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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学的价值
□雷恩海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没有继承，则无创新。刘
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变乃
创新，通为继承，立足于继承的创新，才是真正有生命力
的、永不匮乏的创新。传统文学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为
华夏民族之精神瑰宝。创作固然来源于生活，但不能离开传
统文学的滋养，因而，如若希冀当代文学创作有所发展，有
所突破，创作出伟大的文学，则不得不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
的土壤。缘此可知，重视传统文学优秀品质之继承，乃当代文
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传统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典质素？首先，传
统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那种注重文学的现实性、重视文学的
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学本体观，是当代文学创作所应该
继承的。司马迁创作《史记》而彪炳史册，“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旨在表达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
类生活的独特认知，考稽其兴废成败之理，这一指导思想乃其
获致巨大成功的关键。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文学创作强调有感而发，有为而作，要有现实的针对性，表现
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与体
味，表达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

诗人屈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他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仍然无法忘怀故国，“长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
骚》一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杜甫历经艰辛，
挣扎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乱离之中，始终秉持“穷
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对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关注，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
宗”的陶渊明，颖脱不群，因为还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才会弃官归田，勤劳自食。
陶渊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
意真古，辞典婉惬”。

缘此，刘勰提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心生而言立，言立而
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写天地之辉
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学应该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的使
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
以为能也。”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义”，追求人生、社会的
真善美，开创太平盛世。这样的思想，主导文学本体，成为其
主要内核，文学之使命是伟大的。刘勰说：“辞之所以能鼓天
下者，乃道之文也。”显然，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乃文学本
体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成就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

其次，传统文学经典倡导为文要有针对性，有感而发，要
言之有物。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所谓“见之行事”，即通过具体事件的叙述，在生动形象
的叙述中，寄寓褒贬，当理切事，鲜明生动地阐明主旨，以积极
的艺术感染力，吸引读者、感染读者。

文学内容的表达，需要坚实的“材料”来支撑。所谓“材
料”，就是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所积累的丰富智慧、文化积
淀。从经典文学来说，运用“材料”，就是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
性。《文心雕龙》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
证今者也。”显然，事类，并非仅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历史
文化的丰富积累，侧重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熟悉丰厚的历
史文化，提要勾玄、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
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如古典诗词创作，即使比较偏重
抒情性，也往往特别注重运用典故，而典故乃历史文化的凝
结，具有丰富的意蕴，如杜甫 《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化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使
得诗人之理想情怀表露显豁，却也不无含蓄之美，也使得诗
歌具有充实的艺术容量和颇大的艺术张力，其感人也深。其
它文学样式，如戏剧、小说，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华，
使之更为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延续性及
开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如唐人对《文选》的学
习，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锻炼了娴熟的艺术技巧，开创了
落尽豪华而见真淳的唐代文学。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忽视了对文学经典的继承，往往缺乏
对传统文学、思想、文化、生活的同情之了解，非常隔膜。此类
内容，即使作为文学创作的“材料”之一，也很难出现于当代
的文学作品之中。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想得太多、写得太多
而读得太少的弊端，许多作品结构相仿、内容相似，陈陈相
因，“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
端”，了无余味，贫乏苍白。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
前代文学往往是后来文学的滋养，或者作为进一步创造的

“材料”，如 《三国演义》《水浒传》 是在话本、讲史的基础
上发展而成；《红楼梦》 与 《金瓶梅》 有着密切的演进关
系；《聊斋志异》 说鬼怪、刺人世，入木三分，与前代志怪
小说、唐人传奇，一脉相承；其文学语言的典雅、简洁，兼
有骈文和古文的优长。戏曲如 《西厢记》《长生殿》，更是

《会真诗》《莺莺传》、董解元《西厢记》和《长恨歌》《梧桐雨》
的新变，脱胎于前代而独具自家面目，是戏剧史上的典范。至
于诗文词曲之积累丰厚，别创新局，自不待言。而我们即使写

一些小文章，几乎不能汲取经典文学的奇葩，作为写作的材料
而化用自如。这样的状况，呈现出当代文学创作的贫乏与苍
白，割裂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其实，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
很好的经验，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
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
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

《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
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
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显然，柳宗元重视经典文学，并视
之为后来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其三，传统文学经典的辞章之美，理应由当代文学继承与
借鉴。汉字乃形、音、义构成的复合体，汉语言天然地具有形
文、声文、情文之美。《文心雕龙·情采》说：“立文之道，其理有
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
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
章，神理之数也。”形文，指语言文字的色彩之美；声文，指声律
之美；五性，乃情感之美。在刘勰看来，讲求形文、声文之美，
是为了更恰切而生动地表达情文之美；此乃自然而然，符合

“为情而造文”的主旨——语言文字乃表达思想情感之需要。
自白话文运动以来，追求语言的通俗化之同时，往往忽略了形
文、声文之美，单一地追求情文之美，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事实上，情感思想的表达，需要完美的形文、声文之恰切配合，
达到韩愈所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而骈俪
与散行的交错运用，可以使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凝重多出
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
以植其骨。”骈散结合，要善于融铸古今语言，简约精辟，使文
章气势宏博。姚鼐说：“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
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要之，语言的典雅或简洁，是文学经
典留给后世的丰厚馈赠。

辞章，不仅仅指语言文字，还包括结构篇章。结构篇章乃
为文之关键，应注意“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即讲求思维的一
致性与周密性。刘勰论篇章结构，有曰：“何谓附会？谓总文
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要
求“首尾周密，表理一体”，因为此乃“命篇之经略”。清代桐城
派讲求义法，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
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

《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
之文。”显然，是将思想情感内容与艺术形式并重的。而“法”
则指文章的结构布局之先后与层次之衔接，还包括对所写人、

事的恰切剪裁，以突出其特质，“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
称”。如若忽略篇章结构之经营，则如刘勰所说“若术不素定，
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就辞章而言，经典文学，
无论长篇或短制，都很重视篇章结构的布局经略，或体制宏
大，气势恢弘；或精约简要，有尺幅千里之势，颇值得学习借
鉴。而且，即使是实用文体，传统文学亦颇注意于其篇章结
构、材料运用、语言艺术的文学性。

桐城派大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
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姚鼐欲兼收并蓄，融通三者为
一。如果不仅仅胶着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而将其内涵扩充：
以义理为承载思想、开启民智、培养精神品性的文学本体；以
考证指文学写作的“材料”，承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辞
章（文章）指文学之结构篇章和艺术性。那么，经典文学的基
本质素所提供给我们的，则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优美的语言和精密的艺术追求。反观一些当代文学
作品，轻视文学本体的追求，缺乏高远的精神品性，内容上几乎
割裂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不能自如地运用丰富的文化积
淀和智慧，而且结构粗疏，语言粗陋贫乏苍白。这些皆阻碍了
当代文学的发展，削减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精神品性。

当代美国极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
姆，著有《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
西方文学的经典。布鲁姆选择并品评了26位作家，指陈其伟
大之处，乃“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
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
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
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西方文学，正
是对前代优秀文学的延续、扩容与超越，其经典质素始终一脉
相承，不曾间断，希腊文明、《圣经》文化，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
及艺术品性，或隐或显地传承着，故而能够持续不衰地造就伟
大的文学。相反，有些当代文学创作离开经典文学的滋养太
久了，而今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学的经典质
素，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之壤，很好地继承借鉴，融会贯通，才
有创新可言，方可创造出伟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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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鲁
迅精神价值与经典重读”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参会论文 30 篇，
内容涉及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回顾
与展望、鲁迅作品重读、中西文化语境
中的鲁迅、鲁迅精神的经典化与当代性
等主题，其关注的学术问题和研究范式
的多元化皆体现了当下鲁迅研究前沿
的某些特征。

首先，该论文集富有学理性和历史
感。鲁迅研究的可持续良性发展离不
开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和反思，这是鲁
迅研究葆有学术活力的源泉所在。新
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该
论文集中重要的讨论题目。张梦阳的
论文结合自己献身鲁迅研究 40 年的经
历，围绕“鲁迅值不值得研究”、“应该
以什么方法研究鲁迅”、“为什么要将鲁
迅研究上升为鲁迅学”、“鲁迅学能够持
续下去吗”等问题对鲁迅研究进行了哲
学追问，认为鲁迅就是对中国人的精
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鲁迅
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
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科学的鲁迅研究应
该是尽最大可能趋近于鲁迅本体，从中汲取真谛
和智慧以作为现代人的参照。鲁迅学是科学形态
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中华民族和世界上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懂得鲁迅和鲁迅研究的价值。
陈漱渝的论文则突出谈到了鲁迅研究界的学风建
设问题，作者结合自己研究鲁迅的切身体会和当
今鲁迅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鲁迅经典就是
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它在同时代众多经
典作品的系谱图中占据了一个制高点，而研究者
在鲁迅经典阐释中应践行“从小见大，深入浅
出”的学风。

其次，该论文集集中探讨了鲁迅研究范式的
多样化与经典化问题。鲁迅研究在回归学术本体
的同时也在走向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文本细读是
鲁迅研究界最经典的研究范式，该论文集的论文
有近三分之一是从不同角度阐释鲁迅小说的。王

吉鹏、阎浩岗、汪卫东、张全之、郑坚等从
不同角度对鲁迅小说进行的解读新见迭
出。也有论文对鲁迅散文进行不落窠臼
的细读。田建民的《荒原意识与中西文
化的内心纠结》一文通过文本细读对《过
客》的意蕴内涵提出自己独到见解，认为

《过客》是鲁迅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文化生
态体验为精神文化的荒原。这种荒原意
识在鲁迅的笔下幻化出各种不同的具有
象征意蕴的文学意象或人物形象，“过
客”就是其中之一。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与对立，导致当时鲁迅难以摆脱西方的
价值选择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精
神纠结。对鲁迅进行文化研究，也是近
年来鲁迅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之一，
是在鲁迅研究回归鲁迅本体思潮带动下
的重要范式，拓展了鲁迅精神价值的深
度。该论文集对文化语境下鲁迅的思
考，既有鲁迅本体论追问，又有方法论
的阐发。杨义提出，“百年鲁迅”是一
个植根于文学却又超越文学的宏观文化
命题，研究者有必要拓展我们的文化视
野和知识积累，将鲁迅的精神、作品，

与中国历史、文化、文明联系起来，展开渊博而
精深的思考。黄健则围绕鲁迅对“老中国”形象
的解构进行研读，认为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
解构，价值指向是未来的中国，是鲁迅借以探寻
和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意识和心理性格的一种独特
方式。董炳月、马云、李生滨、熊权等也在特定
的文化语境下对鲁迅精神和思想进行阐释。史料
勾陈和考订则是鲁迅研究的另一经典范式，陈福
康围绕《惜花四律》争论的梳理、王锡荣基于翔实
的史料，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与鲁迅关系进行的
讨论则是对学界这一研究范式的很好承继。

第三，鲁迅当代价值研究。鲁迅精神作为20
世纪中国的文化瑰宝，其价值首先就体现在对当
代文学创作的规范和影响上。谭桂林等学者围绕
鲁迅精神对当代作家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广泛探
讨。张铁荣和徐妍围绕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学的血
脉联系展开讨论。

今年恰恰是曹雪芹逝世 250 周年，无独有
偶，今年距毛泽东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
的信”整整 60 周年，因此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年份。近日英国媒体评出史上“十佳亚洲小
说”，《红楼梦》赫然居于榜首，令国人倍受鼓
舞。其实，不仅是亚洲，甚至在世界文学范围
内，以文学最为发达的欧洲来说，即使将《红楼
梦》与其中任何一部一流作品相比，也是毫不
逊色的。

《红楼梦》这部经典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究是个重要课题，可惜这片处女地长期以来
无人开垦，新时期以来陆续出现过一些这方
面的探索文章，但研究者通常所使用的都是

“作家资源分析”和“小说文本比对”的传统
文学比较方法，虽取得了一定学术成果但总
的看问题探讨的不算很深入，甚至存在着严
重的“误读”现象，比如对于张爱玲对《红楼
梦》“继承”问题的研究，就是显例。不错，张爱
玲本人的表白特别是透过《传奇》等文本呈现出
来的与《红楼梦》的“相似性”是客观存在，然而

“相似性”固然是影响的一种表现，但影响的吊
诡之处还在于，一心追随大师反而跟大师的精
髓失之交臂。说张爱玲一生恋恋踯躅依依盘桓
于“红楼”之下，但最终却不无反讽与悲凉地跟
真正的“红楼精神”完成了一场漫长的擦肩而
过。因为张爱玲小说失落了曹雪芹所禀赋的，
通过《红楼梦》实现的小说精神，而这正是曹雪
芹“遗产”最精华也最珍贵的部分。从这个例子
也可以看出，《红楼梦》的“影响研究”很复杂，不
能单纯追求“形似”还要看到“神似”。

毋庸讳言，《红楼梦》的“经典化”，是中国
文学、文化发展及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等复杂因
素形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中国现当
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红楼梦》的经典地位得

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既
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主观挑选，也是在经过
时光磨砺、反复汰选之后的庄重命名。尽管不
同时代人们在论证《红楼梦》的“经典性”时，不
乏功利主义为我所用的态度，如长期以来研究
者曾实用主义地将《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强行
纳入“典型论”的阐释框架，其实，《红楼梦》中
的人物塑造，具有“典型论”所不能涵盖的部
分。“典型论”下的人物，一般来说仅有典型环
境下的认识价值，而《红楼梦》中的人物，往往
更具有生命语境下的启示意义。

面对作为经典的《红楼梦》，谁是继承人？
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却不是一个可以
一言以蔽之的话题。文化艺术出版社日前推
出了女作家计文君的《谁是继承人——〈红楼
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一书。作
者讨论的是包括胡适、鲁迅、茅盾、俞平伯等在
内的诸位学术大家对《红楼梦》研究的思想成
果，也包括对著名作家在创作上与《红楼梦》渊
源关系的研究。此外，作者也没有止步于已有
定论的现代作家，还延伸到“进行时”的中国当
代作家中，如王蒙、宗璞等。

与以往的研究著述相比，该书在学术上的
最大突破，体现在作者尝试性地引入了体系化
的“小说范式”概念，提供了“整体性”和“本体
性”的新角度。所谓“整体性”，是将《红楼梦》
作为一个艺术体系。将《红楼梦》看成是经典，
或者以此为标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创作
进行惟我独尊式的挑肥拣瘦，这是以往研究者
曾经有过的做法，它势必会将经典与文学的发
展对立起来。《红楼梦》可以经典化，但不能神
圣化，夸得它高不可攀实际上是将其束之高阁
的做法。而“本体性”，是指小说本体研究。《红
楼梦》的现当代继承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古

代经典叙事文本的现代影响问题，实际上也是
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演进问题。研究《红楼
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问题，为我们思考
中国小说叙事百年嬗变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
的场域，使我们能够在“本体论”意义上，重新
思考和认识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特有的内在规
定性。

把《红楼梦》当作参照坐标，将中国现当代
文学重新梳理，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脉千
流——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红楼梦》有着密切
的联系，同时《红楼梦》又是“广陵绝响”——巨
大榜单中所谓忠实继承者“得其形而遗其神”
的创作，正在使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叙事范
式——《红楼梦》的“文脉诗情”在模拟中丧
失。从形似上来看，家族题材的继承、婚恋主
题的偏爱等，都可以看出现当代文学创作与

《红楼梦》的关系。从神似的角度看，继承《红
楼梦》不应该是题材的层面、主题的层面、写
实技法的层面，而是从艺术家的精神层面来
继承。

该书作者立意在寻找一种属于中国的叙
事范式，或者说是中国人独有的抒情方式。该
书涉及了最大范围、最广作品的现当代作家，
寻绎了复杂的文学线索，对文学的流变做了比
较全面的梳理，将文学的通变规律呈现在广大
读者面前。作者揭示了《红楼梦》成为经典的
历史过程。借助于《红楼梦》经典在传播中的
呈现——特别是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以逆向的
方式显现《红楼梦》的文学意义和真实内容。
作者不是就继承而研究继承的问题，而是为了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说美学，寻找中国小说
趋于完美的民族形式。因此，该书观察和思考
的指向，不仅仅是谱系梳理和理论建构，创作
实践始终是思考的重要立足点。

《红楼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联系
□赵建忠

本报讯 创刊逾二十载，在读者
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华文学选
刊》，于今年第六期推出“中华诗苑”
诗歌栏目，诗人舒洁出任诗歌栏目主
持人。栏目首期选发了蓝蓝、林雪、周

庆荣三位诗人的诗歌作品。据介绍，
为弘扬新诗创作，该刊除推出诗歌栏
目外，在条件成熟时将编辑出版“中
华诗苑”年度选本，组织实施“中华诗
苑”年度诗歌大奖评选活动。

本报讯 由中南大学中国文化品牌中心主任欧阳友权主编的《中
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2014）》，近日在第十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上发布。此次活动由中南大学中国文化品牌中心、光明日报社、中国新
闻社和红网联合主办。

此次《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包括1个总报告、30个年度入选品
牌和15个不同类型文化行业的品牌分报告。 （小 文）

本报讯 由陕西省散文
学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西部
散文家论坛近日在陕西蓝田
县举行。来自四川、重庆、甘
肃、青海、新疆、广西以及陕
西的 70 余位散文家参加了
论坛。与会者就西部散文的
发展现状、散文作家的自我
定位、散文写作的特点和要
求、西部散文的守望和远行
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大家认
为，西部散文要有自己的“精
气神”，西部散文作家要像西
部的山川、河流、大漠、草原
一样，有着开阔的境界。同
时，西部散文作家在坚守的
同时还需要积极创新，把视
野打开，促进西部散文实现
更好发展。

据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
陈长吟介绍，西部散文家论
坛的设立，是为了团结西部
散文作家就散文创作的理论
和实践进行讨论，促进西部
散文的发展。论坛由陕西、四
川、重庆三地轮流主办。下届
论坛将在四川广元举行。

（欣 闻）

本报讯 广东文学评论研修班
日前在珠海举行开班仪式。广东省
作协主席蒋述卓、党组书记吴伟鹏、
副主席熊育群，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房祁，珠海市文联主席马
融，《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等参加开
班仪式。开班仪式由广东省作协副
主席杨克主持。

房祁向学员们介绍了珠海的人
文历史、自然景观，并向来自广东各
地的学员表示欢迎。他概述了珠海
近年来文化发展情况，尤其介绍了珠
海近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吴
伟鹏在讲话中谈到，为“中国梦”助
力，是现在的文学评论要思考的关键

问题。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批评？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家？怎样建设好一支优秀的批评家
队伍？这些都是文学评论亟待解决
的问题。评论家要努力提高自身的
素养，要敢说真话，敢于担当，让文学
评论与创作一道构建起良性的互动
关系。

本届研修班由广东省作协、珠海
市文联主办。雷达、梁鸿鹰、陈晓明、
贺绍俊、蒋述卓、张燕玲、谢有顺等批
评家为学员授课。学员们围绕当下
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岭南文学批
评现状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22日，刘俏新作《从大到伟大——中国
企业的第二次长征》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与会者就未来中国企业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刘俏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由机械工
业出版社推出的《从大到伟大》通过对金融学相关理论的阐述和对国内
外企业的案例剖析，探讨了“伟大企业”的衡量标准和实现途径，对中国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作者呼吁，在中国
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转型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重新界定企业的目标和
使命，把成就“伟大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关键。

《作家报》名誉主编、《稻香湖》诗刊主编艾砂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京逝
世，享年92岁。

刘沙，原名刘向舒，笔名艾砂、司空鹿等。中共
党员。1941 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 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著有诗集《梦园情》《南国情》《不了情》《凹
凸情》《艾砂短诗选》等。曾获北京新国风特别贡献
奖、北京市海淀区文学创作特别奉献奖等。

艾砂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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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作协举办文学评论研修班

《中华文学选刊》推出诗歌栏目

《从大到伟大》出版

探讨中国企业发展之道

中国文化品牌

发展报告（2014）发布

本报讯 5月25日，“2014典藏·山水作品展”在京
开幕。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主办，参展的
16位艺术家均来自中国国家画院，包括龙瑞、许钦松、
于志学、崔振宽、李宝林、卢禹舜、苗重安、江明贤、方
骏、卓鹤君、程大利、陈国勇、赵卫、林容生、王永亮、刘
建。主办方希望，“典藏”不仅是对画家艺术成就的肯
定，更要树立起市场价值及走向的新标杆。

对于国展美术中心来说，此次展览只是本年度系
列大展的开篇，接下来还将策划包括“花鸟”、“人物”、

“书法”、“油画”等在内的一系列艺术大展，并由“典藏”
系列打造成国展美术中心乃至艺术市场具影响力的品
牌。据悉，本次展览的展期为1个月。 （欣 雯）

典藏·山水作品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