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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老作家高平的长篇
小说《仓央嘉措》出版12年
来，已印行了5个不同的版
本，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近期，作者又续写了16个章
节，对仓央嘉措短暂生命中
最后几个月的遭遇和精神世
界，作了精彩的揭示和描
述。书末还附录了作者关于
仓央嘉措的8篇评述文章和
3篇访谈。

责任编辑：黄尚恩 新闻版邮箱：wybxinwen@sina．com

本报讯 4月12日，湖南省作协第七届

理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中国作

协副主席谭谈出席会议。湖南省作协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龚爱林作工作报告。会议选

举王跃文为湖南省作协主席，唐浩明被聘请

为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会议还对获得第三

十届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的网络文学作家李晓

敏、儿童文学作家周静进行了表彰。

据介绍，在2015年，湖南省作协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

要讲话精神，积极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服务大局、创作精品，

努力建设文学强省，各项工作都取得了积极

成效。2016年，湖南省作协将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为

宗旨，以出精品出人才为重点，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加强机关建设，组织召

开好湖南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不断开创

湖南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刘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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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飘神州 阅读开新风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23日又将迎来一年一度

的“世界读书日”。连日来，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的相关活动相继举办，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伴随着数千人的集体诵读声，由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6书香中国

暨北京阅读季活动”日前在京启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表示，2016年是我国倡导和开展

全民阅读十周年，“全民阅读”第三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2016书香中国”系列活动，将进一步推动全

民阅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让全民阅读理念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让书香飘满神州大地，浸润每一个家

庭，滋润每一个人的心灵。据介绍，2016书香中国北

京阅读季以“阅读点亮中国梦”为主题，以纪念建党

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机，将开展19项重点

活动。4月23日当天还将全面发动北京市上百家阅读

空间、书城等，联合举办惠民读书活动，让群众获得

真正的阅读实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阅读是全民阅读的基础。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提高人民群众参

与全民阅读的积极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正式

公布了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推荐活动入选家庭名单，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59个家庭入选。据悉，此次活动

于2015年7月启动。各地经遴选推荐了候选家庭，经

过专家初审、复核等严格的推荐程序，最终确定了入选

名单。这些“书香之家”以基层普通群众家庭为主，充分

展现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读书传统和读书

风采。有的家庭以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有的家庭爱书

惜书，藏书万卷；有的家庭成员身残志坚，通过阅读实现

人生价值；有的家庭虽然家境贫困，但是刻苦读书改变

命运；有的家庭几代同堂共同读书，美名远扬；有的家庭

积极投身阅读推广，传播书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将于世界读书日期间公开表扬入选家庭，并向入选家庭

颁发“书香之家”牌匾。

世界读书日前夕，第26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

闻发布会暨第一次预备会在内蒙古包头市举行，会上同

时举行了第26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全民阅读活动、

“书香内蒙古·靓丽风景线”2016草原阅读季、包头“鹿

城读书节”启动仪式。据悉，本届书博会由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今

年7月28日至30日在包头市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

活动旨在通过集中展示全国精品出版物及出版行业的

精神风貌，展示我国出版业的辉煌成就，促进优秀文化

成果的交流和贸易。主办方表示，本届书博会将坚持创

新办展，力求用新思路、新方式办出新特色。书博会还

将充分发掘悠久厚重的草原文化，着力强化出版物的辐

射引导，推动全民阅读融入生活。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4月18日公布了第十三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此次调查自2015年9月启动，

覆盖了我国29个省区市。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6

本。超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近

七成的成年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此

外，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

续7年上升，达64.0%。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

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平板电脑阅

读和光盘阅读接触率均有所上升。有51.9%的成年国

民在2015年进行过微信阅读，同比上升了17.5个百分

点。在手机阅读接触者中，超过八成的人进行过微信

阅读，且使用频次为每天2.67次，人均每天微信阅读

时长为22.63分钟。报告称，总体来说，2015年我国

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平稳增长，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

触率迅猛增长，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近六成国民倾向

的阅读方式。

不论富有还是贫穷、残障还是健全，每一个愿意阅

读的人都能从书籍中获取知识和力量。4月20日，中国

盲人协会、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盲文图书馆共同向全

国盲人发布了100部盲人阅读推荐书目，庆祝即将到来

的世界读书日。这些书目内容涉及政治、传统文化、文

学艺术、社科普及、科技和少儿等6个领域。中国残联

副主席、中国盲协名誉主席李志军谈到，读书是改变盲

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应通过各种形式帮助盲人加入到全

民阅读的潮流中来，让盲人共享社会文化发展成果。近

年来始终致力于盲人阅读推广的这三家主办方表示，希

望更多的盲人朋友能够通过阅读经典著作、优秀好书来

获取知识信息、丰富精神生活。

以“书香溢京城，全民享阅读”为主题的2016年北

京书市日前在朝阳公园举行。本届书市由北京市新闻

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发行集团承办，汇聚百余家国内

大型出版文化企业，启动书市、书店、互联网三大展场，

以五大展区、500个展位的规模集中展销40余万种图

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文化用品，并广邀各界知名

人士举办签售、讲座等百余场文化活动，力求将其打造

成盛大的“书文化畅享乐园”，全方位满足不同读者的购

书需求。主办方表示，将以举办书市为契机，把更多体

现时代精神、展现首都风采、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统一

的出版物精品奉献给读者，努力把北京建设成具有中国

特色、国际一流的阅读之都。

“送故事回家”2016全国爱心阅读活动日前在京启

动。此次活动旨在将那些濒临消失的中国民间故事送

到它们缘起的地方，用再创作、新解读的少数民族故事

反哺它们的诞生地，用阅读来滋养偏远地区的孩子。据

悉，启动仪式后，《中国民间童话》系列绘本将被送至少

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捐赠给当地的幼儿园、小学等，

让更多孩子接受到绘本和故事的滋养，激发阅读兴趣。

活动发起人向华表示，世界读书日当天还将举办“送故

事回家”线上分享会，通过“悠贝微课堂”与网友分享“中

国民间童话”的缘起及创作过程，并在线讲读网友票选

出的最想听的民间故事。

此外，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书香江苏、书香中

国·上海周、书香岭南、书香齐鲁、书香八桂等一系列颇

具地域特色的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启动，让氤

氲的书香飘满神州。各地的学校、出版社、图书馆、书店

等单位也纷纷举办了一大批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

出浓郁的文化氛围。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 王觅）“书香中国——全民阅读

官方网站”上线仪式4月20日在京举行。这标志着“全民阅

读”倡导开展十年以来，借助新媒体的力量，首次有了面向公

众的官方网络推广平台。

据介绍，全民阅读官方网站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

版管理司和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指导，新华网

承建运营。作为全民阅读资源的“集散地”和全民阅读工作

的“助推器”，网站设置了“讯”“荐”“评”“享”“听”“帮”6大板

块，分别承担资讯发布、推荐阅读、思想集萃、分享经验、多媒

体阅读、服务导航功能。

为适应移动化、社交化的用户阅读需求，全民阅读官方

网站同期建设了多终端网络传播平台，包括手机官网、官方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共同服务于全民阅读的推广。网站力图

在目前数量众多、良莠杂陈的互联网阅读平台中发挥“风向

标”和“领航员”作用。

此外，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指导，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综合门户网站、阅读

推广类网站、阅读类自媒体等机构共同参与的“全民阅读百

网联盟”也在当日宣布正式成立。联盟将充分发挥网络媒体

的传播功能和媒介精英的智囊作用，推进全民阅读、引导阅

读风向，服务行业与读者。

全民阅读百网联盟发出倡议，网络媒体应积极报道全民

阅读活动，发挥互联网的平台优势和传播优势，推动公共阅

读发展，共同建设绿色健康、有品质品味、与时代脉动的阅读

环境。同时，要共同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阅读内容，不为

违法违规和不健康的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全民阅读官方网站上线
全民阅读百网联盟成立

本报讯 4月15日，由鲁迅文学院、四川省作协主

办的鲁迅文学院第五届西南六省（市、区）青年作家培训

班暨四川作家文学产业化高研班开班仪式在成都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鲁迅文学院

副院长邱华栋，四川省作协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罗

勇，四川省作协秘书长张渌波等出席开班仪式。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谈到，西南地区文学事业的蓬勃

发展，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果，也与西

南六省（市、区）作协努力工作和协同发展密不可分。鲁

迅文学院与西南六省（市、区）作协自2011年合作举办青

年作家培训班，先后有200余名青年作家接受培训，产生

了积极反响与显著效应。希望这一届的全体学员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赋予作家的最

新任务中去，不断增强写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正确

认识并充分利用拥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深入探寻西南地

区的文化传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开班仪式后，吉狄马加为学员们作了题为《在世界多

极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冲突与对话》的讲座。

据悉，共有来自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广西等

六省（市、区）的60余名青年作家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为

期15天，阎晶明、阿来、陆建德、宋瑾等作家评论家将给

学员们授课，培训期间还将安排学员作品研讨和社会实

践等活动。 （胡 晓 胡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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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8日至14日，由福建省委统战部、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

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福建省文联、《民族文学》杂志社和福建师范大

学联合主办的福建少数民族文艺论坛暨新时期畲族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系

列文艺活动在福建福安市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鲁迅文学院副院

长邱华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民族文学》副主编赵晏

彪、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毅达等参加活动。

在文艺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福建畲

族文学的发展概况”等问题进行研讨。大家谈到，少数民族文学要具备民族

特色，同时又必须达到那些共性的要求，比如要关注人性、充满想象力、情感

真挚等。福建出现了很多的畲族作家，他们以自己扎实的笔墨抒写了民族

地区的变迁，体现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审美心理、理想情怀，产生了良好的反

响。要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强平台建设，通过鼓励刊物

发表、举办文学赛事、剧本影视化、网络推荐等方式，让优秀的作品得以充分

展示。同时，要有理论家、评论家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对少数民

族文学进行及时点评。

为扶持畲族作家的成才，主办方举办了新时期畲族文学创作高级研修

班。通过课堂教学、研讨交流、采风创作等活动，增进少数民族作家之间的

交流，搭建作家学员与专家名师之间沟通学习的平台，以推动福建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钟 雯）

福建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本报讯 4月16日至17日，由江西省作协、中共上饶县委宣传部等单位

主办的“2016年江西（灵山）谷雨诗会”在江西上饶举行。主办方安排了“起于

80年代——灵山诗群作品研讨会”、“2015江西年度诗人奖颁奖”、“2016年

江西（灵山）谷雨诗歌朗诵会”和“红色上饶，诗意灵山”采风创作活动。

本次诗会聚焦青年诗人的创作。在灵山诗群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

绕渭波、林莉、徐勇、傅菲、熊国太等5位青年诗人的作品进行研讨。大家认

为，不论世界如何变迁，每个诗人都应坚守自己的文学故乡，给文学、给诗歌

以生命力。每个写作者都应该构筑自己独特的精神背景，并在自身的文学创

作中将之随时唤醒，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讲述身边的故事。这5位诗人都写出

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还需要在节奏和抒情方式上形成更为鲜明的特色。另

外，今年的江西年度诗人奖颁给了青年诗人邓诗鸿。

此次诗会突出了“红色岁月，人民生活”的主题。诗歌朗诵会分为“那一

片红”、“灵山在歌唱”、“到人民中去”3个篇章，讴歌了这篇红色土地的历史

和现实。活动期间，诗人们还来到方志敏烈士曾经转战过的灵山红色旧址进

行采风创作。 （蒋 渂）

江西举办谷雨诗会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 18日晚，由中国

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故事·喜马拉雅之光——

叶小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

剧院音乐厅举行。此次音乐会由胡咏言执棒，濮

存昕、石倚洁、黄英、张英席、周晓琳、孙砾、於敬人

等艺术家参演，白岩松主持，共演绎了叶小钢的

《地平线》《将进酒》《星光》《喜马拉雅之光》《蓝天

交响乐》《和平祭》等6部具有代表性的交响乐作

品。观众跟随音乐的旋律，细心聆听一个个美妙

的中国故事。

叶小钢是颇具国际声誉的中国作曲家之一，

现任中国音协主席。此次演出的6部作品题材风

格各异，既有其早年的经典代表作，也有其近年来

音乐创作的最新探索，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

展示了中国人文历史的厚重、宽广与博大。灿烂

的中国古代文化、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寻、独立与

和平的求索……诸多宏大话题尽在音乐之中。在

叶小钢看来，音乐应当像一座桥梁，既要将作曲家

的内心世界与更多人相互联结，也要将一片土地

的精神家园与外界相互联结。

据悉，这场音乐会将拉开叶小钢为期两年的

全球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序幕，也是以“弦外有声”

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16—2017乐季

“交响中国风”板块的首场音乐会。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何家英精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为期15天，展
出了画家何家英在30多年间创作的《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秋冥》《杨开
慧》《舞之憩》等40余幅（件）优秀作品。何家英的工笔画蕴含深厚的人文情怀，同时又有传统文人画中
高逸、缠绵、清雅的笔墨精神。他在创作中探索中西方绘画语言的共通原理，将两者融合为一，使传统工
笔绘画焕发出新的生机。 （黄 珂）

图为何家英作品《酸葡萄》

本报讯 4月20日至26日，“美丽德宏·相约北京——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成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景颇族大

型歌舞乐诗《目瑙纵歌》剧目同时展演。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生活着傣、

景颇、阿昌、德昂、傈僳等5个世居少数民族。这里是古代“西南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滇缅公路的出口，如今更是“一带一

路”的重要一环。多种民族长期交融交汇，造就了其丰富多彩的

民族文化。其中，“傣族剪纸”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瑙纵歌”被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集体舞之一。（明 江）

“美丽德宏·相约北京”
系列活动举行

叶小钢音乐会演绎“中国故事”

展
览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