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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届全国图书交易
博览会于4月19日至21日在
海南举行，全国 1500多家出
版发行单位携 30 多万种图
书集中亮相。本届博览会由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据了
解，全国书博会从 1980年开
始，经过 33 年的发展，已成
为融出版物展销、版权贸易、
产业拓展、信息交流、行业研
讨和倡导全民阅读等功能为
一体的文化盛事。本届书博
会以“书香椰韵、魅力海南”
为主题，除在海口市设主会
场，还分别在三亚、儋州、万
宁设立3个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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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7日，挪威汉学家易德
波教授将其多年来收集的关于秦兆阳的
研究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
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接受捐赠并
向易德波颁发了入藏证书。秦兆阳的女儿
秦晓晴、秦燕子，易德波的好友刘祯、江
棘、李小菊等也参加了捐赠仪式。

易德波原名易伯克·卜尔达娜，现任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研究
员，多年来致力于对秦兆阳的研究，推出

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吴义勤表
示，秦兆阳以其文学理论家、编辑家的身
份为人所熟知，而关于他的创作情况，国
内的研究并不充分。易德波教授此次捐赠
的资料包括手稿、书信、图书、录音等多种
形式，有助于推进文学界对秦兆阳的研
究，进一步丰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

在捐赠仪式上，吴义勤还向易德波回
赠了巴金手模纪念品，感谢这位国际友人
为中国文学事业付出的诸多心血。（黎华）

挪威汉学家向中国现代

文学馆捐赠秦兆阳研究资料

本报讯 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主办的“出彩人
生：中国梦·我的梦”征集与展播活动4月19日在京启动。

为了凝聚全社会“中国梦”共识、丰富“中国梦”内涵，营造敢
于做梦、勇于实现的社会氛围，中央电视台联合中国网络电视台
面向全社会发起了这项征集展播活动。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
在启动仪式上介绍说，此次征集梦想活动就是给大家开辟了一
个渠道，让有梦想的人说出自己的梦想，与大家共同分享实现梦
想的故事，希望通过一个个出彩、感人、励志的故事，激励更多的
人去勇敢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家庭的梦想、民族的梦想和国家的
梦想，在社会上营造一种人人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的氛围。

从即日起到今年11月，征集展播活动将通过中国网络电视
台、“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和微信、复兴论坛等渠道，面向全球征
集视频、音频、文字、图片，邀请观众通过拍摄 DV和手机视频、
发留言、写文章、拍照片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国家富强梦”、“民族
振兴梦”和“幸福生活梦”，用朴素的画面和语言分享追梦故事，
畅谈圆梦历程。

同时，中央电视台将于今年5月开辟“出彩人生：中国梦·我
的梦”专栏，在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等重要栏目播出。活动期
间，中央电视台还将精心挑选一部分主题鲜明、表达生动、故事感
人的节目，推荐给人物所在地区的电视台进行播出。中国网络电
视台以及人民网、新华网、中广网、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
网、网易网等也将开辟“出彩人生：中国梦·我的梦”专题页面，推
介优秀节目视频。

据悉，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将于今年12月组织对
优秀节目进行评选，推出“筑梦中国 出彩人生”颁奖典礼。

（央 讯）

央视推出“出彩人生：

中国梦·我的梦”征集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
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篇小
说及类型文学现状研讨会”在福建举行。南
帆、吴义勤、孟繁华、胡平、白烨、林那北、李
洱、方方、陈东捷、吴玄、须一瓜、陈希我、计
文君等专家学者和作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
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等参加了会议。

此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国作协和海峡
出版发行集团的支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李敬泽认为，这是一次关注文学新现
实、研究文学新问题的会议。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副总裁林彬希望能够在中篇小说
和类型文学的编辑出版方面更多地听取
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
创作中，中篇小说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
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

研讨会上，中篇小说的兴起与文学刊物的
关系、中篇小说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方
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篇小说如何更有
力地应对现实的变化等话题，都引起了专
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大家指出，中篇小说
因其文体的特殊性，使其可以有效地、积
极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与会者表示，新世纪以来，类型文学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拥有大量的读者。到
目前为止，批评家和学术界对于类型文学
虽然已经有所关注，却还非常不充分。此
次会议对类型文学的研讨，将有助于促进
批评家和学术界进一步关注类型文学研
究，以求获得更为深入的成果。此外，类型
文学与文学史的关系、网络对类型文学的
影响以及类型文学的经典化途径等话题，
也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欣闻）

中篇小说及类型文学现状

研讨会在福建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19日，由作家出版
社和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CCTV-6）联合主
办的“现代文学名著电影系列”启动仪式在第三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会场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仪
式上还发布了由两家单位联合出品的电影《天津
闲人》，该片同时入围了本届电影节展映单元。

《天津闲人》改编自知名作家林希的同名小
说，由青年导演郑大圣执导。混杂丰沛的天津本
土曲艺和话剧、不同时空和叙事模式的交叉剪
接、默片手法以及嬉笑怒骂间包含的针砭时弊等
一系列特色，使得该片脱颖而出。该片还于 4 月
20 日作为第 20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分会场的开幕影片与高校学子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启动仪式也揭开了作家
出版社 60 周年社庆系列活动的序幕。成立于
1953年的作家出版社多年来始终秉承服务作家、
服务文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当代小说文库”、

“文学新星丛书”、“共和国作家文库”等一系列享
誉文坛的文学品牌。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介绍
说，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作家出版社一直在思考
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作家，同时
加强出版社对作家的吸引力，提升自身为作家服
务的能力。近年来，作家出版社制定了以版权为
核心，辐射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影视制作和动漫

等多领域的新的战略规划，并将这
一规划付诸实施。2011年初百城映
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成立，正是
作家出版社从传统出版拓展到影
视制作领域的重要举措。

“两年来，由百城映像和电影
频道联合出品的小成本电影《天津
闲人》和《危城之恋》都取得了一系
列骄人的成绩，这两部影片均改编
自林希的小说。这两次关于文学电
影的实践不仅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也坚定了我们对道路的选择。”葛
笑政这样谈到两家单位此次共同
启动“现代文学名著电影系列”、有
意继续加深彼此合作的初衷。据
悉，根据2005年美国《图书标准》所
作的一份统计分析，在电影史上，
有20%至33%的影片改编自已经出
版的文学作品，而在历届奥斯卡奖
最佳影片的提名中，这一比例更是
高达 50%。对文学基础的重视、对
电影品位的追求，是电影频道节目

制作中心看重与作家出版社合作的主要原因。此
次两者合作专攻由现代名著改编的电影，既是一
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是国产电影直面
世界电影文化冲击的积极应对，也是在商业制作
潮流之外对国产电影多样化一种不可或缺的担
当和努力。葛笑政表示，希望能够借助北京国际
电影节这一国际化平台的影响力，推动海内外对
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关注。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任闫晓明也谈到，作家
出版社欲打造优秀“文学电影系列”的想法与电
影频道可谓一拍即合。作家出版社有着大量的作
家和文学作品资源，希望电影频道进一步加强与
作家出版社的联系，把优质的文学资源影像化。

“一部电影不能只看其票房高低、观影人数多少，
还更应注重其人文关怀和艺术质量。”

活动现场，林希专程从天津赶来为影片的宣
传推介助阵。他表示，作家不能过分注重华丽的
外表和形式上的花哨，因为如果去掉这些外壳的
支撑，内里可能是苍白无力的。自己的《天津闲
人》等作品之所以能够被选中并改编为文学电
影，应当说是缘于这些作品的平实、生动、吸引人
和接地气。他透露，除《天津闲人》和《危城之恋》
外，自己的另外两部作品《相士无非子》和《高买》
也将改编和摄制成文学电影与观众见面。

电影《天津闲人》亮相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作家出版社与电影频道启动
“现代文学名著电影系列”

本报讯 4月9日至10日，黑龙江省作协
六届三次全委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总结了
黑龙江省作协2012年的工作，部署了2013年
工作，表彰了2012年度先进团体会员单位。

会上，黑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赵毅传达
了黑龙江省宣传部长座谈会精神。黑龙江省
作协主席迟子建在会上讲话，肯定了黑龙江

省作协一年来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如萧红文
学奖评奖、编辑出版“野草莓”丛书、签约新一
届的合同制作家、出版萧红文学作品集等。她
希望各团体会员单位和各位委员采取有力措
施，努力扶植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成长，创作文
学精品。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王立民在报告
中要求，2013年黑龙江省的文学工作要继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推进
文学精品生产。

会上还进行了文学创作情况交流。齐齐
哈尔市作协、绥化市作协和常新港、黑鹤、
文乾义、王鸿达、朱珊珊、兰景林等作家代
表在会上作了发言，交流了文学创作的经验
和体会。 （姜炳浩）

黑龙江省作协六届三次全委会召开

话剧《解药》目前正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出。该剧围绕两个“六
根不净、狼性不足”的中年男人展开，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成功者，又
有着各自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他们为寻求“解药”而相遇，从冤家对
头到患难兄弟，从互相蔑视到惺惺相惜，其间经历的角色反转是该戏
的最大看点。剧中，爱与生死等看似宏大的话题都浓缩在两人充满交
锋的台词里，对立纠结中暗藏着黑色幽默的成分。该剧由吴彤编剧，
丛林执导，李龙吟、杨佳音主演。演出将持续至5月20日。

徐健/文 李春光/摄

四川省作家协会：
4月20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造成较大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四川广大作家又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向你们表示诚挚的
慰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心系灾区，全国文学界也在
深切关注着灾区人民，深切关注着四川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我们知道，英勇的四川人民曾经历过汶川特大地震的考验，并孕
育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积累了丰富的抗震救灾经验。我们相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四川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四川广大作家一定会发扬伟大的抗震
救灾精神，与地震灾区人民同舟共济，坚强面对自然灾害，奋力抗

震救灾，重建美好家园。
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在人民危难时刻，中国作家不能缺

席。我们热切希望四川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积极投身抗震救
灾之中，及时用笔记录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抗震救灾的英勇壮
举，用文学的形式生动反映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和伟
大精神，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为抗震救灾作贡献。我们坚定地
与你们站在一起，愿与你们一起投入艰巨的抗震救灾斗争！

让我们牢记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创作出更多体现伟
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反映时代风貌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优秀作品，
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作出文学界应有的贡献！

中国作家协会
2013年4月20日

慰 问 信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4月20日8时2分，四川
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
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众，
科学施救，最大限度减少伤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挥救
援。民政部等 8部门组成的国家减灾委工作组赶赴
灾区；中国地震局也启动地震一级响应，派出工作
组赶赴灾区；成都军区紧急出动2000人赶赴灾区救
援……灾情就是命令，生命高于一切。此时此刻，
全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了四川雅安。文学界也牵挂

着灾区人民的安危冷暖。
记者从中国作协有关部门获悉，雅安发生强烈

地震后，中国作协领导高度关注灾情，关心四川广
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安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第一时间致电四川省作协，
询问灾情、了解情况，并部署安排中国作协支援抗
震救灾工作的相关举措。中国作协在第一时间向四
川省作协发去慰问信，向当地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表
示诚挚慰问，号召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发扬伟大
的抗震救灾精神，与灾区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坚强
面对自然灾害，奋力抗震救灾，重建美好家园。中国
作协已要求有关部门及时联系四川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了解他们目前的状况，对遇到困难的作家提
供有针对性的帮助；要求中国作协所属报刊社网准
确报道芦山地震灾情，迅速反映抗震救灾进展，及
时表达作家们心系灾区、情系人民的意愿。与此同
时，中国作协还联系了部分作家，拟与四川省作协
联合组织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随时准备深入
抗震救灾第一线了解情况。

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吕汝伦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四川省作协将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组织一批作
家前往抗震救灾第一线采访，记录动人细节，保存
历史回忆，以笔为尺，丈量出民族在苦难中的精神
高度。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 月 21 日，“自言
Murmurs——谭平绘画作品展”在北京美丽
道国际艺术机构开幕。此次展览包含了谭平
近几年创作的素描和丙烯作品，也是他继中
国美术馆“1 劃”展览之后，又一次与观众的
艺术对话。由于 4月 20日四川雅安市芦山县
发生7.0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谭平特意决定将此次参展的一件重要作
品委托美丽道国际艺术机构捐赠给灾区，表
达自己对灾区同胞的一片心意。

谭平是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也是国内
抽象艺术创作的重要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
创作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从国内到国外，从具
象到抽象，但无论是哪个阶段、哪个时期，艺
术创作始终是谭平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身
兼多重职务和教学任务的谭平利用工作间歇
琐碎的时间进行创作，作品中的线条如同记
忆的碎片，融合了自己对于艺术的感悟和人
生的体验。这些如同细细耳语般的作品，看起
来是非常抽象与私人化的，却带给观者一种

异常真实的情感体验，这种真实来源于谭平
创作时极为个人化的心性表达：“我享受每一
次的落笔，在面对白纸的哗哗涂绘声中，色彩
和我的心性自然碰撞，线条与我的内心坦诚
相见，唤起我由衷倾诉的欲望。”这种心境化
作在偶然和瞬间中生发的线条，与“观者”相
遇，同时也暗示着人生偶然的生机，“人的每
一天、每一时刻都不可重复与选择”。

此次展览由易英担任学术主持，将持续
至5月29日。

谭平向芦山地震灾区捐赠画作

文学界情系四川芦山地震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