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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末到80年
代初，河套平原石三圪旦一农
家婆媳被卷入历史洪流旋涡
中，历尽曲折磨难。历史舞台上
各类人物轮番登场，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故事起伏跌宕。这部
长篇小说通过对白三女和郝玉
润两个人物的塑造，表现了河
套女性超乎寻常的坚韧和宽容
善良的品格，可谓一幅八百里
平原风土民情的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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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2015年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431

人。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
2015年7月31日

中国作家协会公报
（2015年第3号）

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新会员名单（见今日2版）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7月30日，第九届茅

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为期18天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集中评选工作拉开

序幕。中国作协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

会主任铁凝出席会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钱小芊出席会议并讲话。

钱小芊在讲话中指出，茅盾文学奖是我国具有

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自1982年开评至今，已

逾三十载，它与新时期文学史几近同步，见证了新

时期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对于繁荣长篇小说创

作、发展我国文学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

用，同时也深受全国广大作家及文学界的重视和全

社会的关注。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家级文学奖的评奖工

作。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明确指

出，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习总书记要

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

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只要

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

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

作品。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学评

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家要把习总书记

提出的要求体现到我们的评奖工作中去，以对中

国文学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本届茅盾文

学奖评奖工作，不辜负广大作家、文学界以及社会

对我们的期望。

钱小芊说，大家接受中国作协书记处的聘请担

任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希望大家坚持标准，确

保导向。茅盾文学奖的标准，就是坚持思想性与艺

术性的完美统一，评选出来的作品要有利于倡导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

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

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

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

神，把那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遴选出

来，推介给人民。希望大家坚持公正，维护权威。

权威来自于公正，公正是我们的评奖原则，也是社

会对我们的期望，更是我们向社会的承诺。要做到

公正，就要求评委们有自觉的文学坚守，有高远的

思想艺术标准，有无私的艺术良心，坚持审美理想，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中国文学的全局出发，着眼

于中国文学繁荣发展，始终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

艺术性出发考虑问题，以公平公正之心对待每一部

作品，以公平公正的结果来回应广大作家、文学界

和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希望大家从严要求，遵守纪

律。要在评奖过程中做到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

以用权。纪律监察组将对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全

过程进行监督。我们在评奖过程中还设置了公证

程序。这些举措都旨在改进文学评奖，不断探索文

学评奖中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使评奖工作有一个好

的过程、好的结果。

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纪律监察

组组长陈崎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出席会议。中国

作协副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

李敬泽就《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和《评奖细则》做

讲解。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第九届茅盾文学

奖评奖办公室主任何向阳就作品申报及审核情况、

分组情况等事项做说明。 王纪国 摄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全国戏曲

工作座谈会，强调振兴戏曲艺术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

要和繁荣文艺事业的需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出更

多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戏曲精品，不断开创戏曲事业新

局面。

刘奇葆强调，走向民间、服务群众，是戏曲艺术创作生

产、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凡有生命力的剧种，都生长在

民间、活跃在民间、变革在民间。戏曲必须回到民间去，回

到发展的源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创作扎根在民间，把

舞台搭建在民间，把来源于群众的戏曲回馈给群众，不断激

活戏曲艺术生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支持不同

剧种、不同流派竞相发展，重视继承传统，传艺、传神、传德，

鼓励创新创造，出名家、出精品、出流派，努力展现戏曲艺术

时代新风貌。

刘奇葆强调，要建立健全戏曲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师徒

传承，培育观众群体，努力夯实戏曲发展的根基。要深化戏

曲院团改革，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造血”功能和发展动

力，让戏曲艺术充满生机。

刘奇葆在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走向民间 服务群众
激活戏曲艺术生命力

本报讯（记者 王杨） 7月29日，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与鲁迅文学院共同

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与英语世界的互动”研讨会暨《人民文学》杂志英语版

PATHLIGHT（《路灯》）介绍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

致辞。《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一鸣、中国作协外联

部主任张涛、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公共外交处官员刘增阅等与会研讨。研讨会

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主持。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说，中国文学作为世界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窗口，

日益受到国外读者的关注。中国正在朝着文化强国迈进的过程中，需要向外

推介代表我们民族精神高度的文学作品、文化作品。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对外

译介的情况与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情况相比极为不对等，这有历史的原

因，也与缺少文化对话、沟通的平台和渠道有关。中国作家协会很重视文学的

对外译介，投入很大力量，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总的来看，中国

文学的对外翻译和推介还在一个摸索过程中，应该听取多方面的建议，形成规

划或制度，能整体呈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风貌。

会上，PATHLIGHT编辑总监艾瑞克、旅美华文作家陈谦、外文出版社原

总编辑徐明强与作家冯唐、李洱、徐则臣、阿乙等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语翻译

以及海外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中国文学对外推介，冯唐用三句

话概括：时候到了；不能急；如何加快进程。他认为，在文学对外推介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对推介作品的题材要慎重选择。同时，作家自身在写作中要不断

深挖人性，脚踏实地用作品说话。陈谦谈到，中文写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不

高，文学推介需要时间，不能急。她还特别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认为译作

与原作在气质上要相吻合。阿乙也表示，一本杂志对文学推介的效果可能不

会立现，但未来中国文学如果在世界文坛成为一股潮流，源头也许就是今天的

点滴译介。艾瑞克在发言中打了一个比喻说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还很长，

也并不平坦：“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后可能会发现，并不是走到了一个大舞台，而

是去到了类似KTV的一个个包间，有大有小。所谓得到认可，不过是每个包

间都有认识你和喜欢你的人。”

“外国读者选择中国作家作品时与中国作家的自我期待有差距，他们更

希望知道‘你怎样生活’，而不是‘你怎样思考’。中国作家既要表达人类复

杂的精神活动，也要书写出当代人的真实生活。”李洱的话点出了中国文学

对外译介面临的一个问题：作家要了解读者，但是否要迎合读者的喜好进行

创作？徐则臣介绍说，拉美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他们期待能读

到更多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我们同样应认真考虑文学走出去遇到的问题

和艰难程度，中国文学的译介不仅要靠作家的努力，同样也离不开媒体和读

者的支持。

施战军介绍说，PATHLIGHT自2011年创刊以来，已出版12期，向英语

世界推荐介绍了上百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并策划了一系列主题，话题涉及

未来、性别、重构历史与神话、自然文学等。PATHLIGHT的办刊宗旨不仅是

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传达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还要让人从中体会到中国文学

的世界气质和对人类共同话题的观照。人民文学杂志社将致力于把

PATHLIGHT打造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语翻译和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

据悉，在英语版的基础上，《人民文学》杂志于2014年又推出了法语版和

意大利语版，反响强烈。今年还将继续推出德语版、日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

版、阿拉伯语版和韩语版等也在筹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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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7月

20日至22日，“2015中国·星星大

学生诗歌夏令营”在四川广安举

行。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

刊主编梁平，成都文理学院院长唐

小林等参加此次活动。在为期3天

的时间里，来自海内外的21位学

子因诗歌汇聚一堂，通过诗歌朗诵

会、座谈会、讲座、参观采访等多种

活动交换彼此对诗的热爱和理解，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营员

经过了严格的遴选，其中不乏专

程从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

家赶来的年轻诗人。他们带着与

诗歌有关的梦想而来，期待在这

次诗歌之旅中找到新的灵感，打

开创作思路。面对一张张年轻的

脸庞，梁平说，“中国·星星大学

生诗歌夏令营”自2007年以来已

举办八届，很多从夏令营走出的诗人如今在

中国诗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夏令营的

骄傲。但与此同时，年轻的诗人们应当保持

警惕和清醒的自我认知，因为许多“80后”、

“90后”诗人在取得了一点成绩后就对自己

的未来产生幻觉，陶醉于自我满足之中，而文

学之路是一条无比艰辛、孤独的道路，就像马

拉松赛跑一样，起跑时人很多，最后能抵达终

点的人却很少。诗歌这颗明珠是由灵感、汗

水铸就的。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孙诗尧在开营仪式

上说，诗歌给予爱诗人独特的梦想、追求和体

验，他们在写诗的过程中也塑造了自我。对于

诗和文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界定，其艺术形

式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毋庸置

疑，那就是诗对生命体验、人类内心的探索，

将会使得热爱诗的人获得新的力量，收获一

种至情至性的人生。她说，感谢诗歌让大家获

得了新的感悟，感谢诗歌让这些怀有诗心的

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优秀的诗篇也将与他们

丰富的人生相依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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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2015年北京

市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于8月1日在京启幕。经

专家评委的遴选，将有包括话剧、舞剧、音乐剧、曲

剧、京剧、昆曲等多种形式的15部优秀作品在展演

中亮相。此次展演分为戏剧和戏曲两部分。其中戏剧

展演包括10部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故事、人物和

创作团队上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同时也涵盖了多

种艺术形式，以全面满足市场需求。戏曲展演部分的

5部作品均为新编剧目，其中《倾国》《程妻》《碾玉观

音》《琼林宴》为京剧，《一旦三梦》为昆曲。

据介绍，在政府的积极扶持引导和各艺术表演

团体的努力下，近年来北京戏剧市场稳步发展。2014

年，北京市各类营业性演出票房共计14.96亿元，主

要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场所达130家，其中小型专业剧

场51家。此外，观众对于小剧场戏剧的普遍关注，为

北京市戏剧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性作用。

2014年，北京市小剧场话剧共上演剧目150部，演出

场次达3536场，票房收入约5200万元。在小剧场演

出市场、场馆数量、作品产量、观剧人数、上座率等指

标上，北京均在全国领先。 （徐 健 赵君竹）

北京市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将启幕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7月 26日，由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好诗”丛书（第一季）在京首

发。作品入选该丛书的多位诗人现场朗诵诗作，并与

读者分享自己的创作感想。

“中国好诗·第一季”推出10位优秀诗人的10

本诗集，包括陈超的《无端泪涌》、汤养宗的《去人

间》、臧棣的《必要的天使》、雷平阳的《悬崖上的沉

默》、路也的《山中信札》、江非的《白云铭》、刘年的

《为何生命苍凉如水》、宇向的《女巫师》、杜绿绿的

《我们来谈谈合适的火苗》和王单单的《山冈诗稿》。

谈到策划出版“中国好诗”丛书时，中国青年出

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表示，近年来，诗坛不时有一些

热闹事件，但这种热闹有时只是以诗为噱头，被关注

的并不是诗歌本身。我们编辑出版“中国好诗”丛书，

就是要尝试为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争取到读者、寻找到

市场，使好诗人不寂寞、好诗歌有回声。作为这套丛书

的策划者，诗歌评论家霍俊明谈到，这套丛书试图

去呈现当下诗人们努力创作的优秀成果。这些诗人

正处在自己创作的黄金期，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创作

特色。

中青社推出“中国好诗”丛书

本报讯 7月27日，第四届《中国作家》剑门关

文学奖颁奖仪式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举行。中国作

协主席团委员张胜友出席并为大奖获奖作家颁奖。

《中国作家》副主编程绍武、高伟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与

四川广元市委、市政府于2011年联合设立，每年评

选一届，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优秀文学作品由此

脱颖而出。在本届评选中，邹瑾的长篇小说《天乳》获

得大奖，王兴东和张志强的电影剧本《黄克功案件》、

柳建伟的电影剧本《凤凰涅槃》、宋启的中篇小说《十

六岁的生命册》、鹤蜚的长篇小说《他时光》获得优秀

奖。 （欣 闻）

第四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