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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习武儿童文学研讨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沈习武儿童文学作品研讨

交流会日前在江苏省宿迁市实验小学举

行。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韩松林、党组成

员贾梦玮、副主席祁智，宿迁市政协副主

席裴承前以及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刘秀

娟、徐妍、谈凤霞、岳雯、田俊等参加研讨

会， 并与宿迁实小的四百多名师生们进

行了现场互动交流。

韩松林对沈习武多年来笔耕不辍，创

作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给予充分肯

定。 刘秀娟认为，沈习武的作品散发着童

话本来具有的简洁的、原初的力量，读起来

非常具有冲击力，同时又饱含着温柔与善

意。徐妍认为，沈习武接续了童话写作的一

贯使命，在当下社会现实中反映儿童关注

的永恒母题，同时对逃离、冒险的经典故事

模式的“复活”顺应了儿童的天性。 岳雯认

为，阅读沈习武的作品，能够获得审美享

受，获得精神鼓舞。 谈凤霞表示，沈习武着

力表现动物与人类的亲密关系，寄托人与

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诉求。祁智认为，沈习

武的作品是对生活的感悟，讲述的故事有

着浓浓的乡土气息。田俊认为，沈习武的作

品不仅仅是靠写作技巧，更多的是包含真

情，有着非常丰富的细节感。

沈习武是宿迁市宿城区蚕种场小学

的一名老师。 多年来，他坚持儿童文学创

作，出版了《狐狸的集市》等一系列深受少

年儿童喜爱的文学作品，入选国家“三个一

百”原创图书等，曾获上海国际童书展“金

风车”最佳图书奖等奖项。 沈习武表示，将

始终坚持“写出深受孩子喜爱的并非常有

价值的作品”创作导向，认真对待每一个文

字，更多融入中国元素。研讨会由江苏省作

协、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本报记者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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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5 期南京远东书局出版各类著作
凡出版图书作者均赠送下年度《文学报》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于 2000 年 1 月，18 年来， 与全国多家

出版社和杂志社合作，为全国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编辑、策划、

出版各类专著并发表学术论文提供服务。卓越品牌，值得信赖！

现继续征稿：

一、凡社科、文学、艺术、理论专著，方志、家谱，科研、教学、

医学等作品均可出版。 使用正版书号，独立 CIP 数据，图书出

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验证。

二、为各类学术论文发表提供期刊园地。

三、作者将定稿作品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可签订

出版合同，出版社及杂志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图书作品，安排在《文学报》等报刊

发布书讯。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出版收费低廉。 图书

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

期有效。 有意出版个人专著者请联系：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13813939988

投稿信箱：yd368@126.com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永智路 6 号

A 座 1002B 南京远东书局

南京远东书局新书讯

读千册好书 观百态人生
大地回春（长篇小说） 陈德民著

黄铁男自选集（综合文集） 黄铁男著

江明草书唐诗宋词 600 首（书法） 薛江明著

天道酬勤（小说） 顾师萍著

公平场旧事（小说） 何忠汉著

语言的心境（综合文集） 包光寒著

一招致胜的妈妈（纪实文学） 施伯冲著

河流与柴禾（散文集） 伍里川著

金陵馨语（散文、诗歌） 张晓强著

人若有情是沧桑（长篇小说） 王履辉著

心灵之旅（随笔） 凌 烨著

大地芳华（诗集） 金晓洪著

文郁集（长篇小说） 许文郁著

雅俗堂主随笔录（随笔） 王凤祥著

古今名人名联集解（楹联集） 丁荣凡著

趟过岁月的长河（文史） 蒋以龙编

欢迎订购 敬请投稿

咨询电话：025-521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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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傅逸尘主编的 《“新

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丛书日前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丛书聚焦以李亚、

王凯、王甜、西元、丁晓平、曾剑、裴

指海、卢一萍、海飞、杨献平、董夏青

青等为代表的一批“70 后新生代军

旅作家”，关注他们在文学叙事及语

言上的成长与突破。 主编傅逸尘自

2014 年起，便在杂志上以专栏形式

推出 “新生代军旅作家对话录”，经

过长期的跟踪研究 ， 此次推出的

《“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丛书，

兼顾阅读与研究， 是一套较为系统

研究、评论、推介“新生代军旅作家”

群体的专著。

傅逸尘在序言中指出， 这一批

作家在军旅生活伊始便恰逢中国新

军事革命浪潮， 在历史性巨变背景

之下， 他们以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

角， 观照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

感状态， 为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写

作开拓了资源和面向。 同时， 他也

指出“‘新生代军旅作家’还处在生长期，存在

着气象格局的狭小与未来生长的瓶颈” 的问

题。在更新迭代的节点上，他希望这套丛书的

出版，能以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高贵优雅的

文学气质， 全面展示年轻一代军旅作家的整

体水平和创作风貌， 也为广大读者及研究者

感知军旅文学现状提供参考版本。

首届“周浦杯”全国诗歌征文大赛
优秀作品朗诵会举行

本报讯 9月 19日，由上海浦

东新区作家协会和周浦镇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首届“周浦杯”全国诗

歌征文大赛优秀作品朗诵会举行。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人民

文学》杂志副编审杨海蒂、《大河》诗

刊主编高旭旺，周浦镇党委副书记

贡柳兰，以及褚水敖、张烨、季振邦、

朱金晨、杨斌华、徐芳、杨绣丽、孙琴

安、严志明、金晔、苏卫红、周俊、朱

平红、岑毅等来自全国多地的诗人、

评论家以及周浦镇社区文学爱好

者 400余人参加活动。

本次诗歌征文大赛旨在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文

艺思想，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浦东开发开放 28 周年，传承弘

扬中国诗歌文化，组织广大诗人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抒写出接地气、

有温度、有质量的时代作品。

叶延滨表示，新时代诗歌在继承

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既需要不断锤炼

语言，力图创新，提升技艺，又应当与

现实生活、与人民的心灵世界紧密相

连。诗歌是时代的写照，广大诗人要从

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努力写出展现时

代风貌，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佳作。

浦东新区作协常务副主席严志

明宣布大赛优秀作品获奖名单。 据

悉，本次大赛历时近三个月，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文学爱好者

投来的 700 多首诗歌， 经过初评、

复评和终评环节， 共评出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

奖 6名，入围优秀奖 9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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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讯 由北京市朝阳区文联出

品， 作家红孩围绕北京一城三带大运河之萧

太后河创作的中国首部散文话剧《白鹭归来》

日前在北京二十一世纪剧院公演。 该剧借助

多媒体手段， 融合京剧等艺术表现形式，以

“形散神不散”的特点，展现北京地域文化特

色，呼吁人们传承历史文化，关注首都发展。

《白鹭归来》系红孩利用散文的创作手

法撰写，回首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剧

中以一个“海归”女学生的视角，围绕建设

改造、拆迁、劳动力安置等城市发展中的现

实问题，以及对知青林、金牛塑像等文化地

标的保护，展现北京的发展和变化，唤起人

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美好生活的热

爱。 而白鹭则是一种象征， 既是对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呼唤， 也是对海外游子回国

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推动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

呼唤。 本剧的亮点还在于塑造了新农民形

象， 既是富裕起来的农民对新时代美好生

活的呼唤， 也昭示着社会主要矛盾由向物质生活

看齐而转向对精神生活的提升与渴望。

告读者
为欢度国庆，本报 10 月 4 日休刊，

10 月 11 日照常出刊。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