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2月12日，由作家出版社和台儿庄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美丽的遗产——柯岩画传》首发式
暨柯岩逝世两周年追思会在古城山东台儿庄举行。中国作协主
席铁凝发来贺信。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翟泰丰、中国作协副主
席廖奔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宝民、中
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水舟以
及来自各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2013 年是柯岩逝世两周年，作家出版社在此时推出《美丽
的遗产——柯岩画传》一书。该书由胡笳编著，以时间为节点分
3 卷记录了作家、诗人柯岩自 1929 至 2011 年的美丽人生，其中
收录的许多照片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这本浓缩了柯岩一生
的图文书，让读者领略到新中国第一代作家的风采与奉献精神。

绿绿的小草为柯，坚硬的大石为岩，生长在岩石缝隙中的小
树，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坚强。这是柯岩笔名的由来，也诠释
了她一生的追求与境界。铁凝在贺信中说，当我们打开《柯岩画
传》，回首她所走过的不平凡的艺术历程，可以深刻而清晰地感
受到岩中花树般顽强美丽的生命力和蓬勃昂扬的精神风貌；感
受到她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精益求
精；感受到她坚定的意志和乐观豁达的胸襟。无论为文还是为
人，柯岩同志的品格和风骨，都是我们学习的表率和榜样。

柯岩逝世两周年以来，许多读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缅怀和
纪念她。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岩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日
益凸显，并焕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与会者谈到，柯岩的美丽
来自她纯真的童心，以及永远葆有这样的童心，这使得她对世
界充满浓浓的善意和爱意。柯岩的美丽来自她对写作的热爱。
她一生视写作如生命，从《“小兵”的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到诗
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再到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等，这些作
品以精湛的艺术品质和深厚的思想内涵受到读者的喜爱。柯岩
的美丽最终还是来自她“为人民”的创作，她始终把个人的艺
术创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把对祖国和人民的大
爱融入文学创作之中，温暖和滋润着人们的情感和心灵。柯岩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笔美丽的遗产，更是需要不断挖掘的精神
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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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书画作品展

在湖南举行
本报讯 12月10日，为期一周的“诗文风流·翰墨飘香——中国作家

书画作品展”在湖南衡阳开幕。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湖南省作协主席
唐浩明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览由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毛泽东文学院、衡阳市文广新
局、艺术中国杂志社共同主办，由谭谈、王巨才、苏士澍担任展览总
顾问。诗人、书法家洛夫为展览题名。据介绍，组委会自2012年9月开
始面向海内外华文作家征稿，在400多天的时间里，共有30多个省区市
的 327 位作家参展，征集到作品 600 余幅，100 余幅作品入展并获奖。
开幕当天，还举行了《诗文风流·翰墨飘香——中国作家书画作品展作
品集》首发式。

（欣 闻）

本报讯 旨在全面展示山东作家的创作风貌、反映齐鲁文学新作的
文集《齐鲁文学作品年展2012》，近日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齐鲁文学作品年展2012》由山东省作协组织编撰，全书约180万字，
共收录了359位山东老中青三代作家的500余篇作品，分为小说、诗歌、散
文三卷，每一卷中又包括精选和原创两辑。精选辑收录了山东作家该年
度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尤凤伟的《残余时间》、赵德发的《晚钟》等小
说，耿林莽的《时间，是一种失》、王夫刚的《南行记》等诗歌，张炜的《古镇
随想》、张海迪的《时间是什么》等散文均在其中。原创辑收录的则是尚未
正式发表的作品，主要是齐鲁文坛较具代表性和发展潜力的新人佳作。
全书作品题材广泛，内质深厚，风格多样，山东作家的创作轨迹和走向从
中清晰可见。

山东省作协创联部表示，该书有助于扶掖和激励齐鲁文学新生力量，
对激发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壮大齐鲁文学阵容、推动多出精品和人才具
有积极促进作用。

（鲁创讯）

齐鲁文学作品年展出版

新书贴 《童年河》
赵丽宏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这是散文家、
诗人赵丽宏推出
的首部长篇小说。
作品以作者的童
年记忆为题材，以
上世纪60年代的
上海为背景，讲述
了一个生活在崇
明岛的孩子融入
城市生活的故事。
赵丽宏说：“小说
是虚构的，但虚构
的故事和人物中，
有我童年生活的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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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文学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十月》创刊35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奖揭晓 第十届“十月文学奖”同期颁发

国家大剧院打造小剧场话剧《玩偶之家》

忠实重塑易卜生经典名作

“当代美术经典观摩”在京展出

本报讯 12 月 7 日，由中国政协文史馆、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办的

“当代美术经典观摩”在京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
齐续春出席并参观了展览。

据介绍，此次展览面向近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的部分资深书画家和工艺美术家，中国政协文
史馆文化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馆员、各艺
术研究院成员和当代部分优秀中青年书画家、工
艺美术家征集作品200余幅（件），旨在促进文化
艺术创作发展，努力探索以学术价值为主的投资
导向之路。参展作品汇集了中国当代书法、绘
画、油画、雕塑、工艺美术等不同门类的优秀作

品，反映了艺术家们对当代社会、自然环境和人
文历史的关注。其中，油画板块里还突出了中国
政协文史馆油画研究院倡导力行的中国写意油
画的方向，展出了中国写意油画领域部分代表性
艺术家的作品。

此次展览以“艺术与金融融合发展道路探
索”为主题。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赵珩表示，搭
建文化艺术与金融对接平台，促进文化艺术与金
融深度融合与健康发展，既是繁荣与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充分发挥各方
面优势、努力打造高品位“文化金融绿洲”的有益
尝试。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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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健） 为纪念《玩偶之家》中
国首演10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于2014年1月14
日推出小剧场版的《玩偶之家》，以纪念这个特殊
的年份和作品。该剧由任鸣执导，曹颖、王斑等
主演。

《玩偶之家》是“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最著
名的代表作，自 1879 年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
以来，成为世界各国戏剧舞台上常演常新的经典
作品，全剧人物刻画鲜明生动、戏剧情节严谨集
中，戏剧张力丰富强烈，不仅对19世纪末到20世
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极大的推动
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自 1914 年上海“春柳

社”首次演出“幕表戏”《玩偶之家》以来，该剧也
成为中国话剧史发展的重要“见证”。诞生近
150年来，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发生
了重大改变，而该剧中关于婚姻、家庭矛盾的现
实意义仍与当下的社会息息相关。一部好的作
品之所以能够常演常新，就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
和不同风格的导演能够从中发掘出特别关乎人
性的东西和对当代人有影响力的元素。任鸣表
示，他将忠于原著，把这部作品的精髓呈现出来：

“重新讨论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婚姻问题、家
庭问题、夫妻间独立和依赖的问题、信任和欺骗
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唤起观众的思考和反思。”

本报讯 12月 12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共同主
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3）”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德国作家安
妮·格斯特许森的《我们是姐妹》、俄罗斯作家达尼伊尔·格拉宁的《我的中
尉》、危地马拉作家罗德里格·雷耶·罗萨的《聋儿》、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
罗·皮佩尔诺的《形影不离》、法国作家奥利维埃·亚当的《边缘》获此殊
荣。活动现场，安妮·格斯特许森与读者分享了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独
特理解。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至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
动已成功举办了12届，共有来自22个国家的74部优秀作品获奖。众多品
质优秀、内涵深刻、文笔精彩的作品进入了专家评委的视野，并通过他们
的推荐，得到了中国读者的肯定和认同。本年度的获奖作品来自世界各
地，共同带来了异域文化和别样风情。作者通过个性的思考和独特的表
达，为大家展示出一幅幅斑斓绚丽的画卷。不论是展现莱茵地区普通农
庄一个世纪沧桑变迁的《我们是姐妹》、重新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中普通人
命运轨迹的《我的中尉》，还是真实呈现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中平
民处境的《聋儿》、讲述罗马资产阶级家庭两兄弟成长故事的《形影不离》、
呈现当代法国社会边缘人处境的《边缘》，都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表
达了对人类情感和命运的关注。

当天，安妮·格斯特许森还与中国作家虹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了
一场跨越国界的精彩交流与对话。这两位女作家都曾用自己细腻的笔触
写出了深刻的女性主题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行 超）

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13）评出

本报讯（记者 武翩翩） 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文学事
业一起成长，《十月》 至今已走过了 35 年的峥嵘岁月。
这份杂志见证了文学的光荣与梦想，也见证了一批优秀
作家的成长足迹。12月 15日，“《十月》创刊 35周年最具
影响力作品奖”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揭晓，铁凝、莫言、
李存葆、张洁、张贤亮、张承志等28位作家的35部作品获
此殊荣。

作为一份创刊于 1978年的文学杂志，《十月》 一路
走来的 35 年堪称一部“新时期文学简史”。创刊伊始，

《十月》 就打破了以往文学期刊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办刊
思路，主打中篇小说，兼顾其他形式和体裁的作品，先
后发表了《黄河东流去》《蝴蝶》《沉重的翅膀》《黑骏马》

《高山下的花环》《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绿化树》《鸡窝洼
的人家》等作品，杂志发行量迅速跃居全国文学期刊前
列。近年来，《十月》刊发的《生死疲劳》《豆汁记》《涂自强
的个人悲伤》等作品，依然受到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
关注和喜爱。

“《十月》是由一批有信仰、有热情、有境界的编辑创
办的文学杂志，他们的心血成就了这本杂志的辉煌。在
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时代的激情、历史的耐心和个人的
思想、修养和操守。”获奖作家铁凝的一席话道出了与《十
月》结缘的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铁凝说，我们身处的
是一个大时代，而打动读者心灵的多是大时代中的小人
物。什么都不能阻挡写作者相信生活，相信爱，相信文

学照亮心灵的能力，相信有文字存在，文学就永远不会
消亡。

“《十月》的名字起得好，让人想到北京阳光明媚的秋
天，想到收获的季节。”获奖作家莫言感慨地说，自己是

“读着《十月》走上文学道路的”，能和这么多优秀的文学
前辈、同行一起领取“《十月》创刊35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
奖”，他感到非常高兴。

不少获奖作家也在贺词中表达了他们对《十月》的真
诚祝福。王蒙说：“新时期以来，《十月》杂志出人出作品出
影响，是读者最喜爱的文学期刊之一。”贾平凹写道：“一
本《十月》，记录了大时代，留下大光荣。”张洁感叹：“35
年，其实就是我的文学生命的始末。”王安忆亦有此感：

“我是和《十月》一起走来的，回头一看，脚印一串，深深浅
浅，相互伴随，相濡以沫。”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在致辞中指出，《十
月》已经成为北京“地标性”的文学期刊之一和首都靓丽
的文化品牌。这是作者、编者和读者悉心呵护、共同养育
的结果。这次活动评选出35部作品，展现了《十月》的发展
历程，以及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对创刊35周年
的美好纪念。这35部作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频共振，是过去35年的一个精华
剪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学仍将以其强大
的魅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十月》为首都
文化建设和中国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代表中国作协向获得
“《十月》创刊35周年最具影响力作品奖”的作家们表示祝
贺，向为《十月》杂志的成长付出过辛勤劳动的文学工作
者表示感谢。他说，《十月》是中国文坛的一棵“常青树”，
自新时期以来，为广大读者奉献出一批优秀的精品力作，
衷心期待《十月》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再立新功。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淼、北京市新闻出版
局局长冯俊科、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钟制宪等出席了颁
奖仪式。

近年来，《十月》的骄人成绩有目共睹，不仅多次获得
国家期刊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和北京市优秀期刊奖，还入
选了“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的期刊”。《十月》杂志主编
曲仲表示，《十月》“未来的路更长”。他们将继续密切关注
时代，密切关注现实，密切联系作者和读者，坚持现实主
义传统，弘扬主旋律，关注多样性，将杂志办得更好，更有
影响力，更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也于当天颁发。叶广芩的《状元
媒》、林白的《北往》获长篇小说奖；阿袁的《子在川上》、胡
性能的《下野石手记》等 6 部作品获中篇小说奖；劳马的

《短篇小说一束》、哲贵的《寄养的女孩》等4部作品获短篇
小说奖；白描的《被上帝咬过的苹果》、耿占春的《沙上的
卜辞》等 4 部作品获散文奖；于坚的《于坚的诗》、默白的

《深蓝》等4部作品获诗歌奖；鲍尔金娜的《摸黑记》、甫跃
辉的《动物园》获新人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

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李克强在讲话中阐

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

了总结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

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李克强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

城镇化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

讲话。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某些方面，还是一片荒
漠，等待着我们去开发的美丽，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需要一个
新的中国梦。”这是诗人严阵的长诗《中国梦》中的诗句，这位耄耋老人用
真诚而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炽热的情怀。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
夕，这首长诗和同名油画在《人民日报》上首发，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

12月 14日，严阵新诗集《中国梦》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这部 15万
字的诗集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了严阵的《中国梦》《春回大地》

《绽放的中国》《微笑的中国》《和谐的中国》等13首长诗，以及作者创作的
油画《中国梦》和《春回大地》。这些诗歌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思想
深刻，富于想象，文字透明澄澈，其中既有生命的欢愉和喷薄而出的激情，
又有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对苦难的思索。读来不难感受到，诗人是在用诗
歌的语言阐述着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自觉。而严阵的画通过颇具现代
感的符号、线条和浓重的色彩，展现着自己眼中丰富、缤纷而又深刻的
世界。

谈及长诗《中国梦》的创作，严阵表示，这首诗是应《人民日报》的邀约
创作的，也反映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用了一个小时便一气呵成”。中
国在完成了许多既定梦想之后，到了一个需要新梦想的关键时刻，到了一
个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世界的时刻。因此，《中国梦》整首诗中不
断重复的主旋律便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梦。”

“政治抒情诗如果只是歌颂成就，说些无关痛痒的话，那是没有意义
的。既然要写，就要尽到诗人的职责。”严阵说，自己在《中国梦》中特别提
到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8种危险——冷漠、庸俗、忘却、麻木、浮躁、盲目、
自误、自腐，每一种都可能“置我们于死地”。因此需要提醒大家，“即使在
最成功的时候，中华民族仍面临着危机，需要我们时刻警惕”。而这首诗
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只字未改，这尤其让他感到惊喜。

据悉，从明年春天起，严阵《中国梦》大型诗画展将应邀在美国纽约联
合国总部开始巡展。

严阵新诗集《中国梦》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