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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在
北京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评奖自今年 2 月启
动，至 8 月 11 日产生了 7 个奖项的 34 部获奖作
品，历时半年。参评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
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
学翻译，反映了 2010 至 2013 年 4 年间我国各文
学门类的创作实绩。日前，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李敬泽就本次评奖工作接受了本报专访。

记 者：近年来中国作协对几个文学奖的评
奖条例相继作出了修订，与往届鲁迅文学奖评奖
相比较，本届评奖有哪些新的变化？是基于怎样
的考虑作出这些调整的？

李敬泽：今年年初，中国作协书记处在几年
来评奖改革的基础上对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做
出了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评选宗旨和标准做了进一步完善。
比如强调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要体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要重点关注讲述中国故事，表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优秀作品；鼓励
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评论作品；鼓励追求
信、达、雅的翻译作品。各奖项的具体参评要求
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更明晰的界
定。

第二，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年限由 3 年改为 4
年。同时规范了各奖项名称，明确表述为鲁迅文
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
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和文学翻译奖。

第三，在评奖程序上做了一些重要调整。包
括：取消初评环节，各评奖委员会自始至终直接

面对参评作品；明确了提名作品，各评委会经过
认真讨论和逐轮投票，产生不超过 10 篇（部）提
名作品并且向社会公示；实行实名投票，产生获
奖作品的实名投票情况与评奖结果一并公布；引
入公证制度，产生提名作品和获奖作品的投票由
国家法定公证处公证。

第四，在评奖纪律方面，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了回避制度，即参评者及其亲属、参评作品的责
任编辑及其亲属，不得担任各评奖委员会委员和
评奖办公室工作人员；参评作品发表和出版单位
的负责人、参评作品的特约编辑、参评作品所在
丛书的主编，不得担任该作品参评奖项的评奖委
员会委员。

记 者：本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是怎样
组成和工作的？如何对整个评奖过程进行监督？

李敬泽：鲁迅文学奖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评奖
委员会，而是由7个评奖委员会比如中篇小说奖
评委会、理论评论奖评委会、文学翻译奖评委会
等负责各自体裁和门类的评选。它们是独立工
作，互不相关的。按照评奖条例的规定，各评奖
委员会的委员由中国作协书记处聘请作家、理论
评论家、编辑家、翻译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担
任。在选择评委的过程中，我们统筹考虑了各种
因素。首先是考虑评委的专业声望，对这个体裁
和门类创作情况的了解、熟悉程度；除评论家外，
我们还特别希望邀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担
任评委。同时，还要严格贯彻回避原则，很多人
选由于回避原因最终不能参加评委会。此外，也
适当考虑了评委的地域分布等因素。

组成评委会后，首要的工作当然是阅读。评
委们得到了参评作品的完整电子版，从6月中旬
开始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阅读，然后各评委会于
7 月 29 日举行会议，讨论、投票，直到 8 月 11 日，
产生获奖作品。

整个评奖工作在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领导下
进行。对评奖工作的监督主要通过纪律监察组
完成，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监
督遵守评奖纪律的情况，保证评奖公正；二是确
保整个评奖过程严格按照评奖条例所规定的程
序进行；三是负责受理社会各界在评奖过程中
的反映。

记 者：本届评奖实行了实名投票，以及公
开评委的最终投票情况的做法，这样做是否有利
于保证评奖的公正和公平？

李敬泽：实名投票和投票情况公开，这种做
法是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实行的。这一
次的鲁奖评选，我们对具体做法进行了一些调
整。比如为了保证评委有一个安静的不受干扰
的工作环境，这次只是在公布最终结果时公示了
最后一轮的投票情况，这时评奖已经结束了。公
布实名投票情况，在文艺类评奖中只有茅奖和鲁
奖，今后还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改进完善。对评
委来说，这种做法当然构成了压力，我这一票亮
在这里，既对所选的负责，同时也对不选的负
责。整个评奖过程是持续的高强度工作，评委们
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严
格遵循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宗旨和标准，经过坦
诚、深入的讨论，最终以庄重的公开投票达成共

识，保证了评奖的公平和公正。他们的工作充
分显示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以及他们的专业水
平和职业操守，我对我们的评委们深怀敬意。

记 者：请由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情况
简单谈谈您对评奖年限内我国文学创作基本状
况的看法。

李敬泽：鲁迅文学奖评奖走过了近 20 年的
历程，影响日益扩大，不但文坛瞩目，社会关注度
也越来越高。本届评奖符合条件的参评作品有
1359篇（部），比上届多出三分之一，这表明各体
裁、各门类的写作者对参与鲁奖评选的热情和积
极性不断提高。

从获奖作品来看，本届评奖生动地反映了中
国文学近年来繁荣发展的态势。作家们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在题
材、主题、风格上做出了各具特色的探索。这
34 部获奖作品有力地表明，中国文学与时代同
行，与人民同心，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充沛的
正能量的。

从获奖者来看，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界总体面
貌的缩影，其中有徐怀中、贺捷生这样创造力旺
盛的老作家，而格非、王跃文、黄传会、大解、刘亮
程、周晓枫、孟繁华、程德培等等一批实力雄厚、
成就卓著的中年作家评论家构成了获奖者的主
体，徐则臣、张楚、滕肖澜等人的获奖则体现了青
年作家的成长和成熟。

记 者：作为评委，在参与评奖的过程中您

有没有什么遗憾，有没有遇到自己看中的作品不
能获奖的情况？

李敬泽：在评奖结束的那一刻，水落石出，成
就感总是难免伴随着某种遗憾。每个评委都可
能会为自己心仪的某个作品落选而抱憾。在这
4 年时间里，文学创作、理论评论和翻译都出现
了许多优秀作品，但顶多只能从中选出 5 篇

（部），这一定是困难甚至痛苦的。而且评奖是一
个民主过程，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各种各样
意见的探讨和争论。实际上，各评委会围绕具体
作品的讨论常常是很激烈的，有时你能说服别
人，有时你被别人说服，有时你既说服不了别人
也没有被别人说服，作为这个民主过程的参与
者，尽管也许会有遗憾，但我想大家都会充分尊
重最终投票的结果。

中国文学创作实绩的最新检阅
——访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本报记者 李晓晨

第一届至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5-1996）
《父亲是个兵》，邓一光；《小的儿》，林希；《挑担
茶叶上北京》，刘醒龙；《年前年后》，何申；《涅
槃》，李国文；《天知地知》，刘恒；《没有语言的生
活》，东西；《黄金洞》，阎连科；《天缺一角》，李贯
通；《双鱼星座》，徐小斌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5-1996）
《老屋小记》，史铁生；《雾月牛栏》，迟子建；《赵
一曼女士》，阿成；《镇长之死》，陈世旭；《哺乳期
的女人》，毕飞宇；《心比身先老》，池莉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5-1996）
《锦州之恋》，邢军纪、曹岩；《灵魂何归》，杨黎
光；《黄河大移民》，冷梦；《黑脸》，一合；《恸问苍
冥》，金辉；《没有掌声的征途》，江宛柳；《东方大
审判》，郭晓晔；《温故戊戌年》，张建伟；《淮河的
警告》，陈桂棣；《大国长剑》，徐剑；《敦煌之恋》，
王家达；《共和国告急》，何建明；《走出地球村》，
李鸣生；《开埠》，程童一等；《毛泽东和蒙哥马
利》，董保存

全国优秀诗歌奖（1995-1996）
《生命是一片叶子》，李瑛；《今天没有空难》，匡
满；《韩作荣自选诗》，韩作荣；《在瞬间逗留》，沈
苇；《鸟落民间》，张新泉；《狂雪》，王久辛；《寻觅
光荣》，辛茹；《拒绝末日》，李松涛

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1995-1996）
《我的家在哪里》，冰心；《赋得永久的悔》，季羡
林；《牵牛花蔓》，严秀；《半月随笔二集》，雷加；

《郭风散文选集》，郭风；《烟水江南绿》，艾煊

全国优秀散文奖（1995-1996）
《何为散文选集》，何为；《春宽梦窄》，王充闾；
《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周涛；《女人的白
夜》，铁凝；《秋白茫茫》，李辉；《皇天后土》，周同
宾；《从这里到永恒》，赵玫；《羊想云彩》，刘成
章；《湮没的辉煌》，夏坚勇；《两种生活》，斯妤

全国优秀杂文奖（1995-1996）
《微言集》，林祖基；《何满子杂文自选集》，何满
子；《邵燕祥随笔》，邵燕祥；《韩羽杂文自选集》，
韩羽；《世象杂拾》，唐达成

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1995-1996）
《认识老舍》，樊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学
价值论》，敏泽；《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
国文学思潮变迁论》，陈伯海；《论鲁迅与林语堂
的幽默观》，曾镇南；《茅盾几部重要作品的评价

问题》，邵伯周

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1993-1996）
陈占元、金克木、黄源、刘辽逸、吕叔湘、施蛰存、
孙绳武、伍孟昌、朱维之、陈冰夷、齐香、方平、金
隄、蒋路、磊然、李芒、钱春绮、孙家晋、唐笙、辛
未艾、袁可嘉、叶水夫、郑永慧、草婴、任溶溶

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1993-1996）
《华兹华斯抒情诗选》，杨德豫/译；《艾青诗百
首》，燕汉生/译；《浮士德》，绿原/译；《修道院纪
事》，范维信/译；《莱蒙托夫全集２·抒情诗Ⅱ》，
顾蕴璞/译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7-2000）
《梦也何曾到谢桥》 叶广芩
《被雨淋湿的河》 鬼 子
《永远有多远》 铁 凝
《吹满风的山谷》 衣向东
《年月日》 阎连科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7-2000）
《鞋》 刘庆邦
《清水里的刀子》 石舒清
《吹牛》 红 柯
《厨房》 徐 坤
《清水洗尘》 迟子建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7-2000）
《落泪是金》 何建明
《远东朝鲜战争》 王树增
《西部的倾诉》 梅 洁
《中国863》 李鸣生
《生死一线》 杨黎光

全国优秀诗歌奖（1997-2000）
《羞涩》 杨晓民
《曲有源白话诗选》 曲有源
《地球是一只泪眼》 朱增泉
《西川的诗》 西 川
《纯粹阳光》 曹宇翔

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1997年-2000）
《大雅村言》 李国文
《山居笔记》 余秋雨
《精神的归宿》 朱铁志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张抗抗散文》 张抗抗

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1997-2000）
《“五四”文化革命的再评价》 陈 涌

《一九O三：前夜的涌动》 程文超
《12个：1998年的孩子》 何向阳
《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韩子勇
《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 钱中文

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1995-1998）
《济慈诗选》 屠 岸/译
《堂吉诃德》 董燕生/译
《奥德赛》 王焕生/译
《秧歌》 董 纯/译
《圣殿》 陶 洁/译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2001-2003年）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玉米》 毕飞宇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好大一对羊》 夏天敏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上边》 王祥夫
《驮水的日子》 温亚军
《大老郑的女人》 魏 微
《发廊情话》 王安忆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中国有座鲁西监狱》 王光明 姜良纲
《宝山》 李春雷
《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 杨黎光
《西藏最后的驮队》 加央西热（藏）
《革命百里洲》 赵 瑜 胡世全

全国优秀诗歌奖
《野诗全集》 老 乡
《郁葱抒情诗》 郁 葱
《幻河》 马新朝
《幸存的一粟》 成幼殊
《娜夜诗选》 娜 夜（满）

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 贾平凹
《大河遗梦》 李存葆
《病隙碎笔》 史铁生
《独语东北》 素 素
《一个人的经典》 鄢烈山

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
《难度·长度·速度·限度
——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 吴义勤

《〈手稿〉的美学解读》 王向峰
《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 陈 超

《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 朱向前

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神曲》 田德望/译
《雷曼先生》 黄燎宇/译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2004-2006年）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心爱的树》 蒋 韵
《一个人张灯结彩》 田 耳
《喊山》 葛水平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师兄的透镜》 晓 航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城乡简史》 范小青
《吉祥如意》 郭文斌
《白水青菜》 潘向黎
《将军的部队》 李 浩
《明惠的圣诞》 邵 丽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天使在作战》 朱晓军
《部长与国家》 何建明
《用胸膛行走西藏》 党益民
《中国新教育风暴》 王宏甲
《长征》 王树增

全国优秀诗歌奖
《喊故乡》 田 禾
《看见》 荣 荣
《行吟长征路》 黄亚洲
《大地葵花》 林 雪
《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于 坚

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山南水北》 韩少功
《辛亥年的枪声》 南 帆
《乡村记忆》 刘家科
《遥远的天堂》 裘山山

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
《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

李敬泽
《无边的挑战
——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本）

陈晓明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 欧阳友权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雷 达
《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 洪治纲

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别了，我的书》 许金龙/译
《笑忘录》 王东亮/译
《斯特林堡文集》（五卷） 李之义/译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2007-2009年）

中篇小说
《最慢的是活着》 乔 叶
《国家订单》 王十月
《手铐上的蓝花花》 吴克敬
《前面就是麦季》 李骏虎
《琴断口》 方 方

短篇小说
《伴宴》 鲁 敏
《老弟的盛宴》 盛 琼
《放生羊》 次仁罗布
《茨菰》 苏 童
《海军往事》 陆颖墨

报告文学
《震中在人心》 李鸣生
《生命的呐喊》 张雅文
《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 关仁山
《解放大西南》 彭荆风
《胡风案中人与事》 李洁非

诗歌
《烤蓝》 刘立云
《向往温暖》 车延高
《李琦近作选》 李 琦
《柠檬叶子》 傅天琳
《云南记》 雷平阳

散文杂文
《藏地兵书》 王宗仁
《路上的祖先》 熊育群
《风行水上》 郑彦英
《王干随笔选》 王 干
《病了的字母》 陆春祥

文学理论评论
《五种形象》 南 帆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张 炯
《想象与叙述》 赵 园
《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 高 楠 王纯菲
《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
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 谭旭东

文学翻译（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