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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和作家获奖感言
（见今日第2版）

本报讯 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与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

时强调，广大作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保

持文化自觉，坚定对文学价值的信念，创作更多文质兼美的精

品力作，用文学的光芒照亮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座谈会上，获奖作家格非、王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谈

了获奖作品创作情况和感悟，表示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

心，创作更多有人民、有生活、有艺术、有情感的文学作品。评

委代表和青年作家代表也作了发言。刘奇葆向获奖作家表示

热烈祝贺，并与大家深入交流。

刘奇葆强调，反映时代进程、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代文学的

重要使命。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人民、扎根

生活，站在时代高处，观照当下火热实践，展现人们寻梦的理

想，讴歌人们追梦的奋斗，把当代中国的精彩故事讲出来、讲

精彩。要继承中华美学精神，汲取古典文学精华，使中国文学

始终保持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积极吸收国外

优秀文化成果，增强当代文学的创造活力。要进一步规范和改

进文学评奖工作，把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评选出来，提高公信力

和权威性。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李晓晨） 9月29日晚，备受社会

瞩目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举行。中国作协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出席颁奖典礼并分

别致辞。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出席颁奖典礼。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

于1981年设立，旨在褒奖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是我国目前

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范围是2011年

至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

《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

《黄雀记》五部佳作最终胜出。

铁凝在致辞时首先向获奖作家表示崇高敬意和热烈祝

贺。她说，这五部书不会辜负珍贵的信任，每一部都如同一

盏明亮的灯，照亮了这边风景，每一部都凝聚着作家深厚的

体验和精湛的功力，在漫长的时光、寂寞的劳作中淬炼而

成，它们拓展了汉语文学的精神空间，标记着2011到2014

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铁凝感谢评委们的辛

勤付出，认为评奖工作体现了对文学的纯洁信念，保证了茅

盾文学奖的公平和公正。铁凝在致辞中对广大读者的热情

参与表示感谢。她说，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评出来的，更是

读出来的，一部作品在读者的深入阅读中才能不断获得生

命，在这个意义上，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了伟大的作家和作

品。中国文学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文学，各种文学奖

的设立，本质上也是为了鼓励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

品，以服务于我们的人民。当无数读者以文学之灯照亮自

己灵魂的时候，他们的真诚和执著也照亮了文学前行的道

路。铁凝希望广大作家牢记中国现代文学伟大开创者们的

初衷和期望，牢记肩上的使命和责任。祝福所有在文学之

路上寂寞辛劳地跋涉攀登的人们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

品，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人民。

据悉，本届茅奖评奖工作从今年3月启动，历经半年时

间，依据严格的程序，从符合申报条件的252部参评作品中

严格评选。评奖工作认真负责、公开透明，坚持导向性、权

威性、公正性和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力求思想性、艺术

性的完美统一。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获奖作品，体现

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的收获，体现了文学关注现实、反映

时代的精神风貌，体现了文学在艺术创新之路上不断前行

的丰硕成果。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获奖作家上台领奖。格非、王蒙、

李佩甫、金宇澄、苏童5位获奖作家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

作家们或平实朴素，或热情风趣，讲述了创作背后鲜为人知

的点点滴滴，分享了他们对社会人生及文学的感悟。

颁奖典礼由李敬泽主持，阎晶明、额尔敦哈达、水运宪、

张莉、孟繁华宣读授奖辞，铁凝、钱小芊、翟泰丰、金炳华、李

冰、景俊海、吉狄马加、何建明、陈崎嵘、白庚胜为获奖作家

颁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纪监组成员、获奖作品责任

编辑、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正在鲁迅文学院

学习的中青年作家、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学生代表等近500人参加了颁奖

典礼，分享了获奖者的喜悦和荣耀。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用文学的光芒照亮
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今年是我

国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冯至诞辰

110周年。9月19日，由中国现代文

学馆主办的纪念冯至先生诞辰110周

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吉狄马加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部分作

家、翻译家代表，来自高校和研究机

构、出版社的中外专家学者代表，冯至

的同事、生前友好及亲属等近百人参

加座谈会。

冯至原名冯承植，曾历任同济大

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

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他学贯中

西，治学严谨，诗集《十四行集》、散文

集《山水》、中篇小说《伍子胥》等作品

影响深远，《杜甫传》《论歌德》等著作

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他翻

译的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等作家

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并培养了大批

学有专攻的外国文学研究及翻译人

才，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和

整体规划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性

的肯定和赞誉。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代表中国作协

向座谈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冯

至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

之一。他继承和弘扬了中国古典诗歌

传统，实现了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的

有机结合，同时在推动中外文学和文

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留下了弥

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和文化遗产。今天

我们回顾和缅怀冯至的文学生涯，研

究和探讨冯至的文学贡献和学术贡

献，对促进我国文学事业发展、推动学

术繁荣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座谈会上，汝信、陆建德、屠岸、陈

众议、佐藤普美子、解志熙、童道明、范

大灿、韩耀成、叶廷芳、郑恩波等先后

发言，深情回顾了各自与冯至的交往

经历，对其为人为文的崇高品德和卓

著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冯至的女儿冯

姚平代表亲属将冯至的手稿、信札、藏

书等珍贵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

馆，文学馆接受捐赠并回赠入藏证书

和纪念品。座谈会由中国现代文学馆

副馆长梁海春主持。

当天还举行了纪念冯至先生诞辰

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

从不同维度探讨了冯至的文学成就及

其对当今文坛的启示意义。

文学界纪念冯至诞辰110周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李晓晨）“今天这个庄重

而欢乐的夜晚属于5位作家，他们的名字是格非、王

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对跋涉于高原、攀登着

高峰的中国小说家来说，茅盾文学奖是一份奖励，更

是一份确认，确认着写作者对民族灵魂和语言的光

荣责任，确认着探索与创造的高度和规模。”9月29

日晚，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告厅灯火辉煌、鲜花竞艳，

洋溢着庄严而喜庆的气氛，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一

番话让所有对文学心怀敬畏的人们感到温暖、自豪。

近500名现场观众见证了在这里举行的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颁奖典礼，共享5位作家接受中国当代长篇

小说创作最高奖项的神圣荣光。

见证着文学与人民的心心相印

从34年前创立至今，茅盾文学奖始终承载着文

学前辈巨匠的郑重嘱托和深切期待，见证着文学与

人民的心心相印，见证着文学与时代的一路同行。

一届又一届获奖作品，不断增加着茅盾文学奖的重

量。铁凝在致辞中谈到的一个细节让人欣慰、喜悦：

几天前她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第25届全国图书博

览会，无数的书让人目不暇接，又让人心生茫然。本

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

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众多的读者。这就是一种信任，

对茅盾文学奖的信任，它们每一部都如同一盏明亮

的灯，照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风景。

在颁奖典礼现场，获奖作家们分享了各自对文

学和写作的理解。格非表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

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

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

人心。

王蒙始终相信，文学应该有一种免疫力，它不会

因一时的夸张而混乱，不会因一时的冷遇而沮丧，不

会因特殊的局限而失落它的真诚与动人。它能突破，

能超越，能起死回生，显示真情真知真理，给读者以历久弥新的

感动。

李佩甫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儿已很不容易，“我庆幸

的是写作是我的选择，写作是我喜欢做的事情”。面对社会生活

的变化，他将继续努力，思考怎样才能找到准确的、最适合自己

的表达方式。

在金宇澄看来，城市同样是普通生活的重要聚集地，同样

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需要作者沉浸其中，需要更多的

热情和投入，不断地发现、积累，忠实地表达。

苏童说，一切都要从字与词开始，要以神圣的汉字讲好每

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讲述人类最严肃、神圣的故事。写作是一

个从“看见”到“观察”的过程，是漫长的、无休止的观察生涯，奇

迹会眷顾那些执著的观察者。

把真正优秀的作品选出来

颁奖典礼现场，观众们不忘向为评奖付出辛勤劳动的评奖

委员会致谢。本届茅奖评奖委员会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

家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评委们坚持标准和原则，听从作品思

想魅力和艺术魅力的召唤，把体现几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卓越成

就的作品评选出来，守护着文学的尊严。正如铁凝所说，本次评

奖既关乎文学的尊严，也关乎每位评委自己的尊严。在颁奖典

礼现场，部分评委代表也畅谈了对茅盾文学奖的看法。

张清华谈到，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体现了不同的思想、艺

术风貌，在乡土、城市等方面的书写都有所突破。比如格非的

《江南三部曲》采用了中国传统叙事的风格和方法，

小说的语言、风格以及总体结构都让人眼前一亮。这

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再现，非常值得关注。大评委制的

评审机制比较公允，杜绝了某些小圈子的趣味和影

响，能够把奖项授予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在作家周大新看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出，

让又一批好作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这是我国

文学繁荣的重要体现。作为评委，他在评奖的过程中

已经反复地读了这5部作品，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

都很有特点，值得读者关注。比如，李佩甫的《生命

册》写中原的生活、中原的人物，读起来很生动；金宇

澄的《繁花》有很浓的“上海味”，写得也很有特

色……总之，这些作家作品都非常优秀，会不断得到

读者的认可和喜欢。

今天是新的开始
意味着文学的薪火相传

当天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星光璀璨，文学之光照

亮了每一个角落。整个颁奖典礼简洁、庄重、神圣，每

个环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典礼即将结束时，掌

声响起，持续许久，这是所有人对茅盾文学奖的敬

意、对获奖者的祝福、对文学的期待。

“在聚光灯下，作家们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

文学的殿堂，这样庄重的仪式让我感觉到文学精神

的薪火相传。”评委张莉说，今天当她看见5位获奖

作家身着正装出现在会场和主席台上时，便会不由

自主地联想到4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

就。这些获奖作家是所有执著前行、不断探索的作家

的代表。因此，当他们走进颁奖典礼现场时，许多年

轻作家都在跟他们打招呼、聊天。或许在他们心里，

这就是一种文学的传承。“仪式是一种标记，标志着

文学的接力棒从一代作家传给下一代作家，而文学

的精神却成为永恒”。

庄重、庄严、喜庆、热烈、神圣，是此次颁奖典礼给作家李浩

留下的突出印象。在他看来，文学应当赢得它应得的庄重、庄

严，应当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获得神圣。他祝福得奖的各位作

家，因为文学，因为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坚持，他们应当获得尊

重。他期待文学能因此次颁奖而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因

为它关乎我们的心灵，关乎我们对命运的思考，更是我们的精

神原乡。

正在鲁院学习的李骏虎说，这5位获奖的作家，曾是自己

学习创作时的偶像，他们的文学实绩和社会影响力都当之无

愧。能够观礼颁奖盛会，对于中青年作家是一种引领和激励，使

他们的文学理想更加坚定。时代给作家们提出新的命题，那就

是如何书写当代社会，反映人民生活和精神需求。

曾获得过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柳建伟也参加了颁奖

典礼，他向本届获奖作家表示祝贺。他说，此次获奖的5部作品

都非常优秀。这么多年过去，作家们依然行走在文学之路上，此

次获奖确实实至名归。作家应该感恩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日新

月异的时代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近几届的获

奖作品来看，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表现抢眼，但与这个伟大的

时代相比，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不断写出真切反映中国

现实的伟大作品。

频频聚焦的闪光灯，婉转悠扬的钢琴曲，让这个属于文学

的美妙夜晚幻化成每个人心底的永久记忆。正如铁凝在致辞中

所说，今晚的这场盛典，属于这5部作品、5位作家，也属于所

有辛勤创作、不懈探索的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广大作家

的努力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繁荣发展的崭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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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明确网络文学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担

当，深入探讨网络文学的艺术特质和发展方向，推进网络文

学健康发展，9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作协与上海、广东、

浙江、江苏四省（市）作协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论

坛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崎嵘、上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潘敏出席并致辞。汪澜、杨克、汪政、曹启文、马文运、陈

村，以及数十位网络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陈崎嵘说，党中央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文艺的发展。尤

其是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艺。这为网络文学

的发展建构了广阔的空间。创设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是中国

作协采取的推进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旨在搭建

网络作家交流的平台、开设展示网络文学实绩的窗口、形成

研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场所、筑起科学前瞻网络文学的

瞭望台。它将与网络文学作品研讨、网络文学排行榜、网络

文学评奖、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网络作家结对交友等活

动，共同组成我国网络文学的交流平台和推介机制。希望网

络作家、评论家们就“网络文学如何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

弘扬伟大的中国精神”、“网络文学如何更好地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如何推陈出新，写

出中国网络文学的新特质”、“各级作协和网络作协如何更

好地关心、理解、服务网络作家”等话题展开讨论。

本次论坛分设各地网络作协经验交流、理论研讨和作

品点评等三大板块活动。在第一板块的讨论中，与会者从

“网络文学组织与业态”、“网络文学的使命与担当”等角度，

围绕网络作协如何与网站一起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网

络文学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和交流。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安徽、重庆等地作协

的相关人员就网络文学的组织工作进行了交流，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有关负责人就国家网络出版政策

作了解答。

在理论研讨板块，夏烈、黄平、何平、王勇等评论家，刘

勇（耳根）、张荣会（风凌天下）、徐胜治（徐公子胜治）、向娟

（天下尘埃）、徐彩霞（阿彩）、刘炜（血红）、李虎（天蚕土豆）、

王辉（无罪）、魏立军（月关）、刘华君（寂月皎皎）等网络作

家，以及来自多个文学网站的代表围绕“网络文学的现状”、

“IP热对网络文学的影响”、“网络文学面临的困境”等问题

展开了讨论。大家谈到，网络作家在创作上要有自律精神，

要立志写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艺作品。网络文学网站要严

格内容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对低俗现象坚持零容忍。因此，

从内容把关到传播体制、运营机制，都要严格地加以规范；

引导网络作家克服同质化倾向，不断强化创造性；弘扬文化

传统，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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