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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行超） 自《你在高原》于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

奖之后，暌违五年，张炜的最新长篇小说《独药师》近日与读者见

面。该作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2016年第五期，单行本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推出。6月15日，在其新书发布会上，李敬泽、施战军、陈

晓明和张炜一起，与在场读者分享了阅读和写作这本书时的体会。

李敬泽认为，“独药师”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深远的传统，

这传统深深地潜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深处。他认为，“独药师”

及其所做的工作与西方的炼金术师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传统文

化中一个暗黑的、幽暗的角落。小说中所讲到的养生之道是中国文

化的根底之一，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脉之一，它直接通向我们每

一个人的身体，并始终沉默地对抗着现代化。另外，小说中所讲的

“革命”其实也包含着长生和新生的意思，因此，这是一部极为独特

的、极有意思的小说。

《独药师》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来

未有之变局”，基督教登陆东部半岛，教会学校及西医院初步兴起，

半岛地区首富和养生世家的季府面临空前挑战。季府主人、“独药师”第六代传人

季昨非陷入到长生、革命、爱欲的纠缠之中，苦闷又彷徨。大家认为，与张炜以往小

说相比，《独药师》更具故事性和传奇性，可以说是张炜具有突破意义的转型之作。

虽然小说写的还是人和自然、人和历史的关系，然而不同的是，在这部作品中，作家

看待世界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张炜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主义者，而这部

作品则出现了更多不确定性，这也显示了作家对于历史和现实更丰富、更多元包容

的思考。

发布会上，张炜谈到，《独药师》的写作动意于近20年前，但是由于其所涉及的

历史细节的复杂性，这段艰难的写作过程直到现在才完成。“楔子中说‘我’在档案馆

干了4年零7个月，穿蓝色的长袍衣服，每天吸着一百年前的尘埃，这都是真实的。”

他说，“过分简单化、过分简单对待历史问题、革命问题、改良问题，就像简单的养生

一样是错误的。这本书提供给大家一个思索空间，尽可能简明地、清晰地、全面地把

各种可能性表达出来。”

“70后”作家：保持艺术探索的热情
□本报记者 刘秀娟

6月16日，一场名为“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的研讨会在

鲁迅文学院举行，此议题缘起花城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现代性

五面孔”丛书第一辑。丛书包括徐则臣的《古代的黄昏》、李浩的

《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张楚的《梵高的火柴》、田耳的《独证

菩提》以及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等5部短篇小说集。“五面

孔”激发了一场关于“70后”作家与“现代性”的热烈讨论。

意在拒绝平庸写作

何为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为何重提现代性？这些作品在

何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性？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百年来的现代性

诉求？研讨会上，徐则臣、李浩、东君、张楚四位作者与施战军、

邱华栋、郭艳、李云雷、杨庆祥、李建周等评论家展开对话，从历

史成因到现实所指，从概念辨析到文本分析，从世界文学到中

国文学，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种向度的阐释。

“现代性本是一个中性词，大家现在提到现代性多是用作

褒义词，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很多领域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时候，

在文学中重提现代性，是需要反思的。”与会专家细致分析了5

位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虽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

但是他们的小说趣味、他们在写作实践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

表现各不相同。“现代性”这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当下的提

出，和重提“先锋文学”一样，更真切的意义在于拒绝平庸写

作，倡导探索性和创新性，呼吁有难度的写作，期待文学新的美

学面貌。

文学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先锋性”，因为它需要创造、需要

创新、需要冒险，在时代中具有先觉性和引领性。然而，这些年

来，我们在矫正“形式主义”的同时，也轻慢了对艺术性的探索，

使得文学创作有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不仅仅是方法上单一和

重复，而是内源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单一、文学趣味的单调、

对生活的理解浅表化以及想象力的匮乏。

“我们这代作家散漫沉闷无声无息，除了外部环境，更应该

寻找自己的原因。”张楚在反思自己写作时，有意识地在国际视

野中对比“70后”写作，他认为很多国外的“70后”作家已经具

有世界性影响力，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我们有些保守和自足。

“以故事为核心的写作，不自觉地遵循某种套路，在某种程度上

限制了文学的想象和拓展，对生活缺少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打

捞，缺乏文本创新意识……这些问题导致了作品的同质性和模

糊性日益明显，使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显得呆板、木讷、拘

谨，缺乏自信。”张楚认为，自觉的探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创

新，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这部小说集和我之前所有的小说集都不同，里面有很多实

验性作品，有些从未示人，有些不被认可，但它们是我整个写作的

强健机体的润滑剂。”徐则臣说，这些小说是他写作中的一股“暗

流”，与他那些“正面强攻”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但是写这些小说让

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旁逸斜出的东西，发现了生活中沉默的大多

数，“它能补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虚构”是贴近现实的方式

无论现代性的表征有多么难以描述，但是文本的“虚构”、

“想象”、“变形”等都是它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正因此，它也常常

被批评为“脱离现实”、“形式大于内容”、“故弄玄虚”。东君对探

索性写作尤为热衷，在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便热衷于“跨文体”

写作，“总觉得当代小说太像小说”，“总想写出一点跟别人不一

样的东西”，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在“实验田”里种出了《人·狗·

猫》《鼻子考》《昆虫记》等短篇小说，并在长篇小说《树巢》中将

文本实验推向极致。直到近作《夜宴杂谈》《某年某月某先生》，

东君仍保持着拓展小说文本可能性的热情。然而，正如同样热

衷于文本实验的李浩所说，刻意强调虚构和创造，并不意味着

对“真实”的轻视、忽略。

“恰恰相反，我极其看重文字之‘真’，写作者使用天赋魔

法，‘弄虚作假’，对现实、日常进行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改变，

其本质目的恰是努力‘求真’，努力探究被掩藏的存在之谜、人

性之谜”，“写作者使用魔法，是试图让我们从另外的、非表层化

的角度逼近‘真实’，更为深刻、繁复和内在的真实。”李浩在谈

及这部小说集的创作时如此写到。

在与会者看来，“70后”的写作是先锋文学精神的内化和丰

富，也是自现代文学以来对人、对人性探讨的深化，他们杂糅不

同的写作技术，试图打破近年来以线性故事为主的单一叙事路

径，在审美风格和文体意识上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虽然有剑走

偏锋的时候，但他们是真正具有现代意味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反

映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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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6月19日至7月1日，由中

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共同举办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全国美术

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共

展出作品300余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连环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

式的作品，以时间为序回顾和展示了95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开创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

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程和建

立的不朽历史丰碑。

展览汇聚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美术史

上重要经典作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革

命历史画创作的风貌与特点。譬如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一批革命历史画，它

们是老一代美术家饱含激情创作的精品

佳作，全面回顾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

20世纪上半叶的重大历史转折和重要历

史事件。展览中大部分作品是近35年

来，在新的历史节点之上的新题材新内容

的具体呈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表

现在党的文艺方向指引下，为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各族人民努力奋斗的艺

术作品。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创业

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青藏铁

路精神、航天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等的人

物与景象，受到美术家的格外关注与积极

表现。而一些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典

型人物与劳动模范、各行业的普通党员和

劳动者形象，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

神，成为整个展览当中的重要部分，他们

与革命时代的英雄群体所展现的英雄精

神一脉相承，是承载当代精神和当代价值

的当代英雄。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

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国家

大剧院力邀国内知名艺术家组成创作

团队、历时4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原创歌

剧《长征》，将于7月1日至6日在“国家

大剧院歌剧节·2016”期间首演亮相。

《长征》是国家大剧院建院8年来

推出的第50部歌剧。该剧以“信仰”

和“理想”为创作关键词，以现实主

义的手法、史诗般的气魄，一气呵成

地表现红军从瑞金出发，历经湘江战

役、遵义会议、夺取泸定桥、过雪山

草地，最终在会宁胜利会师等重要历

史事件。与着力塑造长征途中领袖人

物形象的类似题材作品不同，该剧在

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力求通过普通

红军战士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感人事件，

展现长征宏伟的历史画卷，忠实再现那

段“苦难的辉煌”。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

表示，希望这部歌剧能润物无声地将前

辈的精神财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递给青年一代。

歌剧《长征》由邹静之编剧，印青作

曲，田沁鑫、杨笑阳执导，吕嘉执棒，马

岩松任舞美设计，宋立任服装设计。主

演阵容方面，该剧将由民族唱法与美声

唱法两组歌唱家分别进行演绎，阎维

文、王宏伟、王海涛、王喆、龚爽等领衔

民族唱法组，迟立明、刘嵩虎、梁羽丰、

张心、王一凤等加盟美声唱法组。该剧

同时吸引了王凯、王冲、黄训国、刘莺

歌、赵瑾、陈然等青年歌剧演员作为候

补演员前来学习，使他们收益良多。

原创歌剧《长征》“七一”唱响

本报讯 6月 14日至16日，湖南省作家协会第八

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

席钱小芊，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开

幕式上作重要讲话。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

雄在闭幕式上讲话。

大会回顾总结了第七次作代会以来湖南文学事业所取

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探讨了在加快科学发展、建设文

化强省的历史新征程中推进文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思路，

是一个创新、发展、和谐、繁荣的大会。

大会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王跃文代表湖南省作协七届理

事会所做的题为《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谱写湖南文学

新篇章》的工作报告，按照修改后的《湖南省作家协会章

程》和《选举法》的规定，充分发扬民主，选举产生了由

127人组成的湖南省第八届全委会和 15人组成的主席

团，聘请了从省作协第七届主席团退下来的7位同志为本

届名誉主席。

王跃文当选为湖南省作协主席，龚爱林当选为省作协

常务副主席，万宁、马笑泉、刘清华、汤素兰、何顿、余艳、沈

念、胡丘陵、莫傲、龚旭东、阎真、彭东明、谢宗玉当选为副主

席，王艳当选为秘书长，邓宏顺、何立伟、欧阳友权、姜贻斌、

陶少鸿、梁瑞郴、蔡测海被聘为本届名誉主席。

大会号召全省作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牢牢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

道路，团结一致，携手奋进，勇担使命，潜心创作，努力

为时代、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谱写湖南文学

新篇章。

湖南召开第八次作代会

本报讯 根据中国作协统一部署和要求，6月13日

至17日，北京作协举办“北京市属中国作协会员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培训研讨

班”。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王海平，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先后为培训

班授课。来自北京市不同行业的58名中国作协会员参加

了培训研讨。本期培训班采取以集中授课与分组讨论、自

学与大会交流相结合的方式。

何建明以“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艺术家自身的学

养涵养修养”为题，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北京的变化谈起，强调作家要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北京作家，应该具

有高度的政治判断力及大国公民意识，具有大气、大情、

大义等风范和素质，创作出更多反映国家、北京发展进

步、建设成就与人文变化的作品。

王海平以“有精品才有文艺繁荣”为题，从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三个方面对文艺精品进行了深刻解

读。两个小时的授课中，王海平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精辟

严密的论述，全面、准确、透彻地阐述了精品创作与文艺

繁荣的关系，鼓励广大作家立足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

运用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国表达，为时代创作、为人民创

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作出更多有深度、有情怀的

精品力作。

阎晶明在授课中对讲话精神进行了详细解读，以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为题，重点讲解了什

么是文艺的真、善、美，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尊

重历史的真实和社会的真实，融入作家的真实体验和真

情实感，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用大善和大美赋予作品

更强劲的力量。

在分组讨论和大会交流中，作家们结合自己的行业

特点和创作情况，围绕“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

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作

品，推动文艺走向高峰”等话题，从不同角度畅谈学习体

会。北京作协专业作家周晓枫，从自身创作出发，重点谈

了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认识，“扎根人民不应是高高

在上的，作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分子。重点在深入、扎根，

不浮躁，切实为人民写作。”

来自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张瑞江结合自身工作

及创作体会，谈到当前是文艺的春天，国家对文艺的支持

及扶持力度前所未有，作家要不辜负时代的契机，创作出

更多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

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说，通过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

以及与其他作家的交流研讨，自己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认

识更加清晰，增强了今后创作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沈强出席开班仪

式并作动员讲话。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作协分党

组书记程惠民主持本期培训研讨并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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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6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共同出席中国文化中心奠基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尼科利奇总统夫妇、戈伊科维

奇议长和武契奇总理陪同下来到仪式现场。两国元首为奠

基石培土。贝尔格莱德市市长马利宣布将中国文化中心外

的道路命名为“孔子大街”、广场命名为“中塞友谊广场”。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奠基仪式。

中国文化中心将建在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之

上。建成后，将成为西巴尔干地区首家中国文化中心。

奠基仪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尼科利奇夫妇陪同下

参观具有悠久历史的卡莱梅格丹公园。

习近平登上观景台眺望。他表示，从卡莱梅格丹城堡俯

瞰萨瓦河和多瑙河，我仿佛看到塞尔维亚民族生生不息的

历史长河。塞尔维亚人民在历史上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次

次在凤凰涅槃中复兴，中国人民对此深感钦佩。中国同塞尔

维亚都是不畏强权、珍爱和平的国家。中方愿同塞方一道，

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

与发展作出贡献。

新华社太原6月18日电 6月16日至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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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调

研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

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

向和学术导向，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调研期间，刘奇葆深入太原、长治、晋中、临汾等地的企

业、村镇和宣传文化单位，考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闻宣

传、基层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与基层干部群众

座谈交流。

刘奇葆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

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哲

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的研究阐释，深化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加强

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加快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要将学习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起来，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刘奇葆指出，山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要礼敬中华文

化，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延续

中华历史文脉。要大力挖掘传承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文

化、法治文化、廉洁文化和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不断赋予

新的时代内涵。要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和法治、廉政教育，加大公益广告宣传力度，推进城乡精

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向上向善

向廉的精神力量和社会风尚。

刘奇葆指出，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巩固宣传思想文化

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战略任务。要在大力推进中央

主要媒体融合发展的同时，推动省级主流媒体加快融合发

展步伐，建好融媒体中心，促进体制机制深度融合，培养全

媒记者、全媒编辑和全媒管理人员，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

集团，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影响力。

习近平同尼科利奇总统
出席中国文化中心奠基仪式

刘奇葆在山西调研时强调

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