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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入选中国作协2014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共13章

26万字，披露了作家路遥大量不为人知的往事，还原了路遥

的写作时代，展现了他的人生经历与文学精神。为了让读者

深入了解路遥的人生与创作，作者花费近10年的时间收集、

整理资料，希望写出一本靠得住的“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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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前沿，为人民书写华章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综述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姜潇、王菲菲） 日前，
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积
极响应，紧紧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精心组织、广
泛动员，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家和作家深入基层、深入生活，
努力把扎根人民、学习人民、服务人民、讴歌人民的任务落
到实处。

2014年11月14日，中国文联向全国56个团体会员发出
了“到人民中去”——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服务采风的号
召，倡导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创造实践中汲取营养，把最好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基层群众。11月17日，中国作协召开主
席团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并动员广大文学工作
者积极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实践活动，随即
又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文联的活动从2014年11月中旬开始，将持续至2015年
元旦、春节期间展开，目前，仅中国文联各全国文艺家协会
和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就已组织1000多名老中青文艺工作
者，分赴17个省区市基层共62个活动点，开展慰问演出、小
型展览、学习体验、采风创作、文艺支教、专家培训等90多场
活动。所到之处，艺术家们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
迎。通过与基层群众的交流互动，艺术家自身也深受教育，
从人民的创造实践中汲取新鲜营养，为提升思想艺术品格、
提炼文艺创作选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4年12月初，在第29个国际志愿者日到来之际，各
级文联组织超过2.5万名文艺家、文艺工作者深入300多个
城市基层开展服务采风活动，服务基层群众280万人。其
中，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联合各全国文艺家协
会，按照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要求，组
织118名文艺工作者组成6支小分队，分赴武警四川总队女
子特警队、云南沧源县和耿马县、重庆两江新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驻地、湖南古丈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等地，
以慰问演出、展览展示、书画笔会、交流座谈、辅导培训、采
风创作等多种形式，历时一周，为当地人民带去了深情问
候，受到基层群众、干部、职工和少数民族同胞、武警官兵、
兵团人及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在武警四川总队女子特警队，艺术家们与特警官兵同
吃同住同训练，大家一起围坐在以训练垫子为舞台的四周，
刘兰芳、罗秉松、刘和刚、王丽达、黄豆豆等艺术家们，为观
众们奉献了评书 《岳飞传》、歌曲 《共圆中国梦》《女儿
行》、舞蹈《吉祥袖舞》等一个个精彩节目。当日恰逢艺
术家牛群的65岁生日， 他激动地说：“今天是国际志愿者
日，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生日。我天天当志愿者，就如
同天天过生日。”

在云南沧源、耿马小分队，女高音歌唱家何春梅从进到
村口便开始为村民献歌。在孟定口岸，当艺术家们看见守
卫国门的战士在烈日下持枪屹立，备受感动，大家展开队
旗，放开歌喉，将一曲《我爱我的祖国》献给战士们，战士们

听得热泪盈眶。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分队，曲蕾、山翀、李德戈景等

十多名文艺家组成的志愿服务小分队奔赴西北边陲城市塔
城、奎屯。他们冒着严寒，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中，一路乘汽
车坐火车，每到一地，一边展示艺术一边辅导服务，一边叙
谈交流一边书写感悟，惠民服务近30个小时。

在南水北调小分队，文艺志愿服务采风到了最后一天，
原计划只参观漕河渡槽，但工程一线工人们的辛苦奉献精
神，深深打动了艺术家们，大家决定在渡槽现场为职工们加
演一场。在时间紧、天气冷、音响条件简陋的条件下，艺术
家们用饱满的热情，在漕河渡槽的岗头隧道口表演节目。
他们说，要深入火热的生活，向建设者们学习，向库区移民
学习，并将所学融入今后的创作表演中。

艺术家们在一周的下基层服务中，创作出一批音乐、曲
艺、书画、摄影、诗歌、民间文艺作品，并计划根据此次活动
收集的素材，创作更多接地气的作品。

文艺志愿者下基层服务采风活动，推动了文艺工作者
在实践中实现“身入”、“心入”、“情入”；而围绕创作优秀作
品这一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中国文联还重点启动实施

“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通过制定创作规
划、策划重点选题、汇聚优秀人才、筹措引导资金，建立专家
指导委员会，把握思想艺术质量，引导文艺创作者更大力度
地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推出一批弘扬中国精神、反映时代风
貌、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一
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必须加强统筹，完善政策，建立起
可持续的长效工作机制，深入持久地抓好抓实。”

目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已在多个省区设立了40个文
艺支教点、17个新农村少数民族少儿舞蹈课堂、27所摄影

“曙光学校”、35所全国书法“兰亭学校”，翰墨薪传工程已经
覆盖到12个省区市部分学校。下一步，中国文联还将加强
推介宣传，展示活跃在文艺创作一线、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
者所体现的艺术之美、人格之美、信仰之美，扩大“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实现主题
实践活动成果的最大化。

在艺术家如火如荼深入基层、钻研创作的同时，全国作
家也在通过到基层挂职锻炼等有效形式，增强广大作家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通过在现实生活中
的实践锻炼，不断推出为人民喜爱的文学精品来。

与其他艺术家相比，作家在深入生活的时间、地点和组
织方式等很多方面有自身的特殊要求；在实践活动中，既要
遵循文学创作规律、尊重作家的意愿，也要注重深入生活的
实效。据了解，从2000年至2014年间，各地作协组织到基
层挂职锻炼的作家共有73人，目前仍有10人正在陕西、辽
宁、新疆建设兵团等地挂职。

为人民写作是山西几代作家的不懈追求。作家李骏虎
回忆自己当年的挂职经历时仍深有感受：“2004年前后，我

的创作陷入了一个瓶颈期，灵感枯竭，同一个素材反复使
用。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省作协物色青年作家挂职体验
生活，我就积极地报了名，如愿以偿来到故乡洪洞挂职副县
长，跳出书斋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和干部群众一起为家
乡建设发展出力流汗。”

回想到这段挂职经历，李骏虎说：“包村子、跑项目，处
理上访事件，和各种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在满满
当当的4年中，无数的灵感、故事、人物、思想纷至沓来，使我
从‘江郎才尽’转变为创作‘井喷’，也使我的眼光从个人体
验转变到关注大众、关注时代上来。”

生活就是一座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人民群众为
对象的写作也永不过时，并且常写常新。挂职伊始的10年
间，李骏虎根据从中国大地上获得的鲜活题材，相继创作
出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长篇小说《母系
氏家》等，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和赵树理文
学奖。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扎根生活犹如在挖掘一口井。面
对一块蕴藏丰厚的文学矿藏，哪个作家挖掘得深入，哪个作
家才会有更多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云南作家范稳曾用十
来年的时间向藏民族文化学习，还曾一度在藏区挂职锻炼。

范稳说：“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各民族文化是我们的
写作优势和取之不尽的资源。尽管自己不是少数民族，和
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文化陌生感，要走进这些少数民族
和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就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
像翻越一座大雪山一样，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地往上攀越。
俯身下去，手足并用，洒下汗水，付出真诚……希望自己能
成为一个合格的民族文化的学习者、弘扬者。”

上海作协历来有下生活采访创作的传统，2008年汶川
地震、2010年世博会期间，都有作家深入一线创作了一批报
告文学和诗歌，广受社会好评。作家王小鹰曾在街道挂职
创作了长篇小说《长街行》，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作家叶
辛深入到闵行区外来务工者中，创作了反映外来务工者情
感生活的《问世间情》，引起社会热烈反响。

与浦东新区合作建立“上海现实题材创作浦东基地”
后，上海作协还积极组织中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攫取浦东开
发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鲜活人物和生动故事。
首批挂牌了“浦东基地”、“陆家嘴基地”和“张江基地”，目前
已有滕肖澜等8位年轻作家蹲点创作团队集结到位，正在用
报告文学、诗歌、小说等多种形式，多方位地反映上海改革
开放以来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创新创业者的多样人生。

2014年1月，浙江省成立全国第一家省级网络作协，建
立全国惟一的省、市、县三级网络作协工作系统，积极实施

“网络文学引导工程”。作为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
作家体验营是针对网络作家创作特点和生活实际量身定制
的一项体验活动，目的是引导网络作家走出书斋接地气，到
基层采风，帮助他们汲取生活素材，提升对现实和历史的使
命感、责任感。

日前，“我们的文字——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
承”跨年大展在北京国图国家
典籍博物馆举办。展览共分
六部分，包括中国文字概说、
文字的书写、文字的传播、文
字与艺术、文字与生活、文字
的传承与未来，集中展示了文
字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特
别从与中国文字相关的“非
遗”项目中挖掘文字的内涵与
魅力。展览共展出文献、传承
人作品等实物300余件，覆盖
了包括10余种已经消失的文
字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
字，串联起63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郭海鹏/摄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由《中华辞赋》杂志社
联合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
的“人民文艺为人民——名家荐名家·中华辞赋爱
心公益行”活动1月10日在京启动。中国作协副主
席、《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何建明，中国新闻文化
促进会会长李东东，《中华辞赋》总编辑闵凡路、顾
建平，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等参加启动
仪式。

据主办方介绍，参加公益活动的作家艺术家需
以诗、词、歌、赋、联、曲、书、画等艺术形式创作真实
反映普通人奋斗经历的文艺作品。主办方收到作品
后，将为这些作品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并在官方网
站进行公布。同时，将为这些征集来的作品举办专
场拍卖会，所得收入通过相关基金会进行捐赠，或
者组织作家艺术家直接点对点扶贫。活动以“名家
推荐名家”的方式进行，即已参与活动者可推荐自
己所了解的作家艺术家参加后续活动，以保证活动
的持续性。

在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参加此次公益活动的
作家艺术家发出倡议，希望大家在活动中牢记“文
艺为人民”的崇高使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优
秀的文艺作品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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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 日前，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
举行《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李春林、施战
军、胡平、孟繁华、白烨、王玮、陈晓明、张清华、王家新、何言宏、刘
琼等评论家围绕文学大系的编纂传统及其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展开研讨。

上世纪30年代，由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获得巨大成功，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影响至今。自此，编
纂“文学大系”可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文
学研究者们既畏难又心向往之的情结。2014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推出《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力图全面、系统地呈
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景观，为学术研究和文学阅读提供有
价值的文献资料。该大系共分13种文体，计18册，分别为文学理
论卷、文学批评卷、长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
卷、散文卷、随笔卷、杂文卷、翻译卷、史料卷、报告文学卷、戏剧
卷。大系由何言宏任总主编，王尧、陈晓明、张清华、张新颖、施战
军等任分卷主编。

座谈会上，大家谈到，这是一个非常有眼光、有担当、有魄力
的出版项目，它及时总结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为人们
呈现文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为当代文学研究、文学阅读以及对
外文化交流，都提供了一份相对集中、客观的文献，也为今后的文
学创作提供了文本和理论借鉴。

同时，专家们也提出，在今天编纂这样一套文学大系也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作品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浩大，如何
从海量的作品中淘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对编选者巨大的考
验。此外，这十年中一方面文学的审美风格更加多样，另一方面
又缺少巅峰性的作品，如何将编选者的个人趣味和文学史所需要
的客观性相协调，这也是一个难题。大家希望该书的编选能坚持
下去，并且在今后更加开放、包容。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1-2010）》在京首发

本报讯 首届《作家》“金短篇”
小说奖近日揭晓，铁凝的《暮鼓》、
金仁顺的《僧舞》、范小青的《下一
站不是目的地》、叶弥的《亲人》、
刘庆邦的《习惯》、苏童的《她的名
字》、林那北的《前面是五凤派出
所》、阎连科的《把一条胳膊忘记
了》八篇作品获奖。

《作家》“金短篇”小说奖为只
针对短篇小说的奖项，评奖范围是
发表在《作家》杂志“金短篇”栏目
中的作品，旨在表彰具有优秀艺术

品质的短篇小说，鼓励一直坚持短
篇小说创作、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作家，促
进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首届《作
家》“金短篇”小说奖评奖委员会由
格非担任主任，胡平、施战军、彭
程、叶兆言、林建法、何向阳、张清
华、李洱、东西、张学昕任委员。评
委会通过两轮投票从《作家》2013
年“金短篇”栏目刊发的所有短篇
小说中选出了最终的获奖作品。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月8日，由新浪读书编
辑部、专家评委与广大网友共同参与评出的“2014
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在京揭晓。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老生》拔得头筹，奥兰多·费吉
斯的《耳语者》、止庵的《惜别》、蒋晓云的《桃花井》、
奈保尔的《大河湾》、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
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翁贝托·艾柯的《植物的
记忆与藏书乐》、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
论》、涂昕的《采绿》等亦榜上有名。此外，本届好书
榜特别设立了“年度最具人气图书”和“年度新锐图
书”。其中“年度最具人气图书”由网友投票产生，

笛安的《南方有令秧》高票当选，“年度新锐图书”则
颁给了蔡崇达的《皮囊》。

新浪中国好书榜自2009年启动以来，始终秉
承高品质的标准，力求推动更多好书通过网络平台
走进读者的视野。纵观2014年的图书出版，既有
包含了广阔灵魂图景与文化视野的厚重之作，又有
不少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佳作，从市场到口碑均取
得了不错的反响。据悉，新浪读书频道今年将继续
把推荐好书作为重点目标，辅以书单、书评、名家推
荐等多种形式，为读者提供便捷、准确、有趣的阅读
体验，为好书与读者之间搭建起桥梁。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王晓鹰执导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代表作品《萨勒姆的女巫》，时
隔10年后回归舞台，将于1月14日至18日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该剧取材于17世纪一个真实的案
子——“萨勒姆女巫案”，表面的尔虞我诈、矛盾冲突，触碰了人性最深处的矛盾挣扎和光辉。该版仍由
当年原班人马参演，而对于导演手法的处理，王晓鹰这次没有做太大改动：“他们这一次把10年的时间
和阅历都化在这些角色上了，这是《萨勒姆的女巫》这次复排的惟一不同。” （徐 健）

本报讯 白洋淀是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许多知青的下放点之一，
在这里，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
人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也正是
在这里，这些曾经的文学青年在彼
此交流中相继走上了各自的诗歌
道路。新世纪以来，许多评论家发
现了他们诗歌的重要意义，这些诗
人被称为“白洋淀诗歌群落”。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
作中心和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共
同举办的“打捞诗歌历史，寻索文
脉传承——白洋淀诗歌群落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诗评家谢冕、吴
思敬、唐晓渡以及白洋淀诗人林
莽、宋海泉等数十人与会，围绕白
洋淀诗歌群落的创作问题展开了
讨论。会议由刘福春、张清华共同
主持。

专家认为，白洋淀诗歌群落及
其诗歌实践，对此后的“今天”诗派
和朦胧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
留下来的文本在当代诗歌历史中

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谢
冕充满诗意地提出：“在全中国的
文化被禁锢、被封闭的时候，白洋
淀展开了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这
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这是在
寂寞当中，在荒凉当中，他们寻找
光明和自由的一种想象力。所以
我们怀念白洋淀，肯定白洋淀，纪
念他们对中国诗歌所作出的贡
献。”吴思敬认为，在今天，白洋淀
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
要的诗歌群落，其超功利的写作态
度、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诗歌
本体意识的觉醒，都与此前的中国
诗歌完全不同，亦成为之后中国诗
歌新面貌的“星星之火”。会上，

《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引起
了大家的讨论，该书收录了白洋淀
诗人的书信、诗抄本的句子和片段
等。唐晓渡、李怡等对此给予充分
肯定，认为它不仅具有史料抢救的
意义，也为白洋淀诗歌研究提供了
新的思考维度。 （行 超）

《作家》评出“金短篇”小说奖

重拾白洋淀的诗歌记忆
白洋淀诗歌群落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4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