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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防疫阻击战中值得铭记的时刻

同舟共济，文学界在行动

本报讯 近日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举国上下。 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全国人民心系湖北和武

汉， 全国文学界深切关注着湖北广大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抗击疫情，文学界在行动。

1 月 31 日， 中国作协和山东作协向

湖北作协捐赠的 1.5 万只医用外科口罩

送达武汉。 这是湖北作协收到的首批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捐赠

物资。 湖北武汉等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后，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分别致电湖

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湖北省作协党组

书记文坤斗 ，询问有关情况 ，向湖北和

武汉市广大作家 、 文学工作者致以慰

问。 同时，立即安排中国作协有关部门

尽快筹措一批口罩等防疫用品捐赠给

湖北作协。 经多方联系 ，在山东作协的

协助下 ，1.5 万只医用外科口罩于 1 月

31 日上午送达湖北作协， 中国作协购买

的消毒液也将于近日送抵武汉， 用于支

援湖北作协疫情防控。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出致全国

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工作者的公开信 ，

倡议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工作者争做表

率，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加强自身防

护，发挥网络文学优势，及时为广大读者

输送更多精神食粮。 围绕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各行业工作人员的

感人事迹开展主题创作， 用文学的形式

记录感人故事、宣传预防知识、讴歌人间

大爱，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新冠肺炎，提振

鼓舞战胜新冠肺炎的信心。

湖北省作协发出致全省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的一封信， 倡议为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攻坚战， 希望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带头做防控抗击疫情的 “宣传员 ”，带

头做好个人及家人防控抗击疫情的 “守

门员”， 带头做好重点人员防控抗击疫

情的 “信息员 ”，带头做好参与集会 、庆

典活动的“劝阻员”，带头做好防控抗击

疫情的“记录员”。 始终坚守文艺初心 ，

充分发挥文学记录时代、 书写时代 、讴

歌时代的重要作用，及时记录广大人民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英勇壮举 ，生动反

映抗击疫情战斗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

迹和伟大精神，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凝聚

国魂民心、奏响民族强音！ 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克难攻坚、共渡难关，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攻坚战。

陕西省作协发出抗击疫情倡议书 ，

号召全省广大作家、 文学工作者认真做

好防护， 不信谣不传谣， 积极传播正能

量。 倡议文学工作者拿起手中的笔积极

宣传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科学普及防

疫常识和防护知识，书写和讴歌抗疫、防

疫前线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事迹， 弘扬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疫情作斗争的伟大

精神，传播正能量、提振精气神，引导广

大群众科学投身抗击疫情的斗争之中。

山东省作协发出致全省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的倡议书，倡议广大作家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

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切实提高自我防护能

力，积极投身主题文学创作，大力宣传阻

击新冠肺炎中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用文学

的形式记录感人故事、 宣传预防知识、讴

歌人间大爱， 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新冠肺

炎，提振鼓舞战胜新冠肺炎的信心。

江苏省作协发出致全省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的倡议书。 倡议广大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 ，积极宣传 、带头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 坚定抗疫必

胜信心 ，坚持做好自身防护 ，坚守文学

初心使命。 及时拿起笔来， 投身主题创

作，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发生的感人故事。

广东省作协部署一系列防疫的重要

举措， 鼓励作家发挥文学创作的独特作

用。 广东省作协向全省文学界发出倡议

并征集“抗疫”作品。

黑龙江省作协发出致全省广大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的倡议书， 倡议全省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坚决贯彻决策部署， 坚定

必胜信心，全面推进疫情防控，认真做好

自身防护。 希望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迅速

行动起来，充分发挥文学记录时代、书写

时代、讴歌时代的重要作用，用手中的笔

书写和讴歌抗疫、 防疫前线涌现出的英

雄人物和事迹， 展现举国上下、 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

吉林省作协倡议广大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坚定必胜信心，坚决抵制谣言，做好

自我防护 ，勇担文学使命，鼓舞士气 ，凝

聚人心，传播正能量、讴歌真英雄。

宁夏作协向全区作家、 朗诵艺术家

和网友发出邀约， 鼓励大家用手中的笔

和铿锵有力的声音， 记录这场防疫阻击

战中值得铭记的时刻， 一起为这场生命

健康保卫战助力。

凝聚人心 鼓舞士气

上海文艺界以创作共同抗击疫情
2020 年的春节，安静却不平静。湖北

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全民

响应国家号召闭门过节。 在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刻，上海文艺界凝心聚力，用创作

记录时代和人心，声援湖北，支持武汉 ，

抗击疫情。

疫情发生后， 上海艺术家在第一时

间进行响应。 大年夜，上海各大医院百余

位医护精英组成的首批上海医疗救援队

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前线， 他们乘坐的那

班 “逆行列车” 瞬间成为全民关注的焦

点。 听闻消息后，短短 24 小时之内，上海

曲艺家们完成广播说唱《逆行天使》。 同

样是大年夜，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漫画艺

委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众志成城战

疫情”网络漫画展的征稿启动，全国各地

漫画家陆续发来漫画作品。 年初三，上海

评弹团评弹演员集体录制完成评弹开篇

《众志成城迎春归》。 有感于此，上海民间

工艺美术专委会剪纸组的艺术家， 短短

一天半时间里创作了近 30 件纸艺作品，

用艺术创作表达抗击疫情、 众志成城的

心声。

1 月 29 日，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发布

“拿起画笔、共克时艰”倡议书，号召上海

的广大美术工作者用画作凝聚起人民群

众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 上海书协

迅速围绕抗击疫情主题组织书法家创

作，众多德高望重的书法家发布书法、篆

刻作品。 经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商议，上

海市书协于 1 月 30 日向全体常务理事

发出倡议， 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书

法作品， 再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择时拍

卖作品， 将拍卖作品所得款项捐赠抗击

病毒相关地区或单位。 倡议发出后，常务

理事积极响应， 捐赠作品将于 2 月 7 日

收齐后送往市慈善基金会。1 月 31 日，上

海市书协又向协会顾问发出“万众一心·

抗击疫情———书法篆刻创作特别邀稿 ”

函， 征集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为主题的书法篆刻作品。 上海音乐家协

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阿基米德等平

台， 每日发布两首抗击疫情优秀公益歌

曲。 多位上海青年文艺工作者在互联网

集结，“云合唱”《同胞兄弟》。

上海作家们在行动，他们提笔撰文，

声援湖北 ，以及响应国家征召 、驰援武

汉的医护人员 。 上海市作协的公众号

“上海作家 ”自 1 月 31 日起推出 “上海

诗人抗击疫情 ”专辑 ，上海的诗人和来

自各个领域的诗歌爱好者以诗言志 ，至

2 月 3 日已推出四辑数十首古体诗和现

代诗作品。

上海各大文艺院团在行动。 上海越

剧院录制加油短视频， 老中青三代越剧

名家共同出镜。 上海越剧院两首越歌也

进入紧锣密鼓的创作，在颂扬 “逆行 ”的

医护人员、鼓舞抗病斗志的主题之外，还

特别策划一首宣传防疫知识的流派联唱。

上海昆剧团谱写了一曲混搭《菩萨蛮带山

坡羊·济世行》，为抗击疫情加油鼓劲。 上

海滑稽剧团在 1 月 30 日晚上线上海说

唱《战疫情》。 上海淮剧团计划推出淮歌

《春寒心暖度时艰》和配乐朗诵《在这个春

天》两部作品。 上海沪剧院正在创作两部

沪剧小戏，根据抗击疫情中发生在上海的

真实感人的故事改编。 上海京剧院在公

众号上推出“上京陪你宅家赏戏”栏目，推

出经典好戏的的视频，陪伴上海观众共同

度过这段“闭门不出”的节日。

2003 年， 由 40 多位上海电视台、电

台主持人演唱的一曲《非凡英雄》向奋斗

在抗击“非典”一线的白衣天使致敬。 这

一次，上海广播电视台火速集结 SMG 旗

下电视新闻 、综艺 、广播 、新媒体的 35

位主持人，24 小时内录制完成新版 《非

凡英雄》MV， 献给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

线的生命卫士。 上海广播电视台还携手

20 多位艺术家 “云录制 ”MV《手牵手 》，

在东方卫视等平台滚动播出， 以歌声凝

聚人心，鼓舞士气。

全民响应国家号召闭门过节，“上海

出品”并未停止丰富人们，特别是青少年

和儿童的精神生活。 据悉，上海广播电视

台哈哈炫动卫视首批已向湖北广电和学

习强国平台赠播了自有版权动画片。 在

此基础上，卫视又决定在 2 月 29 日前向

全国各兄弟电视台无偿赠播自有版权优

质动画片和知识类节目 （赠播期一年）。

此次赠播的电视动画和知识类节目中包

括 12 集二维动画片《犟驴小红军》、10 集

二维动画片《愚公移山》、104 集科幻喜剧

三维动画《哈哈！ 地球人》等屡获嘉奖的

优质内容。此外，SMG 哈哈炫动卫视还向

全国同行发起公益赠播倡议。 得到了北

京卡酷少儿卫视、湖南金鹰卡通卫视、天

津少儿、重庆少儿、云南少儿等频道的积

极响应。

如何让市民“足不出户”的日常生活

保持平静又多彩？ “云观展”成为上海市

民新的文化生活方式。 沪上图书馆、博物

馆、 美术馆等众多文化机构虽然已临时

闭馆， 但仍在推出各项能丰富上海市民

文化需求的举措。 这些机构纷纷开放数

字资源，从展览信息、文字导览到三维展

品、视频全景，让市民在家便可在“云端”

看展览、听音乐、听讲座。 例如上海博物

馆最近上线“网上博物馆”专题和近年来

一系列特展的 3D 虚拟展示；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推出了“白色金子，东西瓷都 ”展

的 3D 展览版本；上海图书馆的服务阵地

转移线上， 读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

微博端口接入海量数字阅读资源； 上海

交响乐团则在公众号上推出 “自我隔离

音乐包” 音频节目，12 位演奏家推荐的

120 首古典音乐作品，让观众在家便能集

中欣赏世界经典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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