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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高校新开实体书店迎来新
气象，继陇上书店（华东理工大学）、

同济书店（同济大学）、泮溪书店（上
海大学）、钟书阁对外经贸店（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之后，位于华东师范大
学中北校区的大夏书店在 2018年
末“压轴”登场，开业仪式上，各路嘉
宾齐聚一堂，见证这家高校书店的正
式亮相， 一个人文汇聚之地的诞生。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炯、华
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曹友谊、上海
作协副主席孙甘露、普陀区文化局副
局长顾忆红、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悦出席了开业仪
式并讲话。仪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董事长、社长王焰主持。

徐炯对大夏书店正式加入上
海的书店版图，成为沪上又一令人
瞩目的文化地标表示祝贺。 他指
出，近两年，上海持续深化文化产
业发展政策，2017 年 “上海文创
50 条”和《关于上海扶持实体书店
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颁布，为进一
步夯实实体书店，尤其是校园书店
的生态发展环境提供了更为有力
的政策和环境保障。徐炯在讲话中
强调了实体书店在文化建设和阅
读推广中的引导作用，也对大夏书
店 提 出 了 祝 愿 与 期 望 ： “作 为
2018 年压轴出场的一家实体书
店，我希望大夏书店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势资源，将社会责任和科学发
展充分结合，打造大夏书店独特的
文化品牌， 办成一家有灵魂的书
店，成为读书人心中的丰碑。 ”

曹友谊指出，华东师范大学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校园文化建
设”的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大夏
书店”是华东师范大学打造“优雅学

府”、建设“书香校园”的重要举措，

也是华东师大出版社打造书业文
化品牌、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成果。

孙甘露表示，上海作协与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渊源颇深，“华东师大
作家群”成为一个现象，也有一些作
家在作协任职。近年来作协在阅读推
广、实体书店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
成果， 今后将与大夏书店建立合作，

联合作家、学者，把阅读推广工作做
好。 “这是一家真正的校园书店，着眼
人文精品与通识教育，可以看出华东
师大出版社的雄心与追求。 ”

早在 2017年初，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就启动了“大夏书店”项目，

在 200余平方米的空间里， 实现经

营图书 1万余种，兼营咖啡与文创产
品，在试营业期间举办的“校友开放
日”“书人书话”“作家签售会”“青年
论坛” 等十多场活动也广受外界好
评，如今大夏书店正式开业，不仅为
广大师生、 读者提供了一处舒适、幽
雅的阅读场所，也为华东师大这所优
雅学府增添了一处智慧空间。 “希望
大夏书店成为师大、普陀区乃至全上
海的人文汇聚之地。 ”王焰在谈及大
夏书店的定位时表示，为学者、作者、

读者提供一个好书汇聚的场所，一个
文化交流、交际的人文空间，是建设
大夏书店的初衷。

记者获悉，基于“阅读人文通
识，拓展知识边界”的理念，大夏书

店即将推出三大活动系列。 “江南
文化系列”邀请学者与读者共话江
南，推动江南文化在社会层面的传
播，为上海“文化品牌”建设贡献力
量；“大夏读书会”系列将集聚华东
师大、 上海乃至全国的专家资源，

定期举办主题化人文活动，让优质
的内容从高校辐射到社会，发挥高
校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聚焦
通识教育的“大学之道”系列也将
在大夏书店焕发新的活力。作为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化活动品
牌之一，“大学之道” 意在贯通中
西 ，兼容并包，让教育的意义超越
“术” 的功利层面， 蕴含着出版社
“大教育”的出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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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儿的精神、勇气和想象力，依然值得后人学习
本报记者 傅小平

“弄潮杯”2018 年度人民文学奖杭州颁出

老作家徐怀中因身体不便，未能亲临

“弄潮杯”2018 年度人民文学奖的颁奖现

场。 但在为颁奖录制的视频中，他回忆了

和《人民文学》杂志跨越半个世纪的缘分。

他谦称， 他发表于该杂志 1980 年第一期

上的 《西线轶事》， 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

口，但这个普普通通的短篇，在他的写作

道路上画出了一条界限。 “我的这个小酒

杯在曲水流觞的夹缝里绕来绕去多少年，

才终于找到了出口，否则我不能设想自己

能写出发表在 《人民文学》2018 年第六期

的《牵风记》。 ”

徐怀中自言的普普通通的 《西线轶

事》， 却有着极不普通的履历。 1979 年年

初，他忽然接到去云南前线作战地采访的

命令。 当时他大病初愈，刚刚出院，身体很

虚弱，赶着叫人做了一包中药丸，提着就

上了飞机。 走在舷梯上的时候，看见时任

《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向他大喊：你的第

一篇作品一定要给我！ 徐怀中应道：好，保

证完成任务！ 这篇作品就是《西线轶事》。

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他在该杂志发表的第

一篇作品，也正是它开启了中国军事文学

的新篇章。

正因为徐怀中为新时期文学及《人民

文学》杂志做出的特别贡献，他获颁该杂

志今年特设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

献奖。 同获该奖的还有作家王蒙、蒋子龙

和刘心武。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

四位前辈作家， 曾在新时期文学发轫阶

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打开了

我们的眼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赋予我

们新的感受、 想象和认识生活的方式，他

们是真正的弄潮儿，他们真正做到了领时

代之先。 “回望四十年来路，他们开辟的文

学道路， 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容易、那

么理所当然，他们的弄潮儿般的精神和勇

气，对于未来、创造的巨大想象力，依然是

我们现在要学习、保持的。 ”

也正是从这几位前辈作家身上 ，《人

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品味到了“创造”两个

字。 在颁奖当天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上，施

战军在梳理了四位老作家对当代文学的

重要贡献与写作经验后感慨道，他们的作

品体现了创造的美感和力量。 “因为创造，

他们备受尊重，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 ”

他以此勉励年轻的写作者，每项事业都是

打拼出来的，许多作家都经历过从痛快淋

漓到陷入瓶颈的过程， 面对这种挑战，他

主张作家们应与活生生的中国大地进行

精神上的对接、 对话， 并发生化学反应，

“你的脚得走过去， 把创作和活生生的现

实连接起来”。

《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坤“剧透”的王蒙

的生活细节，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像王蒙

这样的前辈作家是怎样在生活中，在文学上

数十年如一日执着行走的。 徐坤举例说，王

蒙有时会第一时间给她转发新闻资讯，反应

比许多年轻人都快。 “他来杭州坐了很长时

间飞机，但休息一会就‘满血复活’，还兴冲

冲展示昨日步数 8999步， 打败了 70%的用

户，又坚持慢走、跑步、游泳等。 ”

如徐坤所说，这几位作家不仅在文坛

独树一帜， 在朋友圈里也是不甘人后、老

当益壮。 虽然已是笔耕不辍的 “劳模 ”，

2019 年还将在《人民文学》推出 5 万多字

的小说新作《生死恋》，王蒙笑言在徐怀中

面前，还是得“继续夹起尾巴 ”，“他 90 岁

了还写出新长篇，我那骄傲自满的情绪被

压得结结实实，九十高龄啊！ 开玩笑啊！ ”

王蒙表示，现在仍然在编辑的鞭策和批评

督促下不敢懈怠。 “我要以徐怀中为榜样，

只要还活着，希望也能写到 90 岁。 ”

76岁的蒋子龙调侃自己这些年本来已

经进入晃晃悠悠的半退休状态， 写作是兴

之所至的事， 锐气也钝了， 经常为琐事中

断，想偷懒的时候就不写了。 “到杭州后，看

到徐怀中先生和王蒙先生的创作状态，顿

觉前有榜样，后有追兵。 我在台上屁股都坐

不住，本来挺享受的，结果是挨鞭子。 这种

两头夹攻的感受，让我不敢松懈。 ”他表示，

今后还得使劲“卖把老力气”。

同样已届 76 岁高龄， 刘心武的创作

仍在不断扩展新的领域。 现在的他，不但

愿意参与喜马拉雅等一些新的文学传播

平台，而且还在尝试给孩子们讲授古典文

学。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路人，他深感每

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应该感

谢改革开放，感恩改革开放，并且尽自己

的力量去推进这个历程。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感慨，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涌现出很多作家。 这一路上，有一

直坚持到现在的，有掉队的，有转向的。 这几

位前辈作家，确实是领风气之先，四十年没

有间断写作， 他们是这段历史的全程参与

者。 特别值得后辈作家学习的，是他们已经

有了很大成就，却从来没停止写作。 阎晶明

表示：“来路还很长， 在作家们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文学将会取得更大成就。 ”

“人民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一项重

要的文学奖， 自 1986 年首次评奖以来已

有三十多年历史。 除四位老作家获本年度

“弄潮杯” 人民文学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特别贡献奖外，笛安、李凤群获长篇小说

奖，季宇 、林森获中篇小说奖，薛舒、裘山

山获短篇小说奖，鱼禾、汪民安获散文奖，

臧棣、张远伦获诗歌奖，欧阳黔森、李彦获

非虚构作品奖， 蒋一谈获特殊文体奖，来

自英国的陶丽萍和来自奥地利的维马丁

获翻译奖。 麦家获海外影响力奖。

在颁奖现场，麦家表示 ，国家有了海

外影响力，作家才能有海外影响力。 文学

已经成为中外民间交流的最佳渠道之一。

他坦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

迅速崛起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广泛参与，令

世界舞台更渴望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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