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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2015 年 12 月 14 日登载一

篇张德明先生写的文章《新诗之美》，文

章很好，有不少好的观点。但文中说：“白

话新诗有一个别称，就是‘自由诗’，自由

自在，不拘一格地表达诗人对宇宙人生

的观察、思考与理解，是这种文体的书写

优势。”说新诗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诗人

的观点，这没错。但说“自由诗”是新诗的

一个别称，那就在新诗和自由诗之间划

了一个等号。可以这样吗？

朱湘的《采莲曲》、徐志摩的《再别康

桥》、闻一多的《死水》、冯至的《十四行

系》，都是白话新诗，谁都不否定。但这些

诗是自由诗吗？恐怕不是。

如果把新诗的形式分类，可以有自

由诗和现代格律诗（也叫新格律诗）两

种，也可以加一种，叫现代半格律诗，是

介乎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之间的一种形

式。其所以称之为现代格律诗，是为了区

别于古典格律诗（也就是文言格律诗，包

括律诗、绝句、排律等）。其实古风也有格

律，只是比较宽松而已。

可见，自由诗是新诗的一种，而非它

的全部。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大诗人艾青的诗，如《大堰河——我

的保姆》《我爱这土地》《吹号者》《火把》

等，都是自由诗。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

打仗》是自由诗，牛汉的《华南虎》《悼念

一棵枫树》是自由诗，绿原的《给天真的

乐观主义者们》是自由诗。由于这些诗影

响大，于是有人就以偏概全，在新诗和自

由诗之间划了等号。

张德明先生谈新诗之美，说“自由更重要的是要有‘内

在的、精神性的自由’”。这说法正确。但“自由诗”这个名称

原本不是指内容，而是指形式。它源于19世纪美国的大诗

人惠特曼，他的诗称作 free verse（英文），或 vers libre（法

文），“自由诗”这个名称就是从上述外文译过来的。惠特曼

的诗的特点就是打破欧洲传统诗的格律，放手写诗，他的

诗一空依傍，自铸伟辞，汪洋恣肆，激荡澎湃。但并不是分

行散文，而是自有内在的节律。惠特曼的自由诗在欧美流

行时，欧美的许多诗人仍在写格律诗（regular verse）。当然

同时也有许多人步惠特曼的后尘，写自由诗。自由诗也许

已占领诗坛的半壁江山，但没有形成欧美诗坛的一统天

下。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尽管 T.S.艾略特的自由诗

风靡欧美，而罗伯特·佛罗斯

特的格律诗依然家喻户晓。

上世纪 80 年代我访美时，发

现美国知识分子家庭的书架

上都有佛罗斯特的诗集，即

从一方面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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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近日，中国

作家北大讲坛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

“东西与《篡改的命》”。在题为“城乡冲突

与小说艺术的自觉”的专家研讨会上，李

敬泽、何向阳、陈晓明、张清华、张柠、杨庆

祥、李云雷、饶翔、丛治辰等由小说《篡改

的命》切入并展开探讨。主题演讲阶段，陈

晓明、张清华、东西围绕“当下现实与小说

创作”等话题展开对谈。活动由中国作协

创研部、北大中文系、北大中国诗歌研究

院、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腾讯文化共同

主办。

2015年，东西推出了他的第三部长

篇小说《篡改的命》，小人物汪长尺和他

周围的各色人等走进读者视野，此时，

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后悔录》已经

过去了10年。改变了不顾一切往前冲的

写作姿态，东西觉得现在自己对创作有

些“神经过敏”，但觉得写作者需要这种

气质，“越有这种气质越有可能写出好小

说”。

大家认为，《篡改的命》写了个体的

命，城市、乡村的命，它所揭示的是一种更

广泛的不变。东西以传统小说传达了现代

小说的精神和处境，小说还探讨了人面对

世界的选择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家们

要警惕文学对社会的想象，文学的想象和

社会历史上的真实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

的？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形式，到底该做

什么以及能做什么。

与会者谈到，东西把主人公命运的变

化和小说叙事艺术关联在一起，主人公在

每个节点上的求变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

在小说主人公看来，摆脱贫困的惟一方式

就是走进城市，而眼下这代农民不仅失去

了土地，失去了农耕文明中的人伦情感，

还在城市里失去了身体和尊严。针对小说

主人公命运的戏剧性，与会者认为，作家

该按照生活的合理性去描摹，还是按照戏

剧的合理性来推动小说的发展，也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整部作品隐含着一种担

忧——中国农民进城的命运究竟如何？但

也有人指出，从农村到城市，在汪长尺之

外，或许还有更多可能性。

中国农民该怎样进入城市
专家研讨城乡冲突与小说表达

本报讯 近日，纪念童话《神笔马良》

诞生60周年活动在浙江浦江县举行。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金炳华在贺信中

说，洪汛涛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

家，创作了《神笔马良》等许多优秀的儿童

文学作品，为孩子们奉献了优秀的精神食

粮。我们要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和创作方

法，不断推进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教育事业

发展。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贺信中希

望孩子们学习正直、勇敢、勤劳、智慧的马

良精神，用美的心灵、美的眼睛观察世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人民文学》副主编李东华、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获得者汤汤参加活动，并为浦

江县马良小学的师生作了专题讲座。

（欣 闻）

浙江纪念《神笔马良》问世60周年

12月 13日至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国油画
学会共同主办的“宁静致远——张祖英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作
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90余幅人物、风景等代表作，画册和艺术文集同期出版。

张祖英长期致力于油画的创作和研究。他注重油画本体语言研究，从欧洲传统绘画
中汲取营养，作品简约大方，使坚实的艺术造型能力与东方情韵相结合，具有鲜明的个
人风格。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

学会主办的纳西族作家和晓梅长篇小说

《宾玛拉焚烧的心》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白庚胜、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

会长叶梅等出席研讨会。

专家学者认为，《宾玛拉焚烧的心》有

着独特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民族文化的现

代性表达，也蕴含着世界性特质。小说通

过一个女祭司家族的命运，探索人性与神

性、现实与想象、已知与未知的关系，展现

了在各民族中不同程度存在的这一半人半

神的女性群体的心灵状态、精神世界和她

们所承当的命运，使作品具有文学之外的

认识价值和意义。作品以跨越时间与空间

的叙事方式，将纳西族的民族原始思维和

对宇宙、生命、时间的独特看法杂糅在一

起，呈现出可贵的包容性。

大家谈到，小说立足多民族积淀的土

壤之上呈现多民族的生活状态，其所体现

的民族性、现代性和鲜明的女性意识带给

读者很多思考，更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

验。纳西族的女作家一直是纳西族文学创

作的中流砥柱，和晓梅多年来执著于文学

创作。这部小说写出了纳西族女性的群生

相，对女性命运予以深刻地揭示，作品反映

出作家的文学责任感和自觉的女性意识，

在今天尤为可贵。作品流畅的叙述、诗意

的语言、幽默俏皮的对话和极强的画面感，

让人物鲜活灵动、呼之欲出。

与会者还提出了作品应注意的问题，

希望作者在今后的长篇创作中加强故事

性，以更充实的内容与情节表达现实思考

和人类命运的主题。

包明德、张陵、李霄明、李一鸣、石一

宁、赵晏彪、牛玉秋、李朝全、刘大先、胡性

能、鲁若迪基等参加研讨会。

（明 江）

和晓梅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

纳西族文化的现代性表达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陈菲）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1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2016年新年招待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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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与中外嘉宾交流。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在致辞中

说，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

注关切，更加主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说明中国。紧紧围绕

习近平主席重要出访开展媒体和智库交流，举办中俄媒体论

坛、中非媒体领袖峰会、“感知中国”、人权论坛等活动，推动内

地与港澳媒体、大陆与台湾媒体深化合作。更加注重为中外媒

体提供权威信息服务，举办近120场新闻发布会、吹风会。

蒋建国表示，新的一年，国务院新闻办将紧紧围绕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

的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将一个客观真

实、发展变化、充满活力的中国介绍给世界。与媒体界朋友加

强交流、深化合作，为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让中国更好地

了解世界搭建更多的平台和桥梁。

中外媒体界人士、中央和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部分外

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等300余人出席招待会。会上，还

公布了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2016年新年招待会

刘奇葆出席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为响应中央关于大力

发展网络文艺的号召，更好推动我国网络文学繁

荣有序发展，拓展中国作协工作领域，中国作协

日前成立了网络文学委员会。12月17日，中国作

协网络文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中

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

副主席、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主持

会议。

李敬泽谈到，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慎重研

究、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中国作协

网络文学委员会。这一方面是为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大力发展网络文艺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是基于

中国作协推进网络文学工作的实际需要。过去几

年，中国作协的网络文学工作从无到有，建立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机制，取得了很大成绩。网络文学委

员会的成立将为推进网络文学工作提供一个良好

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努力整合方方面面力

量和资源，通过合作，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委员会

既要服务、团结广大网络作家，引导网络文学健康

发展，向社会推介优秀网络文学作品，也要推动网

络文学的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建设，深入探寻网络文

学自身规律，建立有效评价体系。

陈崎嵘在主持会议中就网络文学面临的形势

和任务、如何做好网络文学委员会工作等问题作了

发言。他提出，要做到“五个明确”：明确网络文学

发展面临的大势、大局、大政策，明确网络文学委员

会的职能和使命，明确网络文学委员会的工作思路

和重点，明确网络文学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和规则，

明确开展工作应有的精神状态。他表示，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

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正式出台为标志，中国网络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和黄金期。网络文学委员会要在中国作协党

组书记处领导下，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围绕中

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工作任务，围绕网络文学行业的

突出问题，充分发挥作协助手、新型智库、行业平台

的作用，逐步探索建立中国网络文学的理论体系、

评价体系和话语体系，采用多种形式和渠道团结联

络服务网络作家，搭建多种社会交流沟通平台，推

动网络文学繁荣有序发展。网络文学委员会要明

确使命，发扬担当、创新、科学、务实、团队、奉献精

神，加强自身建设，探索具有中国作协特点和网络

文学特征的专业委员会工作新路子。

与会委员围绕网络文学委员会的职能和2016

年工作要点展开了认真讨论，发言踊跃，气氛热

烈。大家热切期望2016年起好步、开好局，赞同

《工作要点》提出的主要工作任务：筹建一至两个网

络文学理论研究基地，主办两至三次网络文学作品

或文学现象研讨会，编辑出版两至三部网络文学理

论专著，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发展白皮书；积极

参与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的组织工作；通过创

建中国网络作家创作基地、研究基地、活动基地，开

展网络作家网上教学培训，组织网络文学作品研讨

等方式团结广大网络作家，推动网络文学创作的发

展；继续做好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的评选工作，对

上榜的作品要进行认真审读、推介，进一步增强优

秀网络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切实加强委

员会自身建设，分设工作小组，分解工作任务，制订

议事规则、活动规则和内部管理制度，使委员会有

序运转。

会上，委员们还积极为网络文学委员会如何具

体开展工作献计献策。大家谈到，网络文学委员会

要真正服务好广大网络作家，就要从最具体最细致

的工作做起。比如，制订出标准规范的签约合同，

使网络作家与网站、影视公司签约时有据可循；对

于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网络作家，要积极给予帮

助，采取维权措施。研究确定网络文学抄袭的大体

标准，曝光严重抄袭案例。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方

面，要从研究网络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做起，建立

网络文学的评价话语体系，消除大众对网络文学的

种种误解。在网络文学作品评选、推介方面，要少

而精，真正能够让广大网络作家、网民读者信服。

同时，要积极拓展委员会的信息发布渠道，通过建

立网络论坛、微信公众号、电子刊物等途径，发出有

价值的声音，逐步实现网络文学工作“网来网去”。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记者 明江）白族作家景宜长期坚持深入生活、扎根边疆，

创作了一批优秀中短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及影视文学作品。12月18

日，由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中国民族报社共同主办的“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景宜影视文学作品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副主

席吉狄马加、李敬泽，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中国民族报社社长

张华志，著名作家、评论家王蒙、玛拉沁夫、李准，以及钟廷雄、王丹彦、

高峰、叶梅、张明智、包明德、胡殷红、王山、彭学明、陈旭光、尹鸿、李宏

伟、秦振贵、肖惊鸿等与会研讨。

吉狄马加说，作为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代表性作家，景宜以具有现代

性的书写登上文坛，她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同时也是对自

己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深刻展示。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投身影视创作，

景宜就取得了较高成就，这是因为她作为一个作家，起点很高，无论纪

录片还是电视剧制作都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她的创作体现出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作品植根于人民的生活，体现了她关注人民、关

注生活、关注民族历史进程的见证者的姿态。

李敬泽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景宜提供了充沛的创造力。无

论是从文学创作还是从影视创作来看，景宜在三四十年的创作中表现

出了宽阔的、多方面的、持续和活跃的创造力。她还创作了许多纪实文

学、报告文学、田野采访纪录作品，多年来奔走于山野之间，奔走在各民

族的生活之中，令人敬佩，值得学习。在景宜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

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生活，看到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实现中国梦的

奋斗历程。

白庚胜说，景宜连续推出四部重要的电视连续剧，给了我们很多启

示。她以少数民族题材作为富矿，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表现民族生活、书

写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鼓励各个民族发

展进步，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景宜的作品从原始森林到沙漠、戈壁，

从农耕文明、狩猎文明到工业文明，一系列作品都是她广泛深入生活的

成果。

王蒙谈到，景宜的电视剧《丝绸之路传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用一种家常里短的方式表现了重大题材，电视剧洋溢着对边疆、对各

族人民的爱。它还提供了关于新中国边疆工作、民族工作的许多历史

画面。此类题材影视剧的意义目前还需要重视和挖掘，我们一直坚持

弘扬对各个民族的欣赏、理解、情爱、友善，电视剧在这方面的意义会越

来越显现出来。

玛拉沁夫说，景宜一直坚守文学事业，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情面对文

学。30多年来，她坚持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本的道路。她

的坚持让人深感敬畏，作为一个老作家，我很敬佩景宜的这种精神。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要有优秀的践行者作为引领，景宜30多年一以贯之

的精神应当予以肯定和鼓励。

李准谈到，景宜以她的文学成就为基础进军影视创作。她用文学和影视的样式描绘

出我国西南、西北诸多少数民族近代一百多年的生存史、发展史，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

了一部精彩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可分离的关系史。她的四部电视剧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

风情，精彩呈现了民族性格，丰富了当代文学和电视荧屏的色彩，增强了各少数民族和整

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她和创作团队长期坚持深入生活、深入边疆、深

入少数民族群众的创作道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

的价值导向，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的目标，对当前文艺创作具有启示性意义。

与会者谈到，景宜凭借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作家的文学功底，为民族影视创作作出了独

特贡献。近十年来由她领衔创作的四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金凤花开》《茶颂》

《丝绸之路传奇》有三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在少

数民族电视剧创作中，坚持拍摄反映现当代少数民族生活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影片，以

精彩的故事、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精良的制作，为中国电视剧塑造了民族英雄群像。

景宜表示，她一直牢记，生活是最伟大的创造者，人民是最伟大的老师。她说：“养育

我的这块土地给予了我灵感和表达的重要基础，生活是孕育我这些作品的摇篮。我要坚

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永远不离开人民，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

描
绘
各
族
人
民
实
现
中
国
梦
的
奋
斗
历
程

景
宜
影
视
文
学
作
品
座
谈
会
在
京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