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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讯
!

月
"

日! 重庆文学院隆重
举行了"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的原创诗歌散文
朗诵会%

#$

多位重庆诗
人#作家济济一堂!以情
感真挚的作品! 激情澎
湃的朗诵! 唱响时代主
旋律! 向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

周年献礼!表
达了喜迎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的心声%

本次朗诵会是重庆
文学院组织的 "川陕革
命老区采风行$和"建军
%$

周年英模报告会$等
主题采风# 采访活动结
出的丰硕成果% 朗诵会
由青年诗人梅依然主
持!分为"寻找历史的脚
印$# "只为心中那一抹
红 $ # "砥砺奋进新长
征$ 三个篇章% 与会者
朗诵了杨柳散文 &你走
了 ! 我替你在人间活
下 '#李尚朝诗歌 &在朱
德家做客不遇'#唐力诗
歌 &枕着露珠入眠的
人 '!金铃子诗歌 &你是
否看到风'#吴景娅诗歌
&南岸'!吴佳骏散文&在
雁荡山游走'等作品%

重庆市作协党组书
记# 副主席辛华为朗诵

会点赞!他寄语广大诗人#作家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把人民作为文
艺表现的主体!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
鉴赏家和评判者!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
艺工作的天职%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院
长邓毅出席朗诵会 !他希望诗人 #作家
们不忘初心 !永怀崇高理想 !接力走好
新长征 !鼓励诗人 #作家们迈步在新长
征的路上 !以文字为犁铧 !躬耕生活 !

讴歌人民 !创造出思想具有穿透力 #审
美具有洞察力 # 形式更具创造力的好
作品% 俞 文

!军号嘹亮"""胡松夏军旅诗歌朗诵会#举行

本报北京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

%$

周年!进一步促进诗歌的繁荣
发展!由中国大众文化学会举办的"军号
嘹亮(((胡松夏军旅诗歌朗诵会$ 日前
在北京举行 !七月 #康桥 #李金明 #商泽
军 #王培静 #韩丽敏 #蔡诗华 #彭琼等诗
人# 作家应邀出席朗诵会并进行了激情
诵读%

近年来! 胡松夏积极致力于军旅诗
歌的创作 !先后推出了 &八月一日 ' &秋
收起义 '&战地黄花 '&铁血调 '等一批优
秀诗作 !出版了 &绿色笔记 '&烈火青山 '

&甲午 '等多部文学作品 !语言铿锵 !气
势磅礴! 实现了诗歌艺术与军旅文化的
巧妙结合! 被誉为新时期的优秀 "战士
诗人$%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出版
本报讯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

丛书'日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 丛书
由朱向前主编!共

""

册!包括&父亲的荒
原'&塞上曲'&营门望'&雾天的行军'&万
里奔袭 '&死亡重奏 '&白月梅与白毛女 '

&待风吹'&红炉一点雪'&冰排上的哨所'

&追赶影子的景军'等作品!辑合了王凯#

王棵#王甜#卢一萍#李骏#西元#朱旻鸢#

徐艺嘉#曾剑#曾浩#裴指海#魏远峰等当
代军旅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所属军种涵
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

队#联勤保障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
战区!集中展示了新世纪以来中短篇军旅
小说创作状况和青年军旅作家的整体风
貌% 作者深入演训一线!紧贴火热的战斗
生活! 既展现革命历史又紧扣时代脉搏!

既书写英雄又刻画基层官兵!把军营生活
的丰富性呈现出来%书中不仅有建军历史
上发生的感人至深# 催人奋进的故事!也
有广大官兵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强军
梦#奋力拼搏#梦想成真的动人篇章!刻画
了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形象%

黄阿忠新作$悠游思语%面市
本报讯 沪上知名画家#作家黄阿忠

新作&悠游思语'近期由文汇出版社推出!

该书是黄阿忠近年来绘事活动思索探微#

直抉堂奥的艺术评论和徜徉世界艺术园
地的主题游记类作品集!其中还包括作者
艺事活动艰难历程的回顾文章% 全书图
文并茂!形式感强!由绘悟#行迹#游观#画
语四个部分组成!具有"画中话和话中画$

的特色%

在书中! 作者阐述了中国画和西洋
绘画的关系! 并在中国画论方面提出了
诸多新颖的观念 !比如 "外师造化 !中得
心源$!"象外之象$"离形去智$) 强调中

国画要特别注重意境和气韵!水墨精神!

重在用水! 却又要惜墨如金!"纸上数朵
花 !全靠水当家 $等 !对中国画创作具有
建设性意义%

黄阿忠在从事绘画研究与创作的同
时!还用大量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创作了不
少文学作品% 他的文字朴素平和却又充满
感情!颇能打动人心% 在本书的"画语$部
分! 作者将各个精炼的艺事随笔和简略的
艺事感悟有机构成!虽没有题目!但一画一
语!一画一悟!是作者最为真切的"画语录$

和"画中话$!活泼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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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

!

月
+

日!第十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经投票表决!产生
"!

部获奖作品%

小说获奖作品为*董宏猷&一百个孩
子的中国梦 '#麦子 &大熊的女儿 '#张炜
&寻找鱼王'#萧萍&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

欢唱反调 '#张之路 &吉祥时光 '#彭学军
&浮桥边的汤木'#史雷&将军胡同')诗歌
获奖作品为*王立春&梦的门')童话获奖
作品为*郭姜燕&布罗镇的邮递员'#吕丽
娜&小女孩的名字'#汤汤&水妖喀喀莎'#

周静&一千朵跳跃的花蕾')散文获奖作品

为*殷健灵 &爱(((外婆和我 ')报告文学
获奖作品为* 舒辉波 &梦想是生命里的
光')科幻文学获奖作品为*王林柏&拯救
天才'#赵华&大漠寻星人')幼儿文学获奖
作品为*孙玉虎&其实我是一条鱼'#李少
白&蒲公英嫁女儿'%

以
新
角
度
探
索
研
究
&白
马
湖
作
家
群
'

本 报 讯 朱 自
清 #丰子恺 #夏丏尊 #

叶圣陶,,这些镌刻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
字! 都曾齐聚于浙江
上虞的春晖中学 !以
文会友#品茗谈艺%春
晖中学三面环山 !中
间有湖! 若从天空航
拍! 中间湖与四周大
大小小的湖面连结 !

似一匹奔腾的白马 !

是谓白马湖% 而这群
作家也因散文中相同
的旨趣而被后人称之
为"白马湖作家群$%

!

月
,

日! 由巴金故居
主办的憩园讲坛之
"海上听湖音(((白
马湖作家群的人与
文$ 在上海大隐精舍
举办!研究者朱晓江#

郑国民通过对代表作
家代表作品的研究与
赏析! 引领读者进入
白马湖畔的文人世
界%

何谓 "白马湖作
家群$- 其实!这个问
题至今仍处于争辩
中% 夏丏尊的 &白马
湖之冬 '# 朱自清的
&春晖的一月 '&白马
湖'对白马湖的建筑#

火车的笛声等点滴生
活进行了记录与描
写 % 但朱晓江表示 !

仅以"共同生活#工作
的地方$ 来定义这个
作家群是不足的% 他
不认可现在通常的看法! 认为这批作家
是因为有共同的创作风格才被归为一个
群体%"清新#质朴#隽永$曾被认为是"白
马湖作家群$共同的创作风格!但朱晓江
通读每个作家的文集后发现! 这种共同
的创作风格其实并不存在%他表示!以丰
子恺#朱自清为例!前者散文用语不重雕
琢!以口语入文!内容上多文化反思!洒
脱悲悯) 后者散文尤其早期散文用语华
丽精工!融入西洋特色)再如叶圣陶!散
文类别更为丰富!既有时论!又有中学生
读本!还有怀乡的美文!时论激越!美文
优美% 这些作家的风格有如此明显的不
同!当然不可以一概而论%但他们既然共
同被归于"白马湖作家群$名号下讨论!

也必然是有其原因的%

朱晓江认为! 之所以将这些作家归
结为一个群体! 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文化
理想*对人的关注% 正如叶圣陶在&开明
书店二十周年' 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在
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
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
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 对人
的关注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格
教育 #艺术教育 !夏丏尊 #叶圣陶有 &文
心'#朱自清有&欧游杂记'#朱光潜有&给
青年的十二封信'等!这群作家专门写了
许多中学生读物! 对现代教育投入了极
大的热情! 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形成产
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这群作家注意
到了现代社会体制对于人性的压制% 朱
自清的&背影'一文写父亲攀爬月台的场
景! 那沉重的身影传达出的是人性在当
时的时代中被压迫的悲痛%他在&子恺漫
画'序言中也表示!丰子恺的漫画一类是
表现诗意#表现人生情趣的!一类则"搀
上了胡椒末$!表达对社会的批评% 这群
作家都发现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性的压
迫!尝试用"审美的态度$去解决问题!所
以才被称为"白马湖作家群$%

见习记者 袁欢 本报记者 金莹

!王学芯诗歌研讨会#在宁举行
本报南京讯 近日! 由南

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钟山'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王
学芯诗歌研讨会$ 在南京大学
举行%王彬彬#贾梦玮#唐晓渡#

罗振亚#张清华#何言宏#何平#

杨斌华#张德明#何同彬#李章
斌等诗人#评论家出席!傅元峰
主持研讨%

王学芯
'%((

年开始发表
诗歌作品!曾参加&诗刊'第十
届青春诗会! 出版有 &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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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美丽'.

&**-

/#&文字的
舞蹈'.

&**+

/等多部诗集!最近
几年迎来诗歌创作的活跃期!

不仅先后出版 &间歇'.

&*'+

/#

&飞尘'.

&*'.

/#&可以失去的虚
光'.

&$"(

/ 等多部影响深远的
诗集!而且先后获得

&$",

年度
&十月' 诗歌奖#&诗选刊'

&$".

年度诗人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在研讨会上! 唐晓渡首先
简要回顾了王学芯的诗歌创作
之路!并敏锐地指出!王学芯的
诗歌在风格上是白热和冷硬兼

具! 反省和揭示以及由此呈现
的自我分裂构成了他的作品本
身的丰富性#复杂性%罗振亚从
"日常诗学的建构$"逐渐强化
的知性品质 $"浓郁的文人气
息$ 三个方面分析了王学芯的
诗歌特质% 张清华认为王学芯
的诗歌是一种向内的写作!沉
湎于自我的精神生活是他写作
的基本源泉% 何言宏特别强调
了王学芯作品中"光$的意象!

指出他非常善于用这种光来洞
穿文本的世界% 杨斌华提醒诗

人不要过多受批评圈命名的影
响!而是要自我命名%张德明从
"诗人与地域的关系$ 出发!提
出王学芯的诗歌既有一种江南
特质!也有着明显走出江南#超
越江南的自觉%何平以"用诗歌
的方式呈现老境$ 来评价王学
芯近年来的创作! 认为他非常
难得地学会了"衰老$!知道如
何与自己的"老境$相处!并且
用诗歌成功地表现出来% 何同
彬认为王学芯的写作很有效地
构筑了一个来源于江南又游离
于江南的精神国度% 李章斌认
为王学芯的诗歌很优雅! 并有
着一种关于 "智性$和"神性$

的渴求! 希望王学芯能将这种
"智性$和"神性$真正进入诗人
自我!内在地进行追问和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