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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平稳中见变化，在有序中见
发展。一些中青年作家展示了雄厚的创作实力和独特的艺术
风格，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徐贵祥的《对峙》、弋舟的《所
有路的尽头》、马原的《湾格花原历险记》、叶兆言的《白天不懂
夜的黑》、鲁敏的《徐记鸭往事》、陈武的《支前》、王妹英的《十
一种光》等中篇小说在题材上、风格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提
供了一些新的元素。总体看来，2014年的创作有以下特点值得
关注。

土地：为百姓和乡亲们立传
土地曾经是中国作家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曾经是中国作

家的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城乡生活的差异在
消减，中国与外国的日常生活也渐渐趋同，寻求差异、谋求异
质，有赖于文学创作者发挥主体能动作用，这是作家的一个开
拓性课题。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如何保留“中国文学”的特质，
吁求于文学的中国化，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今天，重提

“土地”，是重申一方土地和那里的人的紧密联系。土地里面有
亲人的骨殖，有先辈的血液和汗水，镌刻着中国人的深沉记
忆。在这个资讯发达、社会开放、价值观多元的时代，众声喧
哗，知识分子心游八极并不难，而懂得归来并秉持对自然、故
乡、人民充满热爱的创作情怀更为难能可贵。

满含“土地情结”的小说深植于中国的土壤，弥散着地方
特色，在作品中灌注来自吾乡吾土的异质，表达中国人的喜怒
哀乐、坚忍顽强、生生不息，其现代意识、生命意识真正是有根
有韵，生机沛然。虽然中国的小说历史和农业国的历史不可分
割，乡土小说对农业文明而言流风遗韵不息，但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推进，再加上具有书写能力的知识分子渐渐远离了乡土，
优秀乡土小说的数量在减少，以至于有学者感叹乡土小说的
溃败乃至终结。

2014年，乡土小说虽然大致陷入对乡土的回忆，但依旧是
“中国小说”版图中应引人注目的赫然风景。新秀马金莲和老
作家叶广芩、曹乃谦的乡土作品，蓬勃如野草，高贵如雪莲。他
们塑造了可爱的中国妇女、儿童形象。无论是马金莲的《绣鸳
鸯》《口唤》《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还是叶广芩的《太阳宫》，
抑或曹乃谦的《初小九题》，作品中的妇女和儿童无论是来自
知识分子家庭还是底层农村，面对多年前的贫穷、苦难、困厄，
风剑霜刀未改回忆性叙事中人物的可爱。作品中的故事，发生
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作家记录了地方性的风土人情，他们的
叙述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依靠平和、自然、质朴、客观、简练
的风格，选用甘肃腔、京腔，以及山西“莜面味”的语调，吸引了
大批拥趸。

现当代的作品内，让人觉得可爱的人物少。可爱的小说人
物形象有一种清洁的品质，持守着本真本性，人们极容易通过
作品获得情感和道德的认同、心灵的安详。尤其困厄小说背景
下可爱的人儿，如同冰山上开出的雪莲花，涤荡心灵的污垢。
作家内心柔软、细腻，在他们笔下，读者可以看见人心和情感
的风吹草动。真善美隐藏在平凡的每一个人身上，如发暄的土
地，是创作者写作的立足基础。选择近乎“细草”的作品风貌，
书写凡人琐细，并非作家心中没有“大树”，这只是一种对美
学原则的取舍。马金莲、叶广芩、曹乃谦选择细弱、平易、家常，
没有选择伟岸、强健、宏大的风格。他们坚持书写平凡人物的
善良，坚持书写人民生命中从未消失的美德，像棉花一样温暖

人心。
季栋梁、李亚、曹永的乡土小说像土地一样厚重。季栋梁

的《黑夜长于白天》是乡村版的《风景》，作品在展现西北自然
条件恶劣地区的原生态方面生动真切，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
体味和熟稔，黄土地上的悲催人生过往，既艰辛又粗粝，而妇
女的昔日生活更加凄惨卑微。作家写出了两代女性的悲苦欢
欣和她们抗争命运的坚韧和智慧，也书写了两代女性的内心
苦难和延绵浩荡的恩、情、义，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正能量的
强音。和以往的苦难叙事作品不同，这篇小说写外部的苦难是
幌子，重视人物由深情厚谊产生的内心之难是实体。或许是因
为面对宁夏的戈壁荒漠，季栋梁笔下生存的直接和粗暴代替
了方方作品中的诗意和女性的伤感，但《黑夜长于白天》中人
民朴素的情感让小说厚实沉稳，大有气象。

李亚的《自行车》通过演绎自行车在李庄的历史，恢复时
代推进中的村庄，活现时光中的诸多面孔及少年的成长史。这
部小说没有专注于表现作家对世事变迁的态度，而是专注于
还原人物和情感，塑造李庄群像，也为李庄建立秩序。这个虚
构的李庄曾多次出现在李亚的小说之中，李亚的写作具有精
神还乡的意义，他在《自行车》中投入了浓烈如酒一样的乡愁，
雄浑庄重，但饮下这杯乡情的酒，他是如此开怀，神气活现，叙
事带着微醺的欢畅。

曹永的《捕蛇师》是一曲农耕文明的挽歌，也是物欲冲击
下人性异化的警钟。其歌徘徊、其声震荡，具有延宕不绝的冲
击力。《捕蛇师》中象征农业文明的神异方术，呼风唤雨，逢山
开路，能招蛇救人，但其拥有者生活窘困。曹永笔下路不拾遗，
插草标以指示野树、游鱼先到者先得的山中村庄，正处在城市
文明的冲击中。老父亲拥有神奇的捕蛇术，但他不以此营生，
他相信蛇有灵性，而被城市文明熏陶出来却不被城市接纳的
儿子，却将捕蛇作为敛财致富的方式，两代人的差异是两种文
明的冲突，最终技毁人亡。

此外，孙家正的《老人与树》、吴克敬的《岁岁喜鹊》不约而
同地写了“大树进城”现象，这一现象大约是我们这个农业国
栽培史中的新页，他们对从农村、乡野移栽大树到城市这一现
象进行了思考。冯俊科的《雅雀无声》写的是科技带来的土地
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他笔下的乡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
陈仓《空麻雀》中的乡村失去了活力，而留守的女儿正为漂泊
城市的父亲担忧；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对乡土的描绘犹
如一幅画，跃然纸上。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是一方土地
对作家的神奇赐予，而这样的小说也具有保土护壤的功能。这
些作家写出了具有“原产地保护”标识的作品，坚持美学判断、
情感判断，对生养他们的土地、亲朋乡党充满感情，以写作报
答大地的养育恩情，为可爱的人民立传。

反腐：描摹风暴下的众生相
文学“染乎世情”，与现实共振，2014年的反腐风暴席卷神

州大地，2014年反腐小说比之以往更值得关注和研讨。反腐小
说，一贯以现实主义传统、人道胸怀和批判精神为核心，为廉
洁健康的政体鼓与呼。当然，以往的反腐小说常常停留在好人
与坏人、好官与坏官的冲突层面，上升到复杂的人性拷问和心
灵审视较少。

“反腐”小说和官场小说的巨大区别在于，官场小说在较
低层面展示职场的技巧性甚至厚黑面，反腐小说不一定和所
谓的“官场生活”紧密联系，即便联系紧密，也需要摆脱官场小
说写作的流弊，创作者要有严肃的写作态度，写作中还需要去
类型化，比如：区别于官场小说以情节为叙事结构核心的主流
套路，去除小说中的介绍性、说明性文字，不以宣扬所谓的“官
场潜规则”为作品的卖点——总之，让小说回到小说本身。

凡一平的《非常审问》写的是贪腐局长万一光害怕突然被
纪委“双规”，于是在家和妻子相互进行模拟审问，以期真正被
审问时不因害怕而交代问题。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在事实面前
自己无法抵赖，便希望退掉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老总们送来
的巨款，然而，老总们要么不承认送过他钱，要么表示“打死也
不会说”，非但如此还继续送给他钱。万一光锒铛入狱，但并没
有他臆想中的审问，铁证如山，不再需要他交代。万一光之前
显然受到了“老虎”、“苍蝇”纷纷被打的震慑，然而，他却继续
收受贿赂，贪欲无边。小说告诫官员只有清正廉洁才会心安理
得，万一光的模拟审问救不了自己，终是徒劳。这篇小说故事
简单，但全部依靠生动传神的细节，塑造一个终日惶惶不安的
贪官形象，凡一平把叙事艺术还给了小说。凡一平控诉、揭露
贪腐之恶、弘扬正义，也在作品中灌注人文关怀。贪腐局长万
一光能激起读者的痛恨，但作品同时能让读者同情欲望下扭
曲的一个人。贪腐让万一光人格扭曲，惨不忍睹，他紧张、自
虐，四处说谎、心存侥幸，十分可恨也十分可怜，惟有入狱才能
获救，重新拾回人格的健康。

杨少衡善于写当下的干部形象，也能写出官场生态的复
杂性。2014 年的《酒精测试》中，“反腐”是“我”的一种内心愿

望。腐败在小说中首先表现为公款大吃大喝，“我”因“酒量不
错”名声在外，不得不在接待中大量饮酒。“我”本不爱饮酒，这
与“反腐”达成了一致，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出于腐
败者自己的意愿。从喝酒这事上看，腐败于党、于国、于腐败
者，都不是好事。然而，喝酒这件近乎受虐的事，“我”却不得不
做。小说题为“酒精测试”，“测试”中自然有考验，不仅考验酒
量，考验胃，而且还考验“我”是否听一把手的话。在接待一把
手的朋友时，省委暗访组正在当地查公务接待，如果被暗访组
查获，政治生命马上结束，如果我临酒退缩，就会“被边缘化”。
一把手对“我”这个市委副书记的测试，其实是测试他在市里
是否有绝对权力，测试“我”是否肯提着乌纱帽听他的指挥。这
篇小说布局精巧，极尽暗示之能，预示着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带
来的绝对腐败，曲折别致。

尤凤伟的《金山寺》写腐败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种：
信仰的位移。共产党人的信仰应该是共产主义，但某些官员却
求神拜佛，希望神灵保佑升官发财。小说中被“双规”的市委书
记尚增人上任后，大家都觉得是宋宝琦帮他“上位”——集体
将一个领导干部的升迁当做宋宝琦私人对尚增人的某种成
全，公私不分，判断事物的立场大有问题。重感情本是值得肯
定的，然而，人民公仆需要的是大公无私的情怀。宋宝琦在尚
增人被“双规”后十分紧张，马上清理尚增人送的礼物，发现没
有现金，暗自庆幸未被牵连。然而，尚增人果然是送过宋宝琦
一份“厚礼”：宋宝琦去金山寺烧香拜佛，一场法事的耗资竟然
有10万元之巨，宋宝琦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等同于收受了尚增
人叫人买单的这 10 万元，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宋宝琦提心吊
胆，等待纪委的处理，然而，没有人敢得罪一方事主的佛，他的
问题不了了之。尤凤伟的作品在行为和思想之间架设桥梁，在
情节和人物之间寻求同构，小说暗含讽刺，透视人物的灵魂。

李治邦的《佛爷》仿佛取自现实生活的案例，将小偷反腐
的故事进行艺术化处理，写出窃贼对人性的伤害和心灵毁灭。
张一鸣的窃贼技巧可谓高超，但和贪官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
巫。作为社会高级窃贼的贪腐者，常务副市长董强三跋扈。张
一鸣仗着自己偷窃手段高明，先后两次扒窃董强三。董强三知
道是张一鸣扒窃了他，更要命的是，董强三行贿受贿的账本也
被偷走。董强三必须抓住张一鸣，可是张一鸣已经将他行贿受
贿的账本实名递交到了中纪委。借小偷来表现“反腐”，在小说
界早就有先例，但在两个高级窃贼的争斗中所体现的意味则
另有妙处。董强三将公权力私有化——公安局局长是他的人，
不立案就抓人，明显是公权私用地抓住了张一鸣；张一鸣不可
能将公权力私有化，但他可以借用公权力，向中纪委举报——
打倒董强三和费局长。《佛爷》的故事，不是一个“盗亦有道”的
正义故事，张一鸣举报董强三并不纯粹出于正义，而是带有江
湖争强斗狠的意绪。董强三和费局长抓住张一鸣也不具将盗
贼绳之以法的正义性。

邵丽的《第四十圈》确切地说是一篇深刻的“世情小说”，
作品没有描摹公务员的腐败，而是写人民的疾苦、社会的病
象，传达的是另一种“反腐”——反对社会腐败。良善弱小得不
到保护，公平正义便无法张扬，作品直指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和
社会风气恶化。小说中的事件关乎四条人命，诚如作家在小说
中所言“事情的麻烦之处就在于，看起来谁都有责任，但是论
到法律上，又都没有责任”。邵丽作品中的“反腐”，意味着全面
净化社会风气。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公权力家族化后，
仿佛权力是可以流通的家族财产，作品中派出所所长的妻舅
便依靠裙带关系横行。这些官场生态的不健康、不正常，更说
明反腐廉政任重而道远。

青年：“80后”的分化与不足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关注，于一爽、甫跃辉、文

珍、周李立、朱个、蔡东、宋小词、王威廉、陈崇正、孙频、马小
淘、张怡微、七色堇、郑小驴、陈幻、小昌等作家陆陆续续出现
在一些刊物的头条或重要版面，一些以他们的身份设立的专
辑也由刊物陆续推出。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80
后”新的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
后”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格局。

“80后”在文坛最初亮相，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一
群“青春文学”作家，“反叛”、“都市”、“时尚”等曾是他们的标
签。时至今日，韩寒、郭敬明显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
体面貌，“80后”作家的数量从当初的十来人发展到数十人，同
时这个群体的构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写城市的“80后”，还有
乡村写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学”的“80后”，还有“纯文学”
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还有回归传统的“80后”；除了
国际化写作的“80后”，还有中国化写作的“80后”；除了用纯粹
现代汉语写作的“80后”，还有用方言写作的“80后”……总之，

“80后”作家的写作出现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较单调的格局
被打破了。

“80后”作家曾经的一个特征是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如

今终于慢慢摆脱校园的气息。2014年，“80后”作家小昌的《我
梦见了古小童》带有强烈的后校园文学色彩。周李立的《如何
通过四元桥》《八道门》体现出从纯粹的个人情怀向社会更大
层面的转化。起步于校园的“80后”，终于告别了校园的青涩和
清新，在更丰富、更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

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
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
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孙频、宋小词等。他们来
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城市的宠儿，而是从乡村
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小说就有了苦
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他们为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
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的
异军突起。

他们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对方言的提炼。“80后”作家普遍
长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惯用纯粹现代汉语，用方言写作的凤毛
麟角。但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风貌也是成就作家风貌的重要
原因。马金莲的《绣鸳鸯》《口唤》、宋小词的《呐喊的尘埃》、曹
永的《捕蛇师》，就是这样一类异质性的“80后”作品。“80后”的
方言、乡土写作承接前辈作家，但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
历史记忆。方言和乡土是绝佳的匹配。方言中的乡土，能把读
者运送到原生态的乡土世界。乡土“80后”作家的出现，是“80
后”写作分化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
一样，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不一样，相比较而
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随着主体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渐走出了当年的
“青春文学”主场，写法上也开始表现出对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
的认同。韩寒的小说基本上需要依靠对传统的亵渎和嘲讽才能
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悬疑则是畅销书的成功实践。韩寒、郭
敬明的存在对经典文学传统是挑战，也是叛离。新一代“80后”
作家不再是传统的掘墓人。他们回望世界文坛，悉心研读中外
名著，在经典文学和潮流文学中汲取养料，充实、发展自己。

笛安的创作也许能说明“80后”作家的这一特点。她继承
了父母的文学基因，加之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她的视野更为
开阔。在她的小说中，时常读到中外经典小说的韵味。马金莲
的《绣鸳鸯》，从小说名字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郭
珊的小说《思旧赋》中，那些古色古香的语词构成了典雅的语
句，有张爱玲的民国腔。蔡东的《出入》带着禅意，写的是现代
都市，骨子里是传统人文的内核。马金莲生活在贫困的西海
固，郭珊和蔡东则是广州、深圳的时尚女性，看来无论在哪里，

“80后”都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80后”作家与文坛的“意
气之争”、“针锋相对”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80后”作家成
熟并分化后，回到了文学本位，诚实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在人们的印象中，“80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韩寒的
赛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行，很少瞻前顾后，不会回首往事，更不
会反思自己。然而时间无情，“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伤感了，
渐渐摆脱了“青春文学”的小情怀。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
伤》中，“混蛋”对“混蛋”的怀念和追寻，居然带着悲伤和伤感。
于一爽此前的小说颇具当年张辛欣的京味和锋芒，而她居然
率先感受到悲伤和伤感。这是生命也是文学的内在力量使然。
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转型的又一个代表，她的《更衣》中，主人
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张怡微的

《不受欢迎的客人》发出对生命的反思：一个人该怎样对待他
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个体生命。不有的《人面鱼》对人性的反
思采用推迟批评的策略，先让读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可能也
是这样，之后再让读者发现，这是人性中的弱点。孙频的《假
面》、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的主人公在寻求幸福的
生活，小说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对年轻人都市生活
现状的呈现，让人感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疑难，在种种疑难
中开始进行反思。

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由于“80后”作
家涉世不久，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苍白，但相对单调和平淡
是客观存在。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社会没有发生太多的动
荡，没有太多的苦难感和沉重感，与前辈作家经历的大风大
浪、大是大非相比，他们有时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虚妄。而社会
的动荡、理想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
动力。他们最容易描写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融入社会的艰难
和困惑，带着校园的青春忧伤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和无奈，这也
是他们在叙述上频频喜用第一人称的原因。“我”如果作为一
个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但同时个人的视角又会屏蔽掉
一些社会生活内容。相对于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
广角。文学需要广角，也需要纵深。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
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叙述人称好与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
种叙述人称，而且口气又接近，是不是艺术的个性和气质也难
免给人单调和狭隘的嫌疑？

当代小说发展到今天无疑在走向成熟，作家如何进一步
向前扩展，是他们面临的考验。年轻的一代如此，已经成名的
作家也面对更好地发展自己、丰富自己、超越自己的问题。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2014年中短篇小说：

土地·反腐·青年
□王 干

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是

一方土地对作家的神奇赐予，而这样

的小说也具有保土护壤的功能。

2014年反腐小说比之以往更值

得关注和研讨。反腐小说一贯以现实

主义传统、人道胸怀和批判精神为核

心，为廉洁健康的政体鼓与呼。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

关注，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一

次“80后”新的写作群体悄然形成，

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

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格局。

本报讯 由中国军事文化研究
会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大型系列丛书《将军文化典藏》（诗
词卷）近日在京首发，70 多位诗人、
评论家参加活动。

《将军文化典藏》（诗词卷）共10
册，收入 10 位将军诗人的个人诗词
作品集。与会者认为，该丛书凸显
了将军文化的丰富内涵，体现了当

代军人的价值追求、生活理念及文
化情怀。在艺术上，这些诗词将

“刚”与“柔”较好地结合起来，淋漓
尽致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和态
度。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将军们的
个性文化品格，还通过丛书的形式
将其凝聚成一个整体，反映了将军
们的学养、韬略、胸襟、风骨。

（文 研）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第二届剧本推介会近日举行。
此次剧本推介会以“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正能量”为主
题，是北京市文联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精神的一项具体行动，也为全国的剧本
创作者搭建起一个让剧本走向市场的平台。

推介会期间，共有3020部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剧
本作品集中亮相，65部剧本成功签约，178部剧本签订
了合作意向书，300 多部剧本的作者与公司直接对接
交流，600余家影视文化公司和15000余名观众到场参
与。同时，北京文联网“网上剧本超市”也正式开通运
行，实现了线上、线下服务的“双轮驱动”运行模式。推
介会期间平台点击量达 50000余人次，上传剧本 2300
部，影视文化公司关注剧本310余部。

今年的推介会在形式、内容和手段等方面都进行
了丰富和完善，现场设置了多媒体推广区、剧作家交
流区、自由洽谈区、法律维权咨询台等区域，为剧本及
曲艺作品作者与需求单位直接对接、促进作品进入市
场并转化为影视舞台演出成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推介会期间还举办了多场剧本作品签约仪式、主题论
坛和影视剧目宣讲、展演等活动。

据介绍，本届推介会扩大了征集作品种类范围，
新增了微电影、网络剧、动漫、小说、报告文学、杂技等
剧本作品，还为天津和河北设置了专门的推介活动区
域，以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文化发展一体化。非京籍、自
由创作者的投稿量占征集总数的 70%左右，参加推介
的剧本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会后将有 50部作品在

《北京文学》杂志发表。

本报讯 由中国萧军研究会主
办的第七届毛泽东颂诗歌朗诵会暨
首届华语红色诗歌征稿评奖日前在
京揭晓。

诗人鲁煤、屠岸、石英、石祥、岳
宣义、峭岩、丁慨然获得“首届华语
红色诗歌终身成就奖”，忽培元、徐
洪刚、胡松夏、雷从俊、许震、任长
连、高治军、胡广胜获得“华语红色
诗歌年度大奖”，孙继祥、徐安琪、阚
雪林、张东旭、白志雄、罗文辉、何文
钦获得“华语红色诗歌毛泽东杯新

锐奖”，夏青、赵福君、许庆胜、刘
辉、程仁全、广寒仙子、韩彦军、杨青
云、刘朝东、周明银、席泽玉、钱建文
获得“华语红色诗歌杰出奖”。

中国萧军研究会会长王治国在
会上讲话。征稿评奖评审组代表李
建长介绍了评奖情况。青年诗人徐
安琪宣读了首届华语红色诗歌征稿
获奖作品颁奖词。王治国、萧鸣、
殷之光、石英、丁慨然为获奖代表
颁奖。

（熊元义）

中国文学杂志社原编委吕剑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月2日在京逝世，
享年95岁。

吕剑，1938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进
入阵地》《英雄碑》《溪流集》《喜歌与酒歌》
等，散文杂文集《一剑集》《双剑集》《燕石
集》等，诗论集《诗与斗争》《诗与诗人》等。

吕剑同志逝世

本报讯 日前，作家方格子的长篇报告文学
《他乡是故乡》在浙江富阳首发。2004年，来自重庆
市涪陵区中峰乡、百胜镇95户移民落户富春江畔
的浙江富阳，为富阳市生产建设谱写了新的篇章。
为了记录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作出的贡献，在富阳
市人大、民政局、文联等单位的支持下，女作家方
格子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他乡是故乡》。

作品以移民在富阳安居乐业为主要叙述点，
写的是个体，展示的是群像。从小人物、小环境出
发，以小见大，写出了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日常经
历，塑造了一群身份不同、性格各异、有血有肉的
人物形象，反映了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鲜活而
生动的记录使读者看到的不仅是移民在“他乡”体
现个人价值的过程，也让读者感受到富阳这座具
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如何以博大、宽厚、友爱
的情怀，温暖着远道而来的三峡人，成为他们的第
二故乡。

浙江省作协主席麦家在贺信中说，作家方格
子近年来从小说转向纪实，相继推出了《留守女
人》《他乡是故乡》，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关注普通民众，记录人间万象，这是作者创作上触
及心灵的蜕变。无论是记录当下，还是探寻过往，
书籍带给我们的永远是安宁、感动和温暖。

（刘秀娟）

《将军文化典藏》（诗词卷）首发

华语红色诗歌征稿评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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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子长篇报告文学
《他乡是故乡》面世 本报讯 由中国诗歌学会和绵阳市李白诗歌

协会共同主办的李白诗歌奖近日开始启动作品征
集工作。据组委会介绍，参与首届李白诗歌奖角逐
的作品，必须是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期间，在经国家批准的中国大陆地区报刊首次发表
的单首诗歌、组诗，或者首次出版的个人诗集。用
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须以汉语译本参评。每
人报送的诗集仅限1部，组诗不超过10首、单首诗不
超过100行，风格不限。

（欣 闻）

李白诗歌奖启动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