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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研究哲学、政治
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科学地论证了
文化产生的原因,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
用，揭示了人类在什么阶段就有什么性质的文化，
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文化功能在于造就出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人。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
自由的一步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马克思、恩
格斯直接使用“文化”一词共有58处。他们在广义
上使用文化概念时，指的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
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说到“人类文化初
期”。恩格斯也曾多次讲到“史前各文化阶段”和

“希腊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提到过的“希
腊文化”，主要说的是“希腊的艺术和科学”。“人类
文化初期”、“史前各文化阶段”，指的是人类的蒙
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们着力分析的
是劳动工具的发明和运用，生产方式的进步和提
高，生活用品的更新和改善。人类社会所拥有的
这一切体现了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同时也说明了
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广义上使
用的“文化”概念，强调的是科学与艺术。他们在
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时，同样指的是科学、艺术、
社交方式等。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在所有的人
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
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
而且使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
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获
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
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正是在社
会发展的意义上，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文化上的
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我们还可以
从恩格斯关于科学、艺术的论述来理解他们的文
化概念的含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过一句耳
熟能详的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
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
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
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
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
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
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观念、
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从这个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
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在这里不仅总
结和评价了马克思的伟大贡献，而且还应用唯物
主义的历史观用科学、艺术的概念来说明文化产
生的原因。再如恩格斯晚年所说的：“政治、法、哲
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
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
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
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
根结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恩格斯在这里是用文学、艺术等概念来说明文化
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上所述，要研究马克思、
恩格斯的文化思想，除了他们直接应用的文化概
念外，还要通过他们关于科学和艺术等问题的论
述来进行。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实际
应用来看，他们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
基础之上的。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出
发来考察文化，从而揭示出它所处历史阶段上的
什么性质的文化。

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考察文化

在马克思的文化理论中，曾三次提到“文化
史”问题。马克思认为，所谓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
和政治史，而且是旧时的宗教史和政治史。这种
所谓的文化史是靠文化史家的联想，用历来的观
念的历史叙述而成的。所以，这些所谓的文化史
都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历
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马
克思、恩格斯研究过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用唯物
主义的历史观点，从人类社会劳动实践活动出发
来考察文化发展的轨迹，科学地分析文化产生和
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揭示出它所处历史阶段上
的什么性质的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
鲜明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过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
究成果，并赞成摩尔根的文化分期法。摩尔根的
文化分期法的主要依据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
度。恩格斯依据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判断人类
古代世界文化发展阶段，得出了与摩尔根相同的
结论。文化是整个社会生活进步的标志。恩格斯
发现“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南部的洞
穴里，大多只是在土壤沉积的最下层中，发现有这
些已经死绝的人类工具。在这个最低的文化层上
面（中间往往隔着一层厚薄不等的钟乳石），发现
有第二个有着种种工具的文化层。这些工具属于
一个较晚的时代，它们的制作精巧得多，它们的材
料也复杂得多”。早期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学会
了制造工具，脱离了动物界，进入了人类社会。马
克思在论及人类文化初期时，指出：“只有人类通
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
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时候，一个人的剩
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
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
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
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
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
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劳动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活动方
式。这种活动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
文化标志。随着物质生产的剩余劳动的增多和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专事精神文化的人或者说从事
脑力劳动的人出现了，发明了文字并用于文献记
录。随后人们的精神生活及其需求的不断增加，
源于剩余劳动的精神劳动逐渐从物质劳动中分离
出来，从而使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活动有了相对的
独立性。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
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
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
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
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里，马克思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考察文明发
展过程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分工对文化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的文化理论中，马克思从来不主张
泛泛地谈论“劳动”、“社会”并明确反对“劳动是一
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马克思指出：

“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
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
文化。”马克思赞成这样一种观点，“随着劳动的社
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
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
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并明确表示，“这
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这是因为“一个
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
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
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
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
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
社会里，是资本创造了文化。他说：“这种剩余劳
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
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
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他们
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
的历史的社会职能。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普
遍勤劳，劳动超过了为满足工人本身身体上的直
接需要所必需的时间界限。”这就是说，资本主义
文化是由价值和剩余价值及“资本”本身的存在而
形成的。因此，资本和利润迫使资本主义文化生
产不断提速，并以其强大的科学技术，不断创造和
生产新的文化产品，形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
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以其前所未
有的文化技术和生产力，诉诸各种手段，对内唤起
人们对于“权力”、“金钱”和“性”的外露的或潜在
的欲望；对外以其咄咄逼人的文化侵略性向第三
世界国家腐蚀和剥削。这种现象令世界上许多正
直和有良知的人们忧心仲仲。

共产主义文化的功能在于造就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大历史
形态和三个发展阶段：第一大社会形态作为第一

个阶段是自然经济和人的依赖关系。在人类最初
的社会形态中，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
地点上发展着的阶段。“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
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第二大
社会形态作为第二个阶段，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
会，是商品经济和物的依赖关系的阶段。“在这种
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三
大形态作为第三个阶段，人类将进入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那是商品经济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阶
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
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马克思后
来在《资本论》中，再次提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

“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
社会形式”。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
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
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度下，旧式的社
会分工片面地发展个人的某种或某些素质，其他
许多素质却被扭曲、压抑、扼杀了，所以使人变成
了片面、畸形的人。那时，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是
以权力为本位或以宗法血统为本位，所以文化的
功能主要是体现人与人的依赖关系。资本像一把
刀，资本家像是持刀人，他们在追逐剩余价值和资
本增殖时，无意中割断了拴住社会之舟的缆绳，使
之飘离了封建的锚地。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社
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劳动者摆脱了从前时代的一
切人身依附关系，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并列部分，也
不再是生产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劳动者从物质
地位上升到了有独立人格的地位。但是劳动者在
生产资料上是一无所有的人，出售劳动力是他们
惟一的手段 ，于是劳动力成了商品。所以对劳动
者来说，他们只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自由。资本
家则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自由雇佣劳动者，并从
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
心内容是雇佣劳动制，追求最大化利润是它的意
识形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主要是以金钱为本位或以个人为本位，所以文化
的功能主要是体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上的人的独
立。社会主义是在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
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在否定私有制的前提
下，形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个人利益和社会利
益、劳动活动与全面自由活动之间的协调关系。
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人向人自身和社会的
人的复归。所以社会主义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为社会的全面发展
开辟广阔的前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
产主义彻底否定了私有制，完全打破了旧式的社
会分工，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和精
神财富极大丰富，从而实现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
的发展。到那时，马克思、恩格斯曾描绘出这样一
幅社会前景：“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
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
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没一个人也成为独创的
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和‘惟一者的’劳动的区
别在这里也毫无意义了。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
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
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
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
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
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
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
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
动的人们。”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在马克思设想的

“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中，文化的价值指向主要
是崇尚能力和人的素质。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造
就出自由个性和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极其深刻
的。特别是他们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考察文
化现象，以及对共产主义文化功能的科学设
想，驱除了在文化理论领域里散布的各种唯心
主义的迷雾，构建起了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
的文化学说。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
□陈飞龙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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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
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
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倡导文艺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抒怀。”前不久，我去河北兴隆安子岭乡上庄村参加一个诗
歌活动。我惊喜地看到，偏远的山沟里，出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诗上
庄”。通往上庄村的山路两侧，竖立着一块块取之于当地的石头，石头
的立面上，镌刻着一首首古今中外优秀的诗作，进村出村进山出山的
人们，都会从这些石雕的诗歌中穿过。村委会门前的小广场上，百位
作家诗人题写的百样“诗上庄”三个字，写满了整整一面墙。沿山沟一
直往上，是河北老诗人刘章的旧居，几十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大
山，开始了后来的诗歌创作。简朴的房屋四周青山环绕，房前屋后都
是红艳艳的山楂果树、绿油油的玉米地。由诗上庄举办的“刘章诗歌
奖”颁奖活动，就是在这个原汁原味的诗人旧居前进行的。上庄及附
近山村的村民、中心小学的学生们，都是这个诗歌活动的成员，看上去
他们都很兴奋，很有自豪感。也许有人会问，村民们能看懂这些诗歌
吗？这些诗歌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这个“诗上庄”活动的策
划者、承德作家协会主席、诗人刘福君，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学活动，能
够让诗歌来自乡村又回到乡村，在诗歌与村民之间建立一种近距离的
关联，让更多的人读诗懂诗爱诗。试想，村民每日上山下山劳作，哪怕
抬眼看一句诗，顺路念一行诗，就在无形中吸收了文化也传播了文
明。上庄的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一路看一路背诵，把那些优秀的诗
句记下了，他们将和诗歌一起做伴成长，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其中一些
孩子，长大后也会开始写诗。诗人不再神秘，诗歌不再遥远，诗歌成为
乡村生活的一个有机体，就像山泉水那样，干干净净点点滴滴地渗入
村民之心，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品质。这个富有创意的乡村文化建设
项目，得到了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的鼎
力支持，几位领导从石家庄坐了八九个小时的车，提前一天赶到兴隆
的深山里，参加第二天的颁奖活动。尽管，诗歌被刻在石头上，并不意
味着诗歌的永恒；但是，诗歌通过村民的念诵得到传扬，诗歌就从书本
上走近了人民，有了“为人民”的积极意义。

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从青年时代开始学习写作以来，所接
受的教育，始终是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尤其进入现代社会，在新的历
史条件和背景下，为人民写作这个话题，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以及

更为宽泛的外延。究竟什么是“人民”呢？这个问题曾经长久地困扰过我。在理论上，但
凡共和制国家，“人民”的含义包括工农商、军人、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属于

“人民”的范畴。而在中国古代，“人”和“民”曾经是分离的，“人”是指人的生物属
性，是富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个体；而“民”则是指社会的底层大众，常与“庶民”“黎
民”“臣民”组合使用。而当“人”和“民”组合为“人民”这个语词，也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人民群众”，它已具有了当代社会的政治属性，正如“公民”这个词语具有法律
属性一样。人民是国家和社会构成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人民的欢乐和
幸福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人民的苦难即意味着历史的倒退。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用文字去描述并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和欢
乐。我们原本就是“人民”这个群体中的一滴水、一粒米、一片叶子，我们在当下的日常
生活中，或是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所见所闻所痛所喜的所有一切，都与人民息息相关。
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然后通过作家的劳动，通过作家的“自我”这个接收器，使
得客观的生活表象，成为文学作品和精神产品，再回归回馈于人民，使更多的“人民群
众”成为我们心心相通的读者。我们和人民就是这样一种互相依存、相依为命的关系，而
不是一种上下或对立的关系。如果一个作家的精神状态、心理意识、思想感情，没有偏离
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在作品中自始至终坚持社会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理想，而不是
出于个人物质利益名誉前途的种种考量，以趋利避害之心，去选择写什么怎么写，以获得
更大的个人利益——那么，这就应该是一个有人民性、有良心的作家。反之，一个写作者
如果对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对人民的呼吁麻木不仁，对那些危害侵犯人民利益的错误决
策刻意粉饰、对人民的人性弱点缺乏客观清醒自觉的批判意识，这样的写作，很难称得上
是真正为人民的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
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
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在这个段落中，我注意到了此前很少并列使用、颇具新意的
18个字。

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9个字，高度概括了文艺工作者和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也
是我们写作者期望达到的目标。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化建设，先觉才能先行、先行方能先
倡——这是一个渐次递进的艺术规律。先觉者，是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拥有对时代和现
实超前认识的智者，而非人云亦云、惟上惟利之徒。先行者，也即勇于创新、敢于特立独行的
探索者，每一部新作，都呈现出新的内容新的思考，以新思维、新形式去表现历史和现实。先
倡者，则是不怕打击不怕挨骂不怕争议、内心有强大力量的勇者，脚踏实地而开风气之先。
这9个字的实施、实现、实行，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来说，也是一种新的考验。对于严肃文
学如何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困境中生存发展，目前的文艺体制与具体措施，应当有更合理的
对策。只有为那些有志于创新开拓的文艺工作者提供宽容友好的创作生态环境，文学的先
觉、先行、先倡之目标，才会成为可行、可见、可能的现实。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这9个字揭示了文学艺术应当遵循的基本守则，何其亲切
而珍贵。筋骨，是思想是精神，是不惟功利不惟金钱的骨气；人有筋骨，作品才会有筋
骨。有筋骨的作品才是有道德的。文艺工作者个人的道德修为，将决定其作品的筋骨韧
性。除了个人的道德操守之外，文学工作者更需要奉行并恪守职业道德。作家的职业道
德，最重要是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生活、以真诚之心对待读者、不讲假话、不文过饰非、
不自欺欺人。若是抹煞风霜雨雪的残酷凶险，就无法体现出炉火与阳光的温暖；若是刻意
回避或漠视黑暗，只能是伪饰矫情的虚假书写。温度是与寒凉、冷漠相对应的，没有寒冷
就没有温暖。有道德的写作者，心是热的、对人类和人民的情感是真诚的、对美的追求是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才可能写出温润、温暖、有温度的文字。只有在作品中体现出深刻的
人文关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们笔下的“人物”才是有筋骨、有灵魂的人，从而抵达
崇高之美。

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新作，至今已经四易其稿，前后历时8年，仍在持续不断的反复修改
中。总是觉得自己可以改得好些、应该更好些。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出作品不难，难的是
从高原攀登高峰。真正的精品力作，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蘸着自己的心血打磨。

做思想的先觉者、时代的先行者、美德的先倡者——这将成为我们文学创作者自觉的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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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广 告

特稿·张贤亮先生纪念小辑
深切悼念张贤亮主席…………………郭文斌
他只是告别了人间烟火………………郭 红
对于杰出的文学遗产，我们该思考些什么

……………………………………牛学智
“凤凰于飞”……………………………陈超君
话题·文学的干净
文学是人类古老的心灵沟通术

…………………………刘亮程 郭 红
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
时间之上………………………………陈世旭
牺牲 ：对塔可夫斯基的私密阅读……黑 陶
进入一座城市的几种方式……………韩嘉川
山静日长读鹤林………………………李晓君
落花人独立……………………………袁 媖
桃花坞·玉米爱人……………………禅香雪
完美时刻（主持人语）…………………杨永康
小 说 梅雨………………………高晓枫

赵本德的混乱……………周亚军
借一地月光………………李世许

记 忆 我与冯雪峰………………吴 江
投稿信箱：hhwxxs@163.com（小说）、hhwxsw@163.

com（散文）、hhwxsg@163.com（诗歌、评论）。电话：0951—
6888593、6888599。发行联系：苏先生。地址：750011宁夏银
川市金凤区泰康街8号银川市文化艺术中心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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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看点：中篇小说《哥，咋整的？》为文
坛某些丑行画像欢迎对号入座，《入土为安》
描写汶川地震发生时悲哀荒唐的人间闹剧，
《小镇上的一天》讲述华人中医眼中形形色色
的美国病人；报告文学《历史绕不过的“逃
港”》揭开一段不堪回首的中国人生存史；短
篇小说《都市众生》和《彩粉》展现当代都市精
彩众生。

精彩阅读·2014年第十二期要目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
期期精彩！敬告读者：本刊每期160页，定价
10.00元，全年 12期定价 120.00元。2015
年度杂志正在征订，请读者注意及时到当地
邮局订阅本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可在
当当网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
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
代号：M428。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
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

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主编：阎 志 2014年第十一卷要目

中国诗歌中国诗歌
头条诗人 初入社会（组诗）……………………………杨 康

新 发 现 阿 海 程 川 高 源 乐 宣 罗 耀

牛 冲 诺布朗杰 彭千郡 覃 才 文 西

无 歌 张雨丝

原创阵地 苗红年 温经天 温 馨 贺 红 王立世

秋窗无雨 王 丽 高亚斌等

实力诗人 伊 甸 杨章池 陈广德 周瑟瑟 吴春山

冉仲景 张远伦 李 铖 殷长青

女性诗人 孤独速记（组诗）……………………………王 妃

诗评诗论 孤独 ，徘徊在诗与美之间…………………白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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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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绕不过的“逃港”（报告文学）……周 敏
作家人气榜
都市众生（短篇三题）…………………聂鑫森
我喜欢的短篇小说（创作谈）…………聂鑫森
好看小说
哥，咋整的？（中篇小说）………………冯俊科
入土为安（中篇小说）…………………周云和
粉彩（短篇小说）………………………郝忠实
孤独的玉米（短篇小说）………………邢庆杰
哪儿缺了氧（短篇小说）………………王学海
新人自荐
小镇上的一天（中篇小说）……[美国 ] 王无过
漫长的一天 ，漫长的一生（点评）……岳 雯
文化观察

“今天 ，中国人该如何讲感情讲面子”问题讨
论之十二……………张颐雯 张秀娟等

天下中文
幽默人生（散文）………………………赵大年
雩山以南（散文）………………………熊育群
永嘉 ，自古嘉永（散文）………………郭 梅
在京买房记（散文）……………………孟英杰
真情写作
父亲的风雨人生（散文）………………愚 人
内陆河（组诗）…………………………李 荣
向着太阳出发（诗）……………………马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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