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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

《隐身衣》 格 非
《隐身衣》在艺术上独辟蹊径。格非从一

个小人物的视角看取世态人心的跌宕起伏，人
生的卑微困窘和清明淡定表现得质朴细致。
缜密准确的叙述穿越人间万象的庸常浮华，直
击人性痛处，抵达命运深处。音乐发烧器材的
知识性融入，赋予小说独特的质地和韵味。构
思匠心独运，笔法干净利落，叙述从容不迫，充
分彰显出汉语小说高超的艺术境界。

《美丽的日子》 滕肖澜
《美丽的日子》，叙述沉着，结构精巧，细致

刻画两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展现了普通女性
追求婚姻幸福的执著梦想，她们的苦涩酸楚、
她们的缜密机心、她们的笨拙和坚韧。这是对
日常生活中的美与善、同情与爱的珍重表达。
名实、显隐、城乡、进出等细节的对照描写，从
独特的角度生动表现了中国式的家庭观念和
婚姻伦理。

《白杨木的春天》 吕 新
《白杨木的春天》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和表现真切感人，既有对个人灵魂的深度透
视，也有情境的准确呈现与复杂的理性沉思。
吕新坚持在小说中对世界进行形而上的追问
与富于哲理的表达，同时，以更具温度的方式
贴近人的鲜活经验，在追问中领会那些把人们
连接在一起的真挚情感。沉郁深远的美学风
貌、散文化和诗化的文体风格，体现着耐心执
著的探索精神。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 胡学文
在《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中，胡学文满怀爱

与理解，构建起一条复杂而漫长的心灵隧道，
深切触摸着多重角色身份中的生存悖谬和人
性的尖锐划痕。环境铺设和心理刻画枝繁叶
茂，丝丝入扣，既鲜活丰盈又真切感人。在非
线性的跳接式结构中，语感如精灵般跳荡传
神，沉郁与灵动、疏朗与密致浑然相融，敞开了
汉语写作的一种诗性境界。

《漫水》 王跃文
《漫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与善的深

情礼敬。余公公和慧娘娘，坦坦荡荡地互相欣
赏，互相扶助，两个普通农民的关系如光风霁
月、高山流水。既诚恳认真，又刚强坚定的人
格，如同老玉包浆，焕发着朴素而浑厚的光
芒。小说叙事娓娓道来，散淡家常，古老的乡

村、纯净的心灵相得益彰，诗意的乡愁在日复
一日的寻常生活中跃然纸上。

短篇小说

《俄罗斯陆军腰带》 马晓丽
《俄罗斯陆军腰带》巧妙地利用腰带这个

象征性物品，描写了中俄两军交往中因文化背
景、生活习惯和军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而引起
的误解，准确地刻画出秦冲、鲍里斯两人以至
两国军人不同的精神气质，通过他们的碰撞、
理解、合作和感悟，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对军人伦理的思考和认识。作品延续了短篇
小说写作的优秀传统，小中见大，显示出对复
杂经验宽阔、准确的把握能力和精湛机敏的叙
事技巧。

《如果大雪封门》 徐则臣
《如果大雪封门》冷峻而又温暖。徐则臣

以几位青年打工者在北京的生活为底子，以精
细绵密的语言和出人意表的想象，讲述了一个
梦想与现实、温情与伤害、自由与限度相纠结
的故事，如同略显哀伤的童话。对几位来自南
方乡村的青年来说，大都市的生活恍若梦境，
现实却不免艰难。但他们一直生活得认真严
肃，满怀理想。小说在呈现事实的基础上，有
着强烈的升华冲动，就像杂乱参差的街景期待
白雪的覆盖，就像匍匐在地的身躯期待鸽子的
翅膀。

《香炉山》 叶 弥
《香炉山》充满诗意而又直指人心。构思

精巧，文字细腻，叙述流畅，富于艺术张力。女
主人公夜游香炉山时与陌生男子的相遇，也是
一颗戒心与一颗爱心的邂逅。叶弥以灵动的
笔法，挖掘丰富而幽深的女性内心世界，以不
着痕迹的浮世情怀，叩问人性深处的奥秘。伴
随着香炉山上的那轮明月和传说中的神灯的
升降，女主人公紧闭的心扉逐渐敞开，其中蕴
藏着作者对人性的温暖而美好的期待。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叶 舟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从尊者六世达赖的

少年侍僧仁青的视角，通过对一个佛赐的机缘
的巧妙叙述，书写了众生对于平安喜乐的向往
和祈求。叶舟举重若轻，在惊愕中写安详，在
喧嚣中写静谧，在帐篷中写无边人间，在尘世
中写令人肃然的恩典，对高原风物的细致描摹
和对人物心灵的精妙刻画相得益彰。小说的
叙述灵动机敏，智趣盎然，诗意丰沛，同时又庄
严热烈，盛大广阔，洋溢着赤子般的情怀和奔
马雄鹰般的气概。

《良宵》 张 楚
张楚的叙事绵密、敏感、抒情而又内敛，在

残酷与柔情中曲折推进，虽然并不承诺每一次
都能抵达温暖，但每一次都能发现至善的力
量。《良宵》以细腻平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颇有
来历、看惯人世浮沉的老人与一个罹患艾滋病
的失怙男童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意，在寂寞的人
物关系中写出了人性的旷远。在一个短篇的
有限尺度内，张楚在白昼与夜晚、喧哗与静谧
之间戏剧性地呈现当下的复杂经验，确立起令
人向往的精神高度。

报告文学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黄传会
黄传会深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社会群

体，进行艰苦细致的采访，真实地、全方位地反
映了“80后”、“90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宏观
视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通过生动具体的个体
形象和家庭命运，表现一代人追求幸福的梦想
与奋斗，既有丰厚的经验内容，又有敏锐深入
的思考，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驾驭重大
题材的高超能力。

《粮道》 任林举
《粮道》从哲学、文化、伦理、政治、历史、人

类学和生态学等各个角度切入，进行纵深开

掘，以散文化的笔法，融叙事、抒情、沉思于一
炉，表现了粮食与天道、世道、人道，与国家兴
衰和民族未来的关系，主题关乎民生之根本，
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文字隽永精警，结构
匠心独运，文化意蕴流溢其间，是报告文学写
作“去模式化”的重要收获。

《毛乌素绿色传奇》 肖亦农
鄂尔多斯毛乌素曾是荒凉的沙漠，如今放

眼望去却是无际的壮美绿色，这本身就是当代
中国的一个传奇。肖亦农通过深入采访与周
密调查，以体验与感悟相结合的艺术方式，充
分展示了毛乌素治沙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风
貌，热情讴歌人民改造世界的奋斗与创造。情
感真切，视野开阔，结构绵密，体现了报告文学
积极参与时代变革的实践精神。

《中国民办教育调查》
铁 流、徐锦庚

在《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中，作者满怀忧
思，探究全民高度关注的教育问题。通过广泛
采访和细致描写，全面深入地表现中国民办教
育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为民办教育正名呼吁，
为国家永续发展摇旗呐喊。作品点面结合，正
反相衬，对调查性报告文学的创新做出了可贵
的探索。

《底色》 徐怀中
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战地记者往事，在暮年

涨满他记忆的河床，徐怀中以优雅的文笔和哲
人的睿智引领我们穿行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异
域，以老战士的姿态重现战争的酷烈和人性的
温暖。他高超的叙事艺术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为非虚构写作树立了范例；他的行动和实践，
他的广博和深思，则为年轻一代军事文学作家
树立了榜样。

诗 歌

《整理石头》 阎 安
阎安以宽阔的历史眼光、深远的文化忧

思完成了个人的精神独旅。他着眼于现代文
明又立足于乡土农耕情怀，扎根于西部又在
地方性体验中寻求超越，深切地关注现实，
又在时代的复杂经验中实现诗学的提炼和升
华。他的诗隐忍朴拙，真诚沉稳，具有石头
般的质地。

《个人史》 大 解
大解与人生、历史、现实进行心灵对话，建

构兼具个人体验和智慧哲思的精神世界，在传
统精神和当下立场的相互支撑中生发诗意。
朴素自然的语言，富于质感的意象，丰盈的细
节，深厚的文化和哲学背景，使他的诗开阔苍
茫，具有本质性力量。

《忧伤的黑麋鹿》 海 男
海男勘探云南广袤的精神地理，在神秘、

忧伤和浓烈、执著的情感体验中生成了独异的
精神空间，诗意丰沛，充满张力，既有静水流深
的平缓，又有飞蛾扑火的决绝。绵密的意象呈
现，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沉郁和明朗的叠加，形
成了别具一格的诗歌气质。

《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
周啸天

周啸天以旧体诗词“作浮世之新绘”，衔接
古典传统又着眼于当代生活，渗透着人文关怀
与批判精神。他的诗词取材丰富，风格多样，
或豪情勃发，浩气横生，或幽郁发挥，趣味逸
出，在选材、命意、境界等方面对旧体诗词表现
当代经验做出了具有难度的探索。

《无限事》 李元胜
李元胜有着开阔的精神向度，善于以直觉

贯通感性和理性，在日常化的事物和场景中揭
示生活和人性的复杂内涵。他的诗安静、内
敛，具有考究的结构感、叙事性和音乐性，跳跃
性强又具内在逻辑，语言干净、洗练，体现着优

雅的诗情和活泼的思力。

散文杂文

《在新疆》 刘亮程
《在新疆》是献给家园的长歌。在刘亮程

的笔下, 新疆是内在于我们生命的“吾土吾
民”，他深情凝视着广袤大地上的山河和人民，
现实和梦想、今天和昨天、具象和抽象，在他的
叙述中水乳交融，流淌着将各民族人民从根本
上连接在一起的情感力量。在独特的个人体
验中，身边的人、物和事，都获得了饱满盛大的
生命，清澈朴素的语言，看似不动声色，却深含
珍惜和敬重。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
贺捷生

贺捷生是元帅的女儿、军队的女儿，也是
文字的女儿、文学的女儿。在《父亲的雪山 母
亲的草地》中，她用真切感人、如泣如诉的笔
调，回望真实而曲折的历史，表达崇高坚定的
信念，既沉静忧伤,又宽厚温暖。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折射着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命
运，映现着志士仁人坚毅不屈的伟岸身影。这
是用骨血写就的生命之书，是对我们精神血脉
的追溯和确认。

《先前的风气》 穆 涛
穆涛的文字简洁、机警，宽博而从容，温和

又不失锐见。在《先前的风气》中，历史的省
思、世相的洞察与思想者的话语风度融于一
炉，行文疏密相间，雅俗同赏，无论长文或短
章，都交织着散文、随笔和杂感的笔力与韵味，
有鲜明的文体意识。他的写作，繁复跌宕，儒
雅丰瞻，贯通着慈恕、善意的情怀。

《巨鲸歌唱》 周晓枫
《巨鲸歌唱》整体上是从低处，在地面或水

中，沉潜、体验。个人成长的印记与经验，对世
界的观察和领悟，细腻得纤毫毕现、色泽斑
斓。周晓枫的思想自觉、勤勉，难能可贵地保
持着自我的警觉审慎和表达的节制精悍，在周
严的文体秩序中底气充沛地向着生命深处执
著掘进。她敏捷的思维和自由穿行的艺术脚
力，拓展了散文写作的可能性。

《回鹿山》 侯健飞
《回鹿山》是一部寻父记，贯彻着诚挚的自

省和悔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这部长篇叙
事散文以儿子的视角，回顾了父亲卑微、失意
而又坚忍明亮的一生。儿子曾经躲在人群的
远处、站在世俗的深处，对父亲隔岸观火，对父
爱睥睨唾弃，这其中的伤痛包蕴着深广的社会
历史内容。侯健飞的文字朴实无华，他勇于直
面自我灵魂的写作，体现了“修辞立其诚”的散
文正道。

文学理论评论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
——新世纪文学论稿》 孟繁华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
稿》对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以及作
家作品做了相对完整的、精细而深刻的分析和
评论，是研究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成果。作为始
终站在当代文学批评前沿的批评家，孟繁华视
野宽阔、理论清晰、情怀沛然，他对于文学与文
化、历史与叙事、传统与现代、学术人格与批评
风习等一系列问题的重释，使文学批评同时分
享着具有思想重量的话题。

《陶渊明的幽灵》 鲁枢元
陶渊明的人格理想、人生态度及天人合一

的诗歌写作，是古老中国留给世界的重要精神
遗产。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将古典情
怀与前沿问题相融合，跨学科、跨国度地阐
释一位古代诗人，提出了“自然浪漫主义”
的概念，致力于开辟生态美学、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的新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全书视野宏阔，学识丰瞻，是关于陶渊明的
当下解读，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寻

求一份东方式的解答。

《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程德培
评论集《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贴近文

本，贴近阅读体验，贴近关于研究对象的创作
史、批评史，有效构成了多维对话，细腻地呈现
出新世纪汉语叙事变化的内在轨迹。程德培
自觉地继承和刷新传统的作家论、作品论，审
美嗅觉敏锐，批评态度认真、耐心，言说方式灵
动、活泼、率性，他的这部论著表明，把批评变
成一门艺术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
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
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

张新颖
张新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

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
不同部分的对话》，思路开阔，论点独特新颖，
又有扎实、妥切的论证作为支撑，整体面貌持
重严谨而又新见叠出，人们不仅从中看到作家
个体创作精神在人文传统中的作用和文学风
格强韧的传承性，还看到一位当代评论家对中
国文学传统的深情尊重，以及他为打通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壁垒所作的建设性努力。

《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
贺绍俊

贺绍俊的论文集《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
建》，考辨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敏锐捕捉文学现
场的种种动向，真切体恤文学劳作的甘苦得失，
诚恳表达对文学真谛的不懈探索。全书文风儒
雅，论证稳健，展现了对文学批评的使命、价值的
深切理解和批评实践的丰富乐趣，体现出对当代
文学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和建设性的批评姿态。

文学翻译

《人民的风》 赵振江 译
《人民的风》，原作西班牙诗人米格尔·埃

尔南德斯，由赵振江先生翻译。该诗集是作者
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37年。时值西班牙内
战，诗人以坚定的信念讴歌勇敢与正义、和平
与善良，同时愤怒声讨法西斯暴行。译者比较
准确地传达了诗人的激情和怀想，基本做到了
形似和神似、异化和归化的平衡。尤其值得肯
定的是，译者关注、传达了作品与西班牙“黄金
世纪”诗歌的互文关系，比较成功地在意境和
韵律上予以适当体现。

《布罗岱克的报告》 刘 方 译
《布罗岱克的报告》，原作法国作家菲利

普·克洛代尔，由刘方女士翻译。该书叙述了
主人公在法西斯集中营遭受的折磨，谴责了侵
略者的冷酷和战争的罪恶，反映了二战期间的
社会现实，对人性进行了严肃的拷问，是一部
感人至深的杰作。作品翻译难度较大，其虚实
相间的艺术手法对译者的功力构成了考验。
译文忠实可靠、神形兼备、收放有度，比较准确
地传达了原著意蕴。

《有色人民——回忆录》
王家湘 译

《有色人民——回忆录》，原作美国作家小
亨利·路易斯·盖茨，由王家湘女士翻译。作品
反映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
动，体现了作者质疑传统价值和渴望融入主流
社会的矛盾心理。叙事风格朴素又不失敏锐，
笔触细腻、灵动。译者谙熟原作者的文化背景
和语言风格，很好地把握了原著的文体，忠实
而流畅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和气韵。

《上海，远在何方？》
韩瑞祥 译

《上海，远在何方？》，原作德国当代诗人和
小说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由韩瑞祥先生翻
译。作品按时序排列勾勒出二战时期犹太人
在上海的流亡经历。作者查阅了大量史料，作
品中的人物、事件、地址等大都有案可稽，这无
疑使翻译难度陡增。译者不仅力求精准传达
原著意蕴，并以严谨的态度对照阅读，还原了
大量信息。整部译作话语紧凑晓畅，忠实再现
了原作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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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 余静如小说二题
不归的青春……………王宏图
迷魂记…………………卢德坤
周珺的诗………………周 珺
詹黎平的诗……………詹黎平
汉字动物园：蚕·蜜蜂…朱孟仪
自传与公传 ：一九七五（四）…

……………………董学仁
董启章：想象世界的考古学家

（1967—）…………邱华栋
古城墙与星巴克——杨则纬小

说论………………徐 勇
朱家雄和他的北大故事………

……………………刘 涛
“走在回家的路上”……………

…………罗望子 姜广平
体制内外的写作——夏商答法

国《世界报》记者问………
…夏 商 [法]Nils AHL

热 小 说 马年的圆梦之旅（中篇）………………周如钢

榴莲（短篇）……………………………但 及

青凤（中篇）……………………………谢长虹

书 屋 三余堂散记……………………………商 震

诗文中的东钱湖缅想…………………赵江滨

人间茶话 寒露 ：一代茶人一代茶………………王旭烽

深 阅 读 在青鱼街………………………………草 白

舌尖上的暖意（三题）…………………谈雅丽

新 诗 歌 光阴谣（组诗）…………………………汤养宗

春天的脸（组诗）………………………孙昌建

选择是一种锐器（组诗）………………张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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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中国诗歌
头条诗人 行走的人（组诗）…………………………杨 方

原创阵地 霜 白 窦凤晓 容 浩 铁 舟 童 谣

万齐舅 邵永刚等

实力诗人 王孝稽 简 明 胡茗茗 路延军 张 静

王延华 覃毓华等

新 发 现 一堆压住汉字的黄土（组诗）……………弓 乌

探索频道 消失 ，记忆（二集）………………………赵 四

新诗经典 陈敬容诗选………………………………陈敬容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诗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

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

各地新华书店有售，也可汇款到编辑部邮购，订价10.00

元，免收邮费。电话：027—61882316。投稿信箱：

zallsg@163.com。地址：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第一企

业社区卓尔大厦《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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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辑 在首届《朔方》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词…郑歌平
黄河涛声远 朔方文脉长——《朔方》创刊55周年

座谈会纪要
短篇小说 全国民………………………………………老 海

绿风茶楼……………………………………王勃威
小小…………………………………………李 强

散文随笔 随笔三题……………………………………叶 辛
河西走廊散记……………………………九月柴人

诗 西 部 冬记忆（组诗）………………………………马端刚
和灾难擦肩而过……………………………包容冰

纪 实 贺兰山岩画 ：世界的语言 形象的历史…庄电一
访谈与对话 我们都是在迷宫中寻找出口的孩子——周瑄璞

文学创作访谈录…………周瑄璞 弋 舟
论 坛 关于喜剧小说………………………………南 台

倏然的转身 ，突然的自我——孔繁卿小说创作漫
议………………………………………王佐红

“新月”刊中刊
展现回族风情 凸显地域特色 搭建文化平台 传播友谊理想

守护（短篇小说）…………………………………………朱子青
五个细节（随笔）——读小说杂记………………（回族）白 草
随笔两篇…………………………………………（回族）古 原
同样的故事 ，不一样的言说方式（评论）………（回族）刘 姣
赛利麦·燕子的诗…………………………（回族）赛利麦·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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