人肃然起
敬的老共产党员、老农民、老父亲，敢于担当的年
轻村干部，朴实、明理的农村媳妇等等。王宏甲
努力探寻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领悟他们的角色
心理，深刻感悟他们的喜怒哀乐。

值得一提的是，王宏甲在描写刻画这些人物
时，始终带着对现实情境的思考，以现实的深度
书写着自身的人文情怀。他娓娓道出塘约道路
的塘约经验，并殷切表达自己的体验感悟和人文
关怀——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我们大
家都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我们个人也需
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其间彰显的理性思维
和感性的光辉，让我们深切地感受着文学的力量
和深刻的生命感怀。

■短 评 赤子之心写就大爱情怀
——读王宏甲的《塘约道路》 □尹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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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上帝送给人
类的礼盒，文学作品是礼
盒里的一枚枚糖果。所
有礼盒都有一个美丽的
蝴蝶结。作家，作为向着
太阳而飞的天使，不仅是
糖果的酿制者，还是蝴蝶
结的编织者。

我有幸成为一名作
家，成为酿制文学糖果，
手捧金丝带，编织蝴蝶结
的人。当我意识到，我酿
制的糖果和编制的蝴蝶
结不仅关乎到我个人的
喜怒哀乐，更关乎到我的
家人、亲人、老师和朋友
的喜怒哀乐的时候，当我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酿
制的糖果和我编织的蝴
蝶结，不仅是送给自己和
亲朋好友的礼物，还是送
给众多陌生人的礼物的
时候，当听到祖国的召
唤，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我
的责任感突然就大了起来。这种把个人命运和
祖国的命运连接起来的责任感，这种要用文学
的光，照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使命感，一旦
在一个作家的心里生根发芽，作家的创作必定
会被赋予更多的灵感和更神秘的力量。

在人类的舞台上，作家从来都不是舞台中
央最耀眼的那一个，但这并不妨碍作家成为向
着太阳而飞的天使。天使有一颗悲悯的心，作
家也有。天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人
类更美好，作家也是。作家不仅是天使，还敢
于向着太阳而飞，在穿越如烟红尘，探寻奥妙
生命，由表象抵达事物内部的过程中，即使烤
焦了自己，也要掉到月亮上。作家不是生活大
舞台的旁观者，而是生活大舞台的幕后策划
者，同时还兼职着背景音乐师和灯光造影师。
作家可以把整个舞台搬到纸上，让人们的思
想、信仰以及孤独彷徨带上墨香；作家用神奇
的文字，将自然风光、生活故事卷成万花筒；作
家用自己的慧心做调料，把真善美、假恶丑制
成百味糖果。如果愿意的话，作家还可以给生
活大河里的暗礁和荒漠里受伤的老鹰系上蝴
蝶结。眼睛到达不了的地方，心灵能到达；心灵
到达不了的地方，文学能到达。文学可以喂养
灵魂，文学亦可以兴邦。文学是一项让人类变
得更美好的壮丽事业，我有幸成了这项壮丽事
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不必急于夸大文学的作用，只需用我们的
勤奋和智慧，让文学散发出来的光芒更加多姿
多彩，更加有温度，更能够动人心魄。我们酿制
的糖果，也许不必更甜一点，只需更真实一点，
更多味一点，更新鲜一点，更宝贵一点。既能触
动人的味蕾，也能触动人心灵的糖果；既便于品
味，又具备收藏价值。经典的文学作品能够照
亮人生的路，也能点燃希望的灯；能够纵穿时
空，记录生命的轨迹，也能横跨心灵，沟通人的
情感，装饰人的梦想。好作品如佳酿般香醇，让
生命发光；好作家如天使般美丽，让世界丰盈。
作家的任务，就是让文学的礼盒更大一点，让礼
盒里的糖果更多一点，让礼盒上的蝴蝶结更漂
亮一点。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大胆
的想象设计。如何用文学打通时间的隧道，开
启时空的大门，如何把世间万象、人生百态绘制
成映射着生命光辉的地图，如何从大海里打捞
出彰显着人类智慧的诺亚方舟，如何从泥土里筛
出金粉打造永不凋零的金蔷薇，这是每一个作家
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是作家，就要像作家一
样生活。作家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但并不孤单。
在文学现场，虚心向文学大师学习，勤奋执著、苦
心钻研，是作家的日课。世界是混沌的，作家的
心要清明，作家要用文学的筛子，让混沌的世界
变得清晰。作家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更有尊
严，让山更宏伟，让水更自由，让花更婀娜，让阳
光更妩媚。作家要让邪恶无处逃遁，让美好完
美呈现。作家要让寂寞的人不孤单，让苦难的
人看见光明，让善良的人感知现世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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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清远“80后”作家叶清河、李衔夏是广东
省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近日，由广东省文学院、清
远文联指导，清远作协主办，清远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的叶清河李衔夏小说研讨会在清远举行。

与会专家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大家谈
到，文学要写出这个时代的人民的真实状态，反映出那
些被忽略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目前青年作
家的小说创作，在观念和写法上都需要进一步加以突
破，清远的这两位作家作出了积极的探索。（马 忠）

本报讯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苏州区吴中区甪直镇
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日前宣布
启动。

据介绍，本届评奖范围限定为教师个人正式出版
的文学著作，或在文学期刊发表的两万字以上的单篇
作品。设立主奖5部、提名奖20部；为在文学创作上取
得突出成果并产生一定影响力、年龄在60岁以上的
教师作家设立“终身成就奖”。白烨、吴思敬、叶小沫等
谈到，要在评奖活动中去发现新的作品，倡导新的创
作理念，繁荣校园文学和文化。 （正 丽）

本报讯 近日，叶炜小说创作研
讨会在曲阜召开。40余位作家评论家
与会，围绕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展
开研讨。大家谈到，叶炜的创作深受中
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的影响。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建构一个文学
层面的“苏北鲁南”，反映近现代中国的
百年乡土变迁。作家在创作上具有较
好的文体自觉。与会评论家也中肯地
指出了他创作中的不足。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丛子
钰） 近日，由北京文联、北
京作协与江苏作协联合主
办的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
南北对话论坛在京举行。沈
强、王朔、程惠民、王升山以
及40余位专家、网络作家参
加。

论坛上，主办方宣读了
《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南北
对话大会倡议书》。大家表
示，网络文学的发展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添了
活力。作为新时代文学事业
的重要力量，网络文学应当
结合自身的特性，创作更多
贴近现实、展现时代与民族
特色的佳作。要加强行业自
律和队伍建设，自觉抵制低
俗、庸俗、拜金主义、无底线
的娱乐，坚决遏制盗版和剽
窃，踏实创作，推出更多优
秀网络文学作品，为中国文
学从“高原”走向“高峰”奉
献力量。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评选启动

专家研讨叶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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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研讨叶清河李衔夏小说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广东作
协指导支持，中山市政协委员学堂、中山火炬开发区
管委会、中山海事局主办的“2017粤港澳大湾区海
洋诗会”在中山市伶仃洋举行。

活动中，评选发布了“古代十佳海洋诗歌”和“中
外十佳海洋诗歌”、“当代十佳海洋诗歌”名单。诗人
们在伶仃洋的船上热情朗诵海洋主题诗歌，共同感
受海洋诗歌的独特魅力。诗人们还走进校园，为学
子们送上精彩的诗歌讲座。 （欣 闻）

伶仃洋上吟诵新诗篇 本报讯 12月13
日至14日，河北廊坊
首部大型原创音乐剧
《紫檀》将在北京保利
剧院上演。该剧由廊坊
市文广新局和河北坤
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陈蔚担任总
导演，孟卫东作曲，钱
晓天编剧，田浩、刘玥、
陈滨、李源、廖裕文、欧
阳雄文等主演。

《紫檀》讲述了一
代清宫名匠为保护民
族瑰宝、维护手艺人职
业尊严而不惜付出生

命代价的感人故事，演绎了廊
坊这座城市的社会百态，深刻
阐释了中华红木博大精深的
文化精髓，展现了民族工匠专
注执著的匠人精神。演出还原
了“京作”红木制作的宏大场
面，不少音乐都是根据搜集整
理的冀中平原民歌、小调、古
曲等创作而成的。（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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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3日，《罗·乌力吉
特古斯诗选》首发式在京举行。叶梅、
林莽、高兴、宝音贺希格等参加首发
式。罗·乌力吉特古斯是蒙古国“70后”
女诗人，其诗选由哈森翻译，在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推出。与会者认为，乌力吉
特古斯的诗表达了当代女性真实的人
生体验和对爱与自由的探寻，而哈森的
精彩翻译让读者通过汉语感受到了蒙
古国诗歌的独特魅力。 （易 明）

哈森新译作首发

本报讯（记者 行超） 由杭州文联主办，杭州文
艺评论家协会、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
承办的“青年文艺批评·杭州对话会”暨“首届杭州青
年文艺评论大赛”颁奖活动近日在杭州举行。徐勇、
杨莎莎、周启星和王姝、王燕飞等青年评论家的10
篇优秀评论文章分获二、三等奖（一等奖空缺）。

对话会上，徐兆寿、夏烈、张晓琴、金赫楠、饶翔、
丛治辰、王晴飞、李振等谈到，在当下，文学创作和批
评不能够逃避和远离社会现实，文学工作者的关注
点不应该只是狭窄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场，更应该
敞开自我，与公共社会和更广泛的读者群展开交流。

杭州研讨青年文艺批评

本报讯 12月 1日，
首届南方诗歌节新闻发布
会在京举行。谢冕、陈晓
明、黄怒波、程步涛、江泽
全等参加发布会。

据介绍，南方诗歌节
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
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
德庆县人民政府承办，计
划每两年举办一次。首届
诗歌节以“重温经典，情系
德庆，走进新时代”为主
题，将于12月 20日起在
广东德庆县启幕。其间举
办主题研讨会、主题讲座
等学术讨论，还将组织作家走进
农村、举办诗歌朗诵会等。

首届南方诗歌节征稿活动即
日启动，至2018年12月30日面
向全国及海外各地征稿。发布会
现场还召开了“情系德庆·新诗百
年——回看八十年代，走进新时
代”座谈会，与会学者围绕上世纪
80年代诗歌创作热潮展开交流
与讨论。 （刘晓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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