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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西部》》文学月刊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文学月刊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主办。。其前身是创刊于其前身是创刊于

19561956年年1010月的月的《《天山天山》，》，19621962年年11月更名月更名《《新疆文学新疆文学》，》，19851985年年11月更名月更名《《中国西部文学中国西部文学》，》，20012001年年

44月更名月更名《《西部西部》，》，截至截至20142014年年1010月共出版月共出版652652期期。。

半个多世纪以来半个多世纪以来，《，《西部西部》》站在当代文学的前沿站在当代文学的前沿，，为培养新疆本土作家为培养新疆本土作家、、繁荣多民族文学和繁荣多民族文学和

中国西部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西部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小说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小说、、诗歌诗歌、、散文散文、、评论评论、、报告文学等体裁报告文学等体裁

的作品的作品。《。《西部西部》》立足新疆立足新疆、、面向西部面向西部，，立足西部立足西部、、面向全国面向全国，，被誉为西部中国的被誉为西部中国的““文化地标文化地标”。”。

20102010年年44月月,,《《西部西部》》全新改版全新改版,,提出提出““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的办刊宗旨的办刊宗旨，，以现以现

代文化为引领代文化为引领，，以边疆文学以边疆文学、、文化文化““去边缘化去边缘化””为己任为己任，，以以““地方性与全国性兼具地方性与全国性兼具”、“”、“边疆特色与边疆特色与

国际视野结合国际视野结合””为特色为特色，，设设““西部头题西部头题”、“”、“天下小说天下小说”、“”、“一首诗主义一首诗主义”、“”、“跨文体跨文体”、“”、“维度维度””和和““周周

边边””66个栏目个栏目，，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2014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落幕，与会汉学家表示——

了解中国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77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3 代号1-102 106
每周一、三、五出版
（今日十二版）20142014年年99月月2222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本报讯（记者 王杨 李晓晨） 今年 9 月，由文化
部、中国社科院、中国作协共同主办的“2014青年汉学家
研究计划”暨“中国当代作品译介研修对接计划”在京举
行。来自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汉学家们来到中
国，聆听名家大师的学术讲座，走进街头巷尾体验普通
中国人的生活，漫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感知中国文学的
悠久历史，和中国青年作家对话交流，了解当代文学蓬
勃旺盛的生命力。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国汉学家之间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文化有
了切身的感受。在他们看来，这次难得的经历给他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记，也将为他们日后的研究带来启示。

9 月 19 日，该计划的结业仪式在京举行。中宣部
副部长黄坤明，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社科院副院
长李培林，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汤恒，中国作协创作研
究部主任梁鸿鹰、副主任何向阳以及 30 余位汉学家、
翻译家与会。

文学使各国读者跨越隔阂、真诚交流
今天，人们称之为“汉学”的这门学问已经蔚为大

观，其内涵和外延发生着历史性演变，已经成为一个囊
括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
面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汉学研究的主要力量便是那些凭
着兴趣和热情投入其中的汉学家们，因此，举办青年汉
学家计划就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董伟所言，汉学家和翻译家们在帮助西方和世
界认识、了解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他们为世界构筑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
化的现实和想象空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桥
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
对外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也为汉学家、翻译家
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希望各位汉学家、翻
译家能更多地走进中国，在进行文本研究和翻译的同
时，也能切实地体验、考察、研究中国的现实生活。

文学交流为世界各地的读者带去真善美的体验，让
他们得以跨越隔阂、真诚交流。梁鸿鹰谈到，文化交流的
本质是创造出一个可以与他人对话的世界，而不是制造
障碍和隔阂。文学让不同国家的人进行真正意义的交

流，互相靠近。人们也会从文学作品中感受自我和他人
的异同，领会世界和人生的博大浩瀚。汉学家和翻译家
作为人类精神力量不可缺少的沟通者，他们以自己的辛
劳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建构起亮丽的彩虹，为世
界各地的人们提供更加丰富的相互了解的方式，推进不
同种族、地域的人们深入了解，实现和谐共处。

“我们想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本次研修计划为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 30 多位汉

学家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真诚交流
的平台。汉学家们在结业仪式上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想
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研修计划能更加密集，
同时采取更多样的形式。他们说：“我们想了解更大的中
国和更丰富的中国文化。”

来自贝宁的莫里斯注意到，这几年中国文化软实力
不断提升，文化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在与普通百姓的交流中发现，“中国梦”成为一个关键
词，他想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全面系统地了解其中
的丰富内涵。捷克汉学家李素谈到了全球化、信息化时
代文学的处境。她认为，严肃文学与畅销书读物的不同
处境启迪着人们的思考：今天，严肃文学该如何应对挑
战，才能寻找到新的生机？她说，在捷克，我们当下所面
临的挑战是对抗文学过于市场化的倾向。畅销书自然会
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中找到出路，但具有思想和文化深
度的文学作品的推广，需要汉学家们的帮助。

曾翻译过多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美国汉学家艾
瑞克说，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不能只坐在象牙塔里，而
应该走出去了解社会和生活。中国近几年在加强文化交
流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是非常明智的。北京作为一
个国际化大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整体
发展的一个象征。只有真正走进中国，走近普通老百姓
的生活，才会懂得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而这些对于汉
学家们今后的研究、翻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不要为“被译介”和“被接受”而创作
一段时间以来，国外出版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

作较为关注，但在译介过程中也不能不正视东西方文化

的差异。有时候，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社会，从市场
角度反馈的接受度较低。在场的中国作家也表达了他们
对于文学作品译介的感受和看法，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
是，坚持自己的写作立场。

张悦然、崔曼莉、付秀莹、马小淘等都表示，自己不
会为了“被译介”和“被接受”而创作。李洱说，有一类中
国作家书写传奇经验，作品波澜壮阔，这种作品通常会
受到国外出版社的关注。而另一类作家主要表现理性和
知性生活，他们是在现代汉语发展较成熟后才出现的。
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出版社可能会觉得这类作品在自己
的国家已经很多，不值得出版，但李洱强调，如果要了解
中国人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生活，要对中国人的经验
进行辨析，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反省式的经验，就有
必要了解这类作家。

出版人黎波发现，在国内形成了稳定创作风格、
能够通过作品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整体社会情况的作
者和作品更容易为国外读者所接受。但近几年，随着
读者结构的改变，这类作品也很难畅销。黎波介绍，
目前他们在尝试不同作者的作品对应不同国家和语种
的译介方式，以寻求接受国需求与中国作家创作特点
的平衡。

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同样少不了利用各种国际出
版交流平台，比如国际书展就是展示中国作家和作品
的重要平台。出版人刘永淳介绍说，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公司通过举办北京国际书展和组织参加国外重要
书展来推出作家作品，还通过数字出版平台“易阅
通”和版权对外合作来向海外的出版机构、图书馆和
个人用户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五洲传播出版社则通过
在海外举办多场文学活动来推动国外读者对中国作家
的了解。

文学和文化的交流就是这样奇妙，尽管语言不同，
肤色各异，相隔万里，却总能相聚在一起，为着同样的目
标思考、表达和阐述。作者和译者之间构成了这个世界
上一种美好的关系，他们可能素未谋面，却心灵相通，得
以产生深入生活和灵魂的共鸣，这是写作和翻译的乐
趣，也是汉学家和翻译家们愿意为之付出心血和努力的
原因所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九一
八”事变发生83周年之际，由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社主办的
范稳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吾血吾土》
新书发布会 9 月 18 日在京举行。中
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丹增、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曲
仲、抗战老兵代表卢少忱、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十月》常
务副主编陈东捷等和作者一起，从主
题思想、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方
面，对该书的文学特质进行了交流
与探讨。

范稳多年来以创作中长篇小说、
长篇文化散文为主，涉及现实生活、
民族文化、宗教历史等不同领域，尤
其是“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
大地》《大地雅歌》在文坛上获得了较
高的评价和反响。此后，作者蛰伏4
年，潜心探索，查阅各种史籍，深入滇
西地区，采访多位抗战老兵，最终完
成了《吾血吾土》这部反映西南联大

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
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落沉浮的长
篇小说。作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
品，该书近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推出。

与会者认为，《吾血吾土》在梳理
研究既有文学成果、挖掘一手历史材
料的基础上，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
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以抽丝剥
茧的结构手法，展现了一代中国脊梁
在抗战以来70年历史变迁中的痛苦
与彷徨、苦难与辉煌。作者着眼于中
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灵魂，叙述
了一代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民族尊
严、历史担当。

范稳表示，希望能通过一个人
面对历史与现实碰撞中的无奈与坚
守、妥协与抗争，来还原我们整个
民族的一段历史。希望在此部作品
中探寻中国文化强大而不可征服的
独特魅力，并将此视为一个作家的
责任。

本报讯 由中华文学基金会、
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评奖近日
启动。

浙江桐乡是茅盾先生的故乡，文
明悠久，人杰地灵，历来是人文荟萃、
名人辈出之地。中华文学基金会以
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文学人才、增进
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中国文学事业
发展为宗旨，历来重视对年轻文学力
量的奖掖与鼓励。设立“茅盾文学新
人奖”，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和
繁荣当代中国文学创作、造就和奖掖

文学新人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茅盾文学新人奖”的奖励对象

为中国大陆近年来在文学创作和文
学评论中成绩特别优异，并具备进一
步发展和提高的潜质，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的青年作家、评论家。评奖
每两年一届，每届奖励 10 人。该奖
主要采取由各省区市作家协会申报
的形式进行征集，主办方已聘请 11
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学者等组成评
奖委员会。首届颁奖典礼将于年底
在桐乡举行。

（欣 闻）

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启动

范稳创作长篇小说《吾血吾土》

以个人史书写抗战史

本报讯 由俄罗斯导演弗拉基米尔·谢尔
盖耶维奇·彼得罗夫执导、中央戏剧学院青年
教师们联合演出的契诃夫名剧《樱桃园》日前
在中戏实验剧场上演。

《樱桃园》是契诃夫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作
品。1904年 1月《樱桃园》在莫斯科首演，获得
巨大成功。今年恰逢剧作首演 110 周年，也是
契诃夫逝世110周年，彼得罗夫与中戏的青年
教师们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充满诗意和美感的

《樱桃园》——写意舞台与心理现实主义的表
演方法相结合。12 个麻袋和从吊杆垂下的白
色的布，就是一座“樱桃园”，演员们或搬动麻
袋，或随着白布旋转轻舞，就完成了换景和转

场。随布轻盈舞动的契诃夫影像，不仅表达了
对于剧作家的敬意，而且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间
离效果。在彼得罗夫看来，“《樱桃园》之所以能
成为世界戏剧经典中长演不衰的一部剧，正是
因为，它既是正剧，也是喜剧，它有幽默，也有
悲情。这部剧就像我们的生活，它包罗万
象——有欢乐，也有悲伤；有欣喜，也有泪水；
有爱，也有恨；有绝望，也有希求”。

此次《樱桃园》由刘杏林担任舞美设计，男
主角“洛巴兴”由郝戎担任，女主角“留包芙”由
刘红梅担任。

演出将持续至9月28日。
徐健/文 王雨晨/摄

新版《樱桃园》追求诗意和美感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9 月 17 日，李少
君诗集《自然集》和徐南鹏诗集《我看见》首发
式在京举行。两书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自然集》收录了李少君2010年以来创作
的 100 多首诗作，大多与大自然有关。李少君
谈到，之所以在写作上钟情于自然，是因为他
一直生活在美丽的自然之中——从小时候生
活的湘乡，到大学时的武汉大学，再到后来的
海口、三亚，莫不如此。他在写这本诗集中的作
品时，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前可能比
较固执、极端，但现在人到中年，开始更自然地
看待生活，多了一份随遇而安”。

《我看见》选录了“70后”诗人徐南鹏20多

年来创作的 160 多首诗歌。徐南鹏认为，写诗
是发现，是探索，也是救赎。生命的过程往往处
于两难境地，不向高处的美奋力攀爬，必然向
低处的黑暗坠落。通过写诗，可以发现万物之
美，探索人生奥义，同时校正自己的内心，让自
己不至于迷失在欲望的森林里。

吴思敬、梁鸿鹰、沉河、霍俊明等谈到，李
少君在诗歌写作上倡导回归自然，写出了一种
绰约的古典风韵。这些诗作表达了诗人在喧嚣
社会中对于宁静的向往，在主体破碎的语境中
对于主体性的追求。徐南鹏是一个沉静、自省
的写作者，在一种静观和沉潜中，对自我、生
命、存在、死亡等命题进行执著拷问。

本报讯 9 月 18 日，由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诗探索》杂志社联合
主办的“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入
校仪式”在京举行，慕白成为该校第 11 位
驻校诗人。在为期一年的驻校时间里，慕
白将跟随导师学习研究诗歌，并为学生们
举办讲座。

吴思敬、商震、刘福春、林莽、陆健、
孙晓娅、王益军等在发言中谈到，慕白的
诗立足于城乡结合部，承接着来自农村变
化的隐痛，注视着来自城市内部的恐惧，
诗人用精妙的语言将这些丰富的感受表达
了出来。慕白外表粗犷，内心却细腻敏
感，而他的诗歌也是如此，时而激荡呐
喊，时而温缓低语。但无论是什么风格的
作品，慕白总将一份对人性的善意理解注
入其中。

慕白在入校仪式上说，写作需要给自
己和他人温暖，同时要学习对所有生命给
予最大的宽容和理解。写诗让他得以为心
灵寻到一方净土，让自己远离人世的狭隘
与堕落。写诗于他，是一种缘分、一份情
怀，让他得以认识很多善良、可爱的人。

（黄尚恩）

本报讯 由中国国家画院、陕西省文化厅主办
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陕西省国画作品展”于9
月 19 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新中国美术
家”系列展览对全国范围内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
画名家进行梳理和展示，研究他们的艺术成就，分析
作品的艺术价值，为弘扬当代美术的中国风格、中国
精神和中国标准，塑造时代经典作出自身的贡献。

近几年来，中国国家画院一直致力于当代艺术名
家档案的挖掘和整理。比如“岁月丹青”大型专题片，
将60余位70岁以上的老艺术家进行了集中呈现，抢
救性地收集了很多珍贵的文献、图片和视频资料；“南
北对话”大型展览，以对话的方式展示了一批60至70
岁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此次“新中国美术家”系列展
览也是此“三部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当代美术
的档案梳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陕西画坛在学院派教学、重大题材创作、理
论研究、画院建设、对外学术交流、青年画家扶持、基
层美术人才培训等各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取
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25日。 （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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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画作品展

弘扬“中国风格”

诗集《自然集》《我看见》首发

表达对美和宁静的向往

据新华社电 9 月 18 日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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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调研时强调，要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工作内容、领域、载体、对象
上抓好贯穿结合融入，全方位推进、全领域覆盖，把培育和践
行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细落小落实。

刘奇葆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把讲话精神的
学习作为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及时学、专题学、深入
学，抓好党委中心组学习，面向社会开展对象化、互动式的宣传
教育，使讲话精神转化为全党全社会的统一意志和实际行动。

刘奇葆指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今天，从现
在做起，坚持党员干部带好头、面向全民抓落实，在叫响做实
上下功夫，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学习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重点突出“中国道路”和

“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倡导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广泛开
展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平等观、公正观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倡导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深化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孝敬教育、诚信教育、勤劳节俭教育，广泛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倡导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要从家庭、学
校、企业、农村和机关抓起，找好切入点，大力培育传承优良
家风、校训、企业精神和乡贤文化，切实抓好党员干部“三严
三实”教育，打造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工作载体。要大力宣传
推广时代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广泛开展学习先进典型
活动，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刘奇葆强调，要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抓好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振兴地
方戏曲艺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要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深度融合，坚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
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刘奇葆在辽宁调研时强调

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