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黄尚恩 新闻版电子邮箱：wybxinwen@sina．com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865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56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八版）20152015年年55月月2222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弘扬柳青精神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引向深入，5月20日，中国作家

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社在京联合召开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精神研讨会。中国作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景俊海，《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汤

恒出席研讨会并讲话。来自全国多地的10余位作家、评

论家、学者在会上发言，对如何更好地弘扬柳青精神进行

了深入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

钱小芊在讲话中说，去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与作家艺术家的座

谈中，总书记谈到了作家柳青扎根农村14年、体验农民

生活、进行文学创作的事迹，高度赞扬了柳青自觉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倾听群众心声、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

神，鼓励广大作家艺术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生

活中去，“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

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

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习近平总书

记对柳青精神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为广大作家的创

作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

钱小芊指出，柳青的一生，是满怀对国家民族的责

任感投身火热生活和革命实践的一生，是与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一生都把文学事业作为人民的事

业，描绘人民群众的生活场景，书写人民群众的伟大实

践，讴歌人民群众的精神品质。我们学习和弘扬柳青精

神，就是要学习和弘扬柳青对人民群众的文学情感、文

学责任和文学坚守。去年以来，中国作协以多种形式开

展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就是要大力

倡导和积极推动广大作家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经济建设

第一线、社会生活最基层去，深入观察生活、正确反映生

活，从生活中汲取营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讴歌人民群众火热生活中向上向善的力量，讴歌我们国

家正在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讴歌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的

伟大复兴，从而担负起文学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

时代的风貌、引领时代的风气的作用。学习和弘扬柳青

精神，对于我们正在广泛开展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相信柳青精神将不断激

励更多的作家走与时代与人民相结合的文学创作道路，

我国文学界将会涌现出更多有作为的作家，会创作出更

多反映时代反映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

景俊海在讲话中说，柳青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

广泛影响的代表性的作家。柳青的创作实践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扎根生活，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

柳青的文学理想，就是坚持以人民为艺术描写的对象，

在书写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中注重揭示社会发展

的动向和历史前进的规律。优秀文艺作品的产生需要许

多条件，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创作主体必须心

中有人民，脚下有生活，笔墨中充满真情实感，声韵中高

扬时代精神。弘扬柳青精神，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何东平在讲话中深情表达了对柳青曾经作为报业

同仁的亲切和敬重之忱，表达了他大学时期读柳青作品

的真实感受。他说，《创业史》中流淌的直面国情、现实主

义的激情，使一代青年学子减少了浮躁，坚定了双脚站

立在中国大地上的信心。《光明日报》是广大知识分子的

精神家园，将会一如既往地宣传好党的文艺政策，刊发

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评论文章，为文学艺术的

不断发展和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汤恒在讲话中说，中国作协、陕西省委宣传部、光明

日报社共同举办弘扬柳青精神研讨会，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一项积极举措，

很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

表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文艺界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

变化。大批作家艺术家主动深入基层，采风创作，精益求

精打造精品，热情参与公益演出，努力追求德艺双馨，积

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创作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豪华之风得到遏制，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

更加强劲，文艺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柳青的创作实践给

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启

示，即对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文学的天

空才会更加纯洁、更加宁静、更加开阔；有温度的文学，

一定是深深扎根在土地上，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烛照现实

生活；反映现实的作品，离人民最近，最受人民欢迎。柳

青所走过的文学道路，他所取得的创作成就，是留给我

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再一次昭示我们，文艺最深厚的

根基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真诚地爱人民、写人民、

为人民写，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会上，贾平凹、阎纲、畅广元、雷达、刘醒龙、胡平、李

星、白烨、梁鸿鹰、关仁山、张志忠、段建军、王春林、冯秋

子等作家评论家，以及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董

颖夫先后发言，从多个维度对柳青的创作道路和文学精

神进行了探讨，对柳青的为人为文给予高度评价。大家

认为，柳青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就是他率先身体力

行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觉地履行一个作家对人民

和时代的责任。学习和弘扬柳青精神，应当成为广大作

家共同的追求。此外，与会者还就《创业史》的继承与超

越、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与

丰富性、当代文学中的新农民形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

广泛的交流。

出席研讨会的还有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彭学

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彦、陕西省作协党组

书记蒋惠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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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经济发展方式也逐渐由出口、投资驱动转变为

以内需为驱动。建设一个强国，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

的方面，如果只发展经济、文化跟不上，那就不能算是

真正的强国。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化发展得怎样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

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

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

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

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话讲得很有针对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得到很大发

展，各艺术门类均有提高，而且搞文艺的人数量也特别

多。比如，每逢艺术院校的招生季，戏剧学院、电影学

院、美术学院门口都挤满了人，考生多得不得了。据

说，艺术院校的录取比例接近200：1，画画、表演、唱歌

的考生都多极了。艺术类考试参与的人数一旦太多，

考试本身反倒有了问题。音乐类考试是一个人一个人

进行的，美术学院好点儿，把画放下大家一块儿评，但

人一多，考生的作品都没地方摆了。“高原”是有了，“高

峰”在哪里呢？

因此，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不是“高原”的问题，而是

“高峰”的问题。历来所有艺术门类，都要有这一时期极

富代表性的艺术家和经典作品。19 世纪，西方曾出现

过一批经典作品和经典艺术家，涵盖文学、戏剧、音乐、

美术等门类，我们所说的“高峰”应该是这样的。好作品

当然不可能太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也许就那么几个

人、几件作品，但如果有，文化的高度就有；没有，就没

这个高度。文艺界现在的麻烦，就是没有“高峰”，这个

评价是对的，我很同意这个看法。但什么是高峰？什么

是经典作品？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文艺要反映

现实，这是起码的标准。好的文艺作品都要反映时代，

特别是应反映基层的东西，而且要深刻，既有歌颂的内

容也有批判的内容。但产生这样的作品，其过程是有艺

术规律的。一个作品得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两者是统一

的，不能只有一项。只有思想性没有艺术性，就不生动，

没意思，观众就不爱看了；如果只有艺术性没有思想

性，就会出问题，对人没有好的引导作用。

现在我们应该去思考这几个问题。什么是高原？

什么是高峰？什么是经典作品？怎样才能产生经典作

品。文艺界应该回到文艺本身，好好研究文学艺术的

本体问题，也就是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避免一些无谓

的、没有学术含量的争论。譬如“文革”后美术界曾存

在这样的争论，一是批判俄罗斯的契斯恰科夫素描教

学体系，还有一个则是反对传统写实绘画，提倡现代

绘画。当时争论得很激烈，但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

们的争论连基本事实都不尊重，如今在学术上要避

免这种争论，应该多进行有学术涵养的讨论。要建

立文化大国、文化强国，需要深入研究文化艺术规

律，怎样提高艺术质量出现“高峰”，这是非常复杂、细

致的问题。要研究艺

术规律，尊重艺术家

的艺术创造，我们的

文学艺术才有可能

出现真正的经典和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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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6日，鲁光艺术馆在浙江省永康市博物馆开馆。中国作

协副主席高洪波出席并致辞。

鲁光是从永康山村走出去的作家、画家。如今，他在家乡创办艺术馆，

捐赠自己103幅画作和100多件作品手稿，是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感恩之情。

鲁光曾在《画人自白》中写道：“写意画讲究夸张概括。有所爱，就要有所割

爱，要删繁就简。其实，割爱就是为了强化你之所爱。”高洪波认为，鲁光的

作品具有童心、诗心和爱心，这让其作品充满童趣。他之所以捐建艺术馆，

就是以“割爱”来强化自己之所爱，回报给家乡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鲁光说，“乡情是一曲永远吟唱不厌的情歌。它凝聚在我的斋名中，镌

刻在我的印章上，流泻到我的书画里。这不是我个人的艺术馆，它属于永

康、属于社会，是家乡的一间文化会客厅。此次捐献只是一个逗号，我还会

继续为家乡的文化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叶 宁）

鲁光艺术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 月 16 日至 18 日，首届陵水诗歌节

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此次诗歌节由诗刊社、陵水县委

宣传部主办，以“美丽中国与诗意山水”为主题。20多位诗人相聚

于此，寄情山水、以诗言志，共同探讨山水诗的发展等问题。

《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谈到，一提到“现代性”这个词，人们就会

想到那些揭示人性之恶、呈现生活之琐碎平庸的作品。这些作品

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想诗意地栖居在世界中，还必须关注美

丽自然、美好人性，写出具有温度的作品。在他看来，“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就是最大的现代性”，因为对大自然的尊重和热爱，暗含

着强烈的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是一种极具现代性的意识。根源

于土地与自然的写作是扎实的、值得信赖的，它需要写作者往深处

去挖掘——以谦卑之心去默默领悟，触及那些深藏于自然乃至世

界的秘密。

在诗人龚学敏看来，不断游历，然后在诗歌中写下自己的行

迹，这是很多古代诗人都有的经历。但是，现在的诗人越来越丧失

这种能力，很多人被束缚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偶尔出去游玩也

是行色匆匆，很难写出优秀的诗作。诗人谭克修说，如果一个诗人

的作品脱离了他所生活的现实，这种写作可能是无效的。他很少

写山水诗，因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热闹的城市，完全没有写山水诗的

环境。他更愿意书写自己生活的那座都市，描述当代人所面临的

精神困境。诗人张执浩同样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故乡”

不断被蚕食，“自然现场”不断在消失，想要去讴歌自然是面临很大

困境的。相反，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情感和经验更值得我们去

关注。作为诗人，要书写那些能够不断被唤醒的记忆和情感。

有些与会者提到，优秀的山水诗应该由那些生活在美丽山水

间的诗人来写出。比如陵水的本土诗人，每天享受着来自海洋的

风和新鲜的空气，可以就此深入挖掘、不断书写。实际上，在陵水，

也出现了郑文秀、李玉峰、李其文等一大批诗人，他们的作品也大

多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关。但李玉峰谈到，熟悉的地方往往没有

风景，“我们整天生活在这里，却对这片美丽的土地缺乏深入的认

识，也很难写出有力度的作品”。而且，现在年轻人向往大都市，对家乡山水

的关注和体悟变得越来越少。

这些观点从不同侧面说出了山水诗创作面临的困境。但诗人江非认

为，对“山水”的理解可以更加辩证一些。在古代，关于山水的书写不完全是

“喝着山泉水，吃着新鲜菜，吸着好空气，看着好风景”，更多的是“在官场或

社会碰到困境，然后让自己返回山水之间，思考一些最根本的生命问题”。

从后一种写作来看，“山水”其实是“反自然”的，它涉及“思想的表达”。而当

代山水诗的写作完全可以沿着这一条路进行：将现代社会的困境放置于大

自然之中进行更根本的思考。

倮伍拉且、刘福君、龚璇、扎西才让、李孟伦等诗人也参加了此次活动。

每个诗人都根据这两天的采风收获，创作出与山水有关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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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14

日至 26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

术研究所和北京画院美术馆主办

的“水云氤梦·刘墉艺术展”在京

举行，集中展出了刘墉的近 60 件

（幅）绘画作品。这也是刘墉首次

在大陆举办个人画展。

刘墉集作家、电视主播、新闻

记者、演说家、教育家等于一身，

其画家的身份却鲜有人知。其实，

刘墉是美术科班出身，受过严格

的专业训练。他 1972 年毕业于台

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黄君璧，

不仅对传统绘画有深入揣摩体

悟，而且能跳出传统藩篱，形成自

己独有的艺术风格。此后40余载，

他始终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出

色的美术作品。

在绘画领域，刘墉同样体现

出一种“多重身份”。他不仅画人

物、画山水，还画花鸟、画风情。这

些作品折射出他由诸多情感汇成

的生命记忆，展现了其经由传统

文化的积淀所汇成的诗意境界。

他的不少作品气势宏大，信息量

丰富，有的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

展开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

画卷，抒发怀旧的感伤与浓郁的

乡愁，有的则注重凭吊历史、慨叹

时空，表现人在历史时空交错中

的孤寂与悲怆之情。通过此次展

览，大陆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刘

墉作为画家的艺术造诣。

本报讯 一条哈达送去美好

的祝福，一句“扎西德勒”带来吉

祥的赞颂，伴随着藏族同胞特有

的欢迎仪式，由北京市作协主办

的作家艺术家走进拉萨校园活

动近日在拉萨市第一小学拉开

帷幕。

在两天时间里，作家艺术家

们走进 10 所学校，开展十几堂讲

座。李林荣在拉萨八中的写作

课，星河在拉萨一中讲的科幻文

学，葛竞与聂峻一个讲、一个画的

授课形式，王慧艳在城关区海城

小学讲的童话鉴赏，柔萱送给孩

子们的二十字作文秘诀，都产生

了极好的效果。拉萨的师生们表

示，此次活动提高了当地学生对

写作的兴趣，点燃了雪域高原少

年的创作梦想。这样的活动不仅

学生受益，也惠及教师，让老师们

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深受启发。

参加活动的作家艺术家们

说，这次走进拉萨校园活动，让大

家了解了藏区的风土人情，为创

作出更多描绘西藏的作品打下了

基础。

（北 作）

让文学梦从雪域高原起飞

刘墉首次在大陆举办画展

本报讯 为提升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学编辑出版的业

务能力，更好地发挥出版集团所属报刊、出版社及网站在团

结作家、服务作家、打造精品力作、推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

作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于 5月 19日至 21日在京举办第一

期采编业务骨干培训班。开班仪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中

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何建明作了动员讲话。

何建明说，在我们的文学事业中，编辑是为作品把第一

道关的人，编辑的业务能力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作品最终

呈现给读者的面貌。文学编辑应该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和业

务学习，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既要

具备扎实的文字能力、专业知识，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职

业道德，也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具备选题策划的眼光和利

用多种媒体平台推荐优秀作品的能力。他强调，出版集团所

属报刊社和网站肩负着团结培养作家、推出优秀作品的重

任，是我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我们的

文学编辑要增强荣誉感、使命感、责任感，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以老一辈编辑家为典范，甘于为他人做嫁衣，把发现好

作家、推出好作品作为人生追求，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书

香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张守仁、胡平、范咏戈、李德成、

郝振省等专家围绕文学编辑的眼光和修养、出版文化研究

以及著作权法律法规等内容为学员作了精彩讲授。郭蓓、杨

玉梅、顾超、汪雪涛、金石开、路霏霏、聂权等学员代表在培

训班结业式上进行了交流发言，中国作家集团管委会副主

任徐忠志对培训班进行了小结。 （刘秀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