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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文学评论期待更多交流
两岸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杨 行超） 近年来，随着大
陆与台湾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两岸青年作家的作
品也逐渐受到了读者的认可。与文学作品的广泛
交流相比，两岸文学批评的交流就显得相对薄弱。
为促进两岸文学评论者的交流与沟通，近日，两岸
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来自两
岸的多位评论家、多家刊物负责人、作家等，就两岸
的文学创作及批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指出，在互联网
时代，各种讯息纷繁而至，日新月异地更新着我
们的生活。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下，文学
评论工作不免显得有些冷清、枯燥，但是，文学
评论面对的不仅是单一的文本，更是丰富多彩的
世界。因此，文学评论者的内心也应该是广阔而
丰富的。

虽然身处两岸，社会背景、历史背景都有一定
的差异，但大陆与台湾共处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
语境中，胡军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两岸作家作品的
共同特点都是着力表现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深入
探索人性的可能性与丰富性。吕正惠认为，在表达
现代都市化这一问题时，台湾作家倾向于使用抽象
的、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大陆作家则表现得比较
积极，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在谈到两岸文学批评的差异时，高海涛说，两
岸批评风格有明显的区别，台湾的批评文章清

晰、平易、切实，更“中国化”；大陆的批评则更
显才情，视野更广阔，更“西式”。他认为，批评
不仅要注重理性分析，还要注重可读性、艺术
性，需要感性内容的加入。要在注重逻辑的基础
上，做到感性与知性、审美与审智的结合。张燕
玲认为，批评要有理性的自觉，两岸文学批评应
该做到直面和而不同的语境，有双向理解的态
度。她认为，台湾的评论文章比较扎实，文本细
读的功夫深，很好地做到了“入乎其内”；而大陆
的批评文章更重视文本之外的背景、来历等，在

“出乎其外”的层面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评论家交流环节采取了互读互评的方式。两

岸青年评论家分别选择了双方当今较受关注的作
家作品，在精读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会议上则据
此展开讨论，两岸评论家可由此发现在文学批评
眼光、方法等层面的共性和不同，在交流中既有“英
雄所见略同”的惊喜，也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
收获。如李丹梦以《虎爷》为例评吴明益的小说创
作时，特别提炼出“历史与记忆”的关键词，认为这
与时下由现代化、发展引发的普遍性焦虑，尤其是
人们对于个体历史坐标的迷失有关。而吴明益小
说对历史与记忆的一再书写则是一种带有自我拯
救意味的本能回应，《虎爷》就体现了他对历史记
忆书写的真正自觉。对于这一点，台湾评论家颇
有共鸣。台湾评论家徐秀慧认为，从题材看，徐

则臣写作“京漂”小说是非常务实的选择，从中可见
他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以及对城乡发展中所产生的
问题的敏感，“京漂”小说也折射了作家的身份意
识。而苏敏逸则概括梳理了徐则臣 《古斯特城
堡》中18篇短篇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从苏北运河沿
岸的小镇到大城市的成长经历中，面对快速变化
的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反思。曾经专门研究评论过
徐则臣写作的邵燕君回应说，自己以及徐则臣本人
并不十分认同“京漂”或“底层文学”的说法，这类小
说中的人物在北京这座城市打拼，却始终无法摆脱

“异乡人”的身份，用“城市异乡者”来概括他们似乎
更合适。

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大家也看到了彼此目前
评论工作存在的不足。吕正惠认为，在具体的评论
过程中，两岸评论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能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彼此的作品，因此，评论文
章中表现出的多是“大陆视野下的台湾作品”和“台
湾视野下的大陆作品”。虽然目前已有评论家意识
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两岸文学交流的缺乏，这种
隔阂依然存在。两岸作家、评论家只有深入了解彼
此，才能更懂对方的作品。

会议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张涛主
持。参加会议的两岸评论家还有宋瑜、袁敏、李云
雷、房伟、张立群、沈庆利、张莉、陈艳、杨佳娴、蔡明
谚、彭明伟、黄琪椿、黄文倩等。

网络文学诞生十几年来，恐怕从未受到过如
此之高的礼遇：先是人民日报社与中国作协联合
推出“网络文学再认识”专栏，一批专家学者就网
络文学的现状及其走向各抒己见，连百岁作家马
识途都亲自撰文参与讨论；接着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赴各地就网络文学现状进行专题调研；然后又
是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召开。与这些大动作
相呼应的是，继一些省份成立网络作协或相关机
构之后，全国性的网络作家协会也呼之欲出。媒体
的热情也相当高，纷纷发表相关报道和评论。一时
间，网络文学、网络作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谈
论的对象。

网络文学受到关注，这是好事。网络文学诞生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发展迅猛，已经拥有了相当数
量的写手和数量可观的受众，据统计，到 2013 年
底，中国内地已有综合性文学网站约300家，网络
注册写手500多万人，网络文学用户已达3.51亿。
10 余年来的网络原创作品无论按字数还是按篇
数计都已经远远超过 60 年来纸质媒体发表的文
学作品的总和。这边厢，网络文学在互联网上风生

水起；那边厢，主流舆论场的反应则显得冷冷清清，相关的理论评
论更是相对滞后。对于这么一支有影响的队伍，不予关注、不予重
视显然是不行的。现在，社会各界关注网络文学，为它的健康发展
出谋划策，实在是一件应该庆贺的好事。可以预见，网络文学必将
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

任何事物要成长、壮大，外在的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根本上还
要靠自身的努力。外在的帮助代替不了内在的努力。文学创作作为
一种个体化的劳动，更是如此。面对社会各界的关心，面对大好的
发展机遇，网络作家们应该增强责任感，努力提高自我修养，加强
自我约束，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使网络文学迈上一个新台阶。网
络文学长期被主流媒体冷落，自然有社会各界特别是主流文学界
对其认识不足的原因，但是其自身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们
说起网络文学，大多有这样的评价和印象：思想内容格调不高，艺
术手法比较粗糙，注水严重，内容重复，等等。这些评价和印象，用
来概括网络文学的全部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网络文学
作品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网络文学迟迟不能进入文学场，与自身存
在的诸多问题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网络文学有自身的特点，但是不能一味强调特点，而放弃对文
学性的追求。网络文学说到底还是文学，“网络”只是它传播的手段
而已。与这种新的传播媒介相适应，网络文学有一些不同于传统文
学的特点是正常的，但是这些特点不能成为它文学性不足的借口。
网络文学不应排斥传统文学，网络作家都是从传统文学受到启蒙，
本身就根植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土壤，网络文学的创新也应是在继
承中国文学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有人说，网络文学本来就是通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无须对
它提出那么高的要求。这种说法显然不对。文学本无雅俗之分，即
使习惯说法的“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也没有尊卑之分。所谓的
高雅文学，如果写得不好，照样不受欢迎；而所谓的通俗文学，只要
具备高超的文学水准，高雅的格调品位，高尚的精神境界，一样可
以成为经典。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至少有三部是通俗小说，谁又
能否认它们的经典地位？就连《红楼梦》这样今天被视作雅文学的
作品，当年也是不为“正人君子”所接纳的通俗小说，可这并不影响
它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以通俗文学作品名世的作
家太多了，不胜枚举。网络文学诞生十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佳
作，我们期待涌现更多能够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当然，不少网络作家都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包括生活上的、
工作上的、创作上的，等等，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该努力帮助他
们克服和解决，让他们心无旁骛，安心创作。

总之，网络文学要赢得人们的尊重，要
进入主流文学场，各方面的关心、呵护、帮助
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网络作家
们要自强不息，要以自身的实绩在中国文学
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本报讯 8月14日，《中国作家》舟山群岛创作基地暨《中国作家》书画院舟
山群岛分院在浙江省舟山市挂牌成立。《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
中共舟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忻海平等人共同为创作基地揭牌。

《中国作家》杂志社之前刚与中共舟山市委宣传部共同设立“中国作家‘舟山
群岛新区杯’短篇小说奖”，现在双方又合作创建创作基地。艾克拜尔·米吉提谈
到，舟山有着丰富的创作资源，这里的诗书画等艺术创作方兴未艾。创作基地创
建之后，我们将会邀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此采风、创作，充分发掘海洋文化的底
蕴。“我们杂志社到目前为止已经创建了十多个创作基地，尽力为作家们提供良
好的创作环境。对于应邀到创作基地的作家艺术家，其创作的作品不一定非得与
当地有关。”

当天，《中国作家》书画院还在舟山美术馆举办了“中国梦书画作品联展”，展
出了爱新觉罗·毓骏、孙玉平等十多位艺术家的近百幅书画作品。“花鸟山川人品
事，风雷日月绽梅开”，这些作品内容和形式各异，但都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人们对
祖国更加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 （黄尚恩）

《中国作家》舟山创作基地揭牌

本报讯 《朔方》是宁夏惟一的省级文学期刊，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的历程。近日，宁夏文联在银川召开座谈会，纪念《朔方》创刊55周年。

1959年5月，《朔方》以纯文学的定位进入全国发行的杂志行列，并从此发表
了大量宁夏作家的作品。尤其是1980年9月改刊后，《朔方》刊登了张贤亮的小
说《灵与肉》，随即引起热烈反响。当年，这篇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改
编为电影《牧马人》。《朔方》原主编冯剑华这样说道：“《朔方》的历史，就是宁夏文
学发展繁荣的历史。”与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朔方》影响和带动了宁夏文学。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朔方》与时俱进，开拓前行，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举，原发作
品被大量转载，《朔方》原发作品相继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宁夏文学艺术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与会者认为，《朔方》是宁夏的文化名片、西部文学的沃土。从张贤亮到“三
棵树”、“新三棵树”，再到今天以马金莲为代表的“80后”作家群，一代代作家都
在《朔方》上留下了作品，《朔方》也托起了宁夏作家们文学的翅膀，让他们从这里
起飞，飞向全国和世界。在文学杂志的园地上，《朔方》也以鲜明的特色、优异的
成绩获得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新中国60年有影
响力的期刊、中国北方十佳期刊等殊荣。 （曹海英）

宁夏纪念《朔方》创刊55周年

本报讯 由陕西省作协、香港作家联会
主办的“‘寻根与筑梦’陕港澳台文学座谈
会”日前在西安召开。作家、学者余光中、贾
平凹、潘耀明、袁绍珊等人齐聚一堂，就“寻
根筑梦”、“中国精神”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共
同探讨繁荣文学发展的新途径。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彦谈
到，这场文学座谈会像一条纽带把大家连
在一起，希望大家共同探讨文学、文化，
把这次学术活动办成一次产生长久影响的
文化交流活动，促进陕港澳台文学事业共
同进步。

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谈到，余光中先
生对中国的历史很熟悉，这使得他的作品有
一种传统的情怀，朴实而真挚。作家应当尊
重传统，同时，也应通过交流扩展视野，获得
启发，创作出好的作品。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认为，文学

自古以来就以其润物无声之力承载着传播
真善美价值观的作用。实际上，从古代的讽
喻诗到近现代的“五四”新文学再到当代的

“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文学在反思社会
问题、激励民族士气方面从未缺席。文学工
作者应以创作反映时代特色、激励民族勇气
的作品为己任，为实现中国梦积蓄力量。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朱鸿提到，中国需
要优秀的作品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在当今时代，作家更应该沉静下来，创作
出使中国文学继续走向辉煌的作品。陕西
省作协副主席方英文、红柯认为港澳台文
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较多，值得尊重和
学习。

在陕西，桥山沮水、秦砖汉瓦让大家深
刻感受到千年帝都积淀的气息韵味，体验中
华文学的脉络传承。与会专家学者还参加
了“华山论剑·中国精神”文化论坛。（闫 荷）

陕港澳台文学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8 月 13 日，话
剧《兵团记忆》在京演出。这部由新疆兵团
第八师歌舞话剧团历时5年创作的“庆祝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六十周年”献礼剧目，
由空军政治部话剧团王向明执导，石河子本
土剧作家肖帅担任编剧。

《兵团记忆》由“壮士徒步越大漠”、“军
垦犁划破荒原”、“将军流泪勉勇士”、“老陕
西魂归天山”、“女兵走进垦荒队”、“燃起了
爱的篝火”、“慷慨赴死守国土”、“矢志不渝
屯垦戍边”8 个章节组成，讲述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新疆兵团第八师军垦战士挺进戈壁
瀚海、屯垦戍边的故事，再现了 260 多万兵
团人寸土必争、守土有责、世代相传、矢志坚
守的艰苦创业史，彰显了他们在开发新疆、
稳定新疆和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中发挥
的作用，以及兵团人履行历史使命、国家利

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雄伟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镶

嵌着一座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设
的军垦名城——石河子。半个多世纪前，这
里“重工业靠钉马掌，轻工业是弹棉花”，为
了解决给养，解放军战士在沙漠边缘开荒造
田，此后还建起了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
厂，沉寂千年的戈壁荒原有了大工业的激情
轰鸣。话剧《兵团记忆》正是通过感人的故
事回答了“兵团从哪里来”、“兵团是什么性
质”、“兵团为何而存在”等问题，展现了兵团
在发挥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
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的作用。

据了解，话剧《兵团记忆》策划创作于
2010 年，剧情展现了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时
代气息，2012年进入排练阶段，演员均来自
石河子。该剧将在北京演出7场。

话剧《兵团记忆》晋京演出

本报讯 近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人一行30余人前往韩国昌
原，参加第12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本届大会以“文学，为孩子种梦”为主题，有来
自中、日、韩、印，以及英、法、德、意、加等国的300余位儿童文学工作者参加，有34
篇论文在大会主会场发表，60篇论文收入论文集，以中、日、韩、英4种文字出版。

中国代表团蒋风、王泉根、吴其南、朱自强、保冬妮、杜传坤、王黎君等，分别
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发表论文。王泉根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梦》，论述
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思潮、艺术特色与审美追求，向世界介绍了我国近年儿童
文学事业不断推进所取得的成就。楚三乐代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向大会赠送
了寓意“北京欢迎你”的礼品，并邀请与会代表参加将于201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14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 （龚伟民）

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韩参加

第12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

本报讯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长篇纪实文
学 《援疆日记》 亮相上海书展，受到读者
的关注。在近日由《文学报》、上海文艺出
版社举办的研讨会上，叶辛、赵丽宏、严
建平、郏忠培等作家、学者对此书给予了
较高评价。

《援疆日记》作者闵师林笔名安谅，在组
织援疆工作的3年多时间，以一个援疆干部
的责任使命和一位作家的情怀，坚持业余创
作笔耕不辍，主动承担文化援疆任务，创作
了大型现代民族音乐剧《香妃》、大型史诗话

剧《沙枣花香》、散文集《戈壁滩上的真相》、
诗歌集《沙枣花香》等上百万字的作品。其
中，饱含激情和热血撰写的《援疆日记》记录
了新疆的社会人文、民俗风情，记录了新
疆从乡村到城市，从经济、文化到城市建
设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生动反映了上海
和新疆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和心灵沟通,反映
了边陲百姓和各方干部的日常生活。专家
表示，作品从大处落笔、细处着墨，真实动
人，情真意切，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

（欣 闻）

专家研讨纪实文学《援疆日记》

8 月 14 日至 10 月 19 日，

中法两国共同筹备的“大师与

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

大家作品展”在郑州河南博物

院开展。据介绍，本次展览共

有 100 余幅徐悲鸿与法国大

家的作品展出，以纪念中法建

交50周年。

新华社记者 李 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