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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珍贵
而翔实的独家采访素材，向人
们讲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钱秀玲、拉贝、辛德贝格、卡
尔昆德、何凤山、谷川照子等国
际志士从法西斯魔掌中拯救众
多生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的故事。这些人物虽然各具特
色，但都坚守人性的善良，以自
己的勇敢谱写了崇高的人性之
美。作品对战争与和平的拷问
蕴含着对苦难的悲悯，彰显了
作家对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和
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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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一代词人李清照的形象曾

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展现给观众，如今又被首次搬上昆

曲的舞台。8月16日，北方昆曲剧院原创大戏《李清

照》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作为2014年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的重点剧目之一，该剧由郭启宏编剧，沈斌

执导，周雪华任唱腔音乐设计，以独特视角展现了李

清照的人格魅力和个性光辉。

李清照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但她在文学上的

成就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她一生坎坷，尝尽人间苦难，

际遇跌宕起伏，婚姻生活也颇受争议。昆曲《李清照》

不仅表现了历来人们对李清照诗情和才华的倾慕，而

且着重以“离婚案”为主要载体展现了李清照率真果

决、光明磊落、敢爱敢恨的刚健性格。在郭启宏看来，

史实自有澄清之日，而李清照人格之伟岸正是从离异

和改嫁的聚讼纷纭中展现出来，是别样形态的“不肯

过江东”。该剧以敬畏之心面对经典，同时杂取多种艺

术表现手段，努力为新主题、新内涵、新观念服务。该

剧出品人杨凤一表示，今天当我们再来读李清照的

词，或许不仅只读那些绝美的言辞和意象，更要读的

是她的心。

为了保持昆剧艺术的醇厚韵味，该剧邀请表演艺

术家张静娴担任艺术指导，边文彤任舞美设计。女主

角李清照由顾卫英饰演，她在剧中与肖向平、张贝勒、

徐鸣瑀联袂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8月15日至

16日，由《中国诗歌》编辑部、长江日报

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5首届武汉诗

歌节”在湖北武汉举行。叶延滨、商震、

舒婷、王家新、雷平阳、朱零、刘向东、余

秀华等20多位诗人来到武汉卓尔书店，

与参加“2015新发现诗歌夏令营活动”

的诗歌新人们进行面对面交流。

第六届、第七届闻一多诗歌奖在诗

歌节期间同时颁出，获奖者分别是浙江

诗人潘维和湖北诗人毛子。“闻一多诗歌

奖”由闻一多基金会和《中国诗歌》编辑

部主办，以发表在《中国诗歌》上的诗作

为评选对象，每年评选一届。第六届评

委会认为，潘维的诗歌以洁净的江南汉

语、繁茂的意象谱系和诗意的文化根性

恢复了南方诗歌的母题。他的组诗《南

诗》既有对个体中年经验的书写，也有对

公共生活的及物性观照。第七届评委会

认为，毛子的诗始终关注人的内在世界，

不断挑战诗歌写作的难度。他的组诗

《我如此和世界保持关系》表达了个体对时代的审

视和抗争，凸显出思想的质地和筋骨。

诗人们还参加了“中国当代泛叙实诗研讨

会”。会议研讨的对象是祁人、陆健、子午、田原、

洪烛、王明韵、阎志等诗人，他们自称“泛叙实诗

派”。与会者谈到，“泛叙实诗派”主张以写实为

基调，追求鲜活而质朴的艺术风格，这与新时期

以来的诗学走向是相吻合的。虽然诗派成员的

创作风格各异，但他们基于诗歌的友谊紧密团

结在一起。但要真正形成流派，最重要的是写

出更为优秀的作品，这也是诗派成员们共同努

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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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展示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可能性
□本报记者 王 杨 明 江

本报讯（记者 行超） 沿着两千

余年前张骞的道路一路向西，中国作

家“丝路文学之旅”采访采风团从陕西

西安出发，途经天水、兰州、武威、张

掖、嘉峪关、玉门关、敦煌、哈密、吐鲁

番、库尔勒、阿克苏，最终在新疆喀什

抵达了终点。在为期13天的行程中，

作家们走过了三个省区、十余个市区

县。不管是敦煌的文明遗迹、张掖的茫

茫沙漠，还是龟兹的历史现场、喀什的

民族风情，都让作家们真正深入到广

袤的祖国西部，进一步学习、了解了关

于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为今后的写

作提供了不少鲜活而珍贵的素材。

采访团团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白庚胜告诉记者，丝绸之路文化资源

丰富、历史积淀丰富，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让作家们更有民族情怀、人类情怀，

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承担大责任、把握

历史脉动的文学作品。他还提到，希望

通过这次文学之旅，将更多文学界人士

吸引到“一带一路”的空间中来，真正了

解这里的文学文化对中国振兴发展的

作用，亲自走、亲眼看、亲身感受，弥补

很多作家“知识不度玉门关”的缺憾。

此外，这次活动还将大力向内地推介西

北地区的文学艺术作品，为更多西部的

基层作家、艺术家提供平台。

新疆的发现之旅占据了此次行程

近半的时间，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地区有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显示了历史

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据

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苏里坦介绍，近

年来，新疆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

遇，新疆作协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的汉译，同时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翻译

汉语作品，还举行了“新疆诗歌全国行”

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鼓励作家用文学

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

园。与此同时，许多新疆作家在与内地

作家的交流与沟通中，不仅提高了自己

的写作水平，更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

发展。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离不开作家们用脚丈量祖国

大地。在这次的“丝路文学之旅”中，作

家们不仅参观了古代文明遗址、各地的

文学艺术博物馆，同时非常关注基层的

文化建设和创作情况。在新疆麦盖提

县，作家们考察了新疆作协定点深入生

活基地，与当地作家进行了交流。在这

样泥土丰沛的现实生活中，大家重新

发现了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宗仁发

坦言，自己已经有六七年时间没有出

门这么久、走这么远，这次文学之旅让

他了解到，丝绸之路不仅是政治、军

事、经济的，更是文化的。在这一带，中

国古代文明、文化留下的东西非常多，

文化、文学参与丝绸之路的意义是如

此丰富、具体、永恒、持久。

此次采访团中有汉族、回族、土家

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的作家，分别来

自北京、江苏、陕西、山东、河北、宁夏等

地。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西域之辽阔

颠覆了他们的想象。第一次到新疆的鲁

敏与大家分享说，这次行程使她对时间

和空间的感受有了很大的变化。她说，

时间与空间的问题是每一个写作者都

需要面对的。在一个局限的地方，人对

时间和空间的感受相对固定化、程式

化，这几天在西部的行走使她发现，时

间和空间可能如沙子那样渺小，也可能

像几百公里那么无边无际，这也让她感

慨于时间的扭曲感、主观感、可变感。

尽管旅途遥远、行程紧张，但作家

们十分珍惜此次深入西部的机会，许

多作家边走边记，一路上分享着即兴

创作的散文、诗歌。在十几天的行程

中，不管一路上多么疲惫，陈应松都坚

持每晚记日记，十几天下来，已经写了

4万多字。郑彦英说，十几天的行走不

仅改变了自己对沙漠、对戈壁等自然

景观的理解，更让他有机会与西北人

民进行零距离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

深切感受到了大西北的温暖与亲切。

在行走中发现写作的新天地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公布又在社会上掀

起了一股关注文学的热潮，关于获奖作家和作品的评

介、关于茅盾文学奖评选等话题或文章占据了各大媒

体的重要版面，并频繁出现在网络媒体上，引发持续

讨论。8月18日，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文艺报社、中

国作家网联合在京举办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研讨会。与会者就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作

品特点以及评奖给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带来的启示和

思考等话题畅所欲言。

评奖：宁可得罪朋友，也不得罪文学

茅盾文学奖自评选开始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这也给评奖过程带来一定的压力。谈到评奖的

感受，评委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责任。“评委们怀着一种

责任心，怀着对文学的一种礼敬的心情参加评选，在

评选过程中宁可得罪朋友，也不能得罪文学”，包明德

说。他形容自己参加评奖是“如履薄冰”，在评奖过程

中一直追求秉持公道正派的文学精神，评选出能代表

近年文学创作水平的有说服力的作品。梁鸿鹰谈到，

各位评委表现出了非常好的艺术良知，认真研读作品，

反复比较讨论，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争论，所有这些都是

对文学负责、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作家负责。

符合参评标准的252部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要

从中选出不多于5部的获奖作品，需要评委大量的阅

读比较和深入讨论交流，综合考虑各种评价因素。张

柠认为，文学评奖与文学研究并不相同，评奖中评价

长篇小说有诸多因素，如历史时间的广度、人物性格

的典型性、精神生活的深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普世

性等等，评奖是要在这些因素中综合考量,个人好恶

这时候要让步。朱向前也表示，此次评奖兼顾了先锋

与传统、探索性与可读性，侧重单篇作品的同时也综

合考量作家整体成就，考量范围相对广泛。

获奖作品：
表征长篇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

长篇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能表

达一个民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生活，由于容量丰富、

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能很好地传达出一个民族、

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茅盾文学奖评奖可说是对四

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巡礼，涵盖了不同年

龄、性别、民族的作者，所创作的题材领域也丰富多

样。5部获奖作品，尽管风格各异，有的从社会历史

角度切入、有的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有的大开大合、

有的细致入微，但从综合层面上来看，都表征了当代

长篇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反映了作家的精神底

色和创作品格。

大家认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近年来较有厚

度、颇富立意的长篇小说作品。它的艺术性主要表现

在将宏大历史视野和价值思考转化为对个体命运的

关切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几代人的爱恨情仇背后交

织着欲望和解放的渴望、革命的激情、乌托邦的冲动

和终极价值选择的焦虑，细腻的叙事显示了作品对现

实经验高度的评价，典雅的语言是高远精神追求的外

在显现，也是对文化传统致敬的特殊姿态。陈福民认

为，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用自己的方式通过多条

线索传达了对中国现代历史以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

历程变迁的理解。作品从创作时间到容量的跨度都

非常大。除此之外，格非也关注到中国古典的史传传

统，小说的人物关系、语言表达方式都带有古典文化

韵味，呈现了汉语写作的经典美。

1974年，王蒙开始写作《这边风景》，1978年完成

后，“冷冻”了近40年才出版，而这部作品令老作家首

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王蒙自称是“靠生活突破了当时

写作的各种局限”，描写了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族

人民生动鲜活的性格、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光明快乐

和独特的语言与文化。这部作品之所以在40年后的

今天“仍然活着”，陈晓明认为是因为王蒙牢牢抓住了

文学来源于生活这种关系，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一

个时代。杨庆祥也谈到，在现代、后现代作品流行的

今天，再去读《这边风景》这样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作品，带有某种审美解放的意义，体现了美学风格的

多元化。而作为评论家，重要的就是要有反省认识，

不能停留在个人的审美体系里面。

李佩甫的《生命册》是“平原三部曲”的收尾之

作，在他看来，平原、土地和人与土地的对话是自己最

为关注的写作领地。孟繁华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作

家写得最成熟最扎实最有成就的就是乡村文学，李佩

甫的《生命册》获得茅盾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特别是

对乡村人物的塑造之饱满，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比如

虫嫂这一人物，作者很好地写出了她卑微的生存状态

和心理状态。

以方言写作的《繁花》从出版时就有两种评价声

音，“喜欢的人真喜欢”，不喜欢的人则认为它的叙事

过于琐碎。正是这种“琐碎”，才全面勾勒出了一座城

市的全貌，加之金宇澄在叙事中所运用的传统叙事元

素，使得《繁花》呈现出很高的文本辨识度。胡平认

为，“作者把他一辈子的生活体验和对上海这座城市

的体验写在了一本书里，信息量特别大。他处理小说

的方式和方言的运用写出了这个城市和这些人物的

魂”，他也谈到，《繁花》正是因作品本身的文学、语言

价值最终摘奖，这也是今年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亮点。

本届茅盾文学奖向大家展示，我们不是光看你的资历

和总的创作量，更看你的作品。

苏童的《黄雀记》延续了他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

的叙事风格和节奏，通过三个当事人的不同视角，以

三段体的结构写出人物的成长和命运，并从中折射出

时代的变迁。陈晓明认为，《黄雀记》有故事的内核、

有完整的结构，有明晰的小说叙事逻辑和内在的自恰

关系。作者的叙述动机和作品最终呈现的结果紧紧

相扣，是一部标准的、典型的现代小说，而这恰恰是被

很多评论所忽略的。

总的来看，获奖作品既有传统写法、实验笔调，也

有杂糅古典、地域、民俗、超现实的混合文本，呈现出多

元且富有活力的面貌。研讨会后，记者采访了评论家彭

云。他认为，大多数参评作品展现出当代作家对类型、

题材的把握更加成熟老到，表达越来越从容自信、包容

温暖。这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当代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沉寂、徘徊、迷茫、颓唐、边缘之后，在经历文化博弈、

市场考验、多元实验之后，重新找到了自信的文化立

场、强大的语言动力和文本突破的可能性。梁鸿鹰认

为，获奖作品首先反映了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中国经验

的丰富复杂，书写了中国人近百年来所经历的挣扎、磨

难和进取，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对

文学精神的坚守，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他们对

文学创作的探索没有懈怠，而是一直在向前推进。

启示：纯文学仍然有坚强的
写作队伍和读者群

关于当代文学走向，大家多持乐观态度，杨庆祥

表示，“通过参加评奖，我对当代中国文学信心倍增。

我发现有这么多作家在认真地写长篇小说，而且作品

的创作水准一直在提升，我相信假以时日，当代文学

一定会有更多经典的作品出现”。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与会评委也谈到茅盾文学奖

评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新世纪以来，面对范

围广泛的大众化写作，纯文学市场和读者群存在着减

少的趋势，也有很多人在唱衰纯文学。但陈福民认

为，茅奖的评选反映出一个事实，文学自身的内部秩

序仍然在起作用，即使面对大众化和网络化的写作，

纯文学仍然有坚强的写作队伍和读者群。同时，茅奖

的评选对于我们如何去寻找历史当中新文学和传统

文学之间的关联并互相借鉴，也有重要意义。陈晓明

也从对获奖作品的分析出发，思考中国汉语小说的传

统与现代问题。他提出，汉语写作绕不开传统、民族、

本土的问题，绕不开历史和生活，同样绕不开中国经

验、中国故事，同时也应注意，从整体来看，如何把当

今汉语小说对传统性的接受与现代小说艺术的丰富

经验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汉语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而且有很大的可为性。真正汲取现代小说经验、

加强汉语小说的结构意识，对于长篇小说作家来说还

是首要的。

本报讯 8月11日，位于四川西昌

邛海湖畔的诺苏艺术馆诗人之家正式

开馆。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

开馆仪式。

四川诺苏艺术馆诗人之家由彝族

诗人、策展人倮伍木嘎和彝族文化企业

界人士共同筹资建立，主要用于传播彝

族文化和开展国际诗人作家交流活

动。该馆旨在向全球传播彝族独有的

历史和文化艺术，让彝族的诗人作家近

距离接触全球各地的优秀诗人作家，使

全球优秀的诗人作家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和传播彝族文化。诺苏艺术馆诗人

之家将向全世界优秀的诗人作家免费

开放，每年邀请一批诗人作家入住两个

月，并安排座谈会、阅读会、参观游览等

活动，使诗人作家们在静心创作和国际

交流的同时，向全世界传播彝族文化。

据悉，首批参与国际诗人作家交流

活动的有来自4个国家的9位诗人、翻

译家，分别是美国诗人杰克·赫希曼、阿

格妮塔·福尔克、梅丹理、徐贞敏，捷克

翻译家李素、爱理，匈牙利诗人拉茨彼

特、华裔作家余泽民，瑞典诗人、翻译家

本特伯格。

（盛一杰）

四川诺苏艺术馆诗人之家开馆

本报讯（记者 徐健） 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由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的

“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京剧交响

音乐会将于8月25日在京举行。

此次音乐会共12个节目，汇集了

传统戏、现代戏、新编戏中脍炙人口的

经典唱段。其中，钢琴伴唱《红灯记》、

交响音乐《沙家浜》、现代京剧《平原作

战》，将带观众回到抗日战争的年代，在

交响乐、合唱的辉映下，歌颂中国人民

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抵抗侵略的英勇事

迹；现代京剧《杜鹃山》、钢琴弦乐五重

奏伴唱《海港》，则表现在与敌对势力的

斗争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反映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交响音乐

《智取威虎山》，体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

军队的英勇无畏。此外，《霸王别姬》的

战争悲歌，《苏武牧羊》的忠心不改，《穆

桂英挂帅》巾帼英雄保家卫国的光辉事

迹，都彰显着绵延千载的家国情怀。而

国家大剧院新编史诗京剧《赤壁》《天下

归心》《丝路长城》中的精彩选段，则表

现了反思战争伤痛以及中国自古对家

和、睦邻的崇尚与追求。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皮黄京韵与恢

弘的交响、合唱相辉映是此次音乐会的

一大亮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也

是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钢琴弦乐五

重奏《海港》自诞生以来首次登上北京

舞台。艺术家阵容上，音乐会将邀请谭

元寿、叶少兰、尚长荣、刘长瑜担纲艺术

顾问，老中青三代京剧名家联袂登台献

艺。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期望通

过这台京剧交响音乐会，带观众一起

回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彰显中华

儿女的家国情怀，表达维护和平的坚

定信念。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国家大剧院将推出
京剧交响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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