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22日，我省召开了第九次作家代表大

会，描绘了我省文学新的发展蓝图，标志着我省文学进

入了全新发展阶段。一年来，我省文学在长中短篇小

说、诗歌、纪实文学、儿童文学领域亮点频出，取得了丰

硕成果和突破。中年作家们依然担纲主力，笔耕不辍，

势头良好。几位青年作者开始崭露头角，颇具潜力，令

人期待。

厚积薄发挑重任厚积薄发挑重任

长、中、短篇小说稳步前行

2019年，我省几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在国家级文学

名刊发表，标志着我省长篇小说创作达到了更高水准。

王怀宇的《红草原》在《中国作家》第12期发表，作品充

分展现了东北草原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别样性情，并入

选文学好书榜和全国出版联合书单，进入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林省重点文艺丛书”；高君的

《柔情史》在《收获》长篇小说专号秋卷发表；翟妍的《长

河长》在《江南》发表，作品里主人公的一生是众多历史

事件组成的东北百年历史的缩影。

除此之外，肖鹏、格致的《山月如水》、江北的《归原》、

赵欣的《青春不毕业》洋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达到了

相当的水准，进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

林省重点文艺丛书”；牛力军的《毕竟东流》、邱书滨的

《福地》、隋言的《月流西》、李卫的《灰色地带》、李春良

的《玛尔湖》等长篇小说正在加紧创作或等待出版，值

得期待。

中、短篇小说是我省文学的传统强项，这一年也收

获颇丰。王怀宇的中篇小说《别来无恙》获人人文学网

最佳中篇小说奖；江北的短篇小说《歌剧》获深圳市第三

届红棉文学奖；王小王的短篇小说《魔术》入选《中国短

篇小说佳作2019》；赵欣的短篇小说《人参娃娃》被《小说

选刊》《作品与争鸣》转载，短篇小说《奶奶在和谁说话》

被《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中国作协《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金昌国的《1983年的一场爆炸》发表在《钟山》杂志第4期；

杨逸、翟妍均有短篇小说发表在国内文学大刊上。

诗歌不缺席诗歌不缺席

群星自闪耀

我省有深厚的诗歌传统和历史，是新诗的重镇。一

年来，我省多位诗人的诗作进入各种年度精选，在国内

诗坛占有一席之地。诗人阿未的诗歌《选择在这个缤纷

的季节沉默》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诗歌2019年度

诗歌精选》，《近作选》中的《走着走着就走回昨天了》入

选中国作协年选《2019年中国诗歌精选》，《我依然喜欢

这样的天气》入选漓江社《2019中国年度诗歌》，《我们走

在风中沉默不语》（组诗）中《我们走在风中沉默不语》入

选《2019中国最佳诗歌》，《冬天是一个总是试图掩盖什

么的季节》入选《2019年诗歌选粹》，《它们流得湍急也流

的寂寂无声》入选诗刊社选编的《2019年中国新诗年选》；

诗人葛筱强的《从一棵草开始的寂静》入选当代中国生

态文学读本《蓝色是种激情》，《怀念苇岸》（组诗）入选《未

曾消逝的苇岸》；纪洪平的《爱在天边的乌拉盖》（组章）

入选2019年度《中国魂》散文诗选，《过年》（外二首）入选

《中国诗歌年选2019》，《被大雪掩盖的一场历史》入选《中

国百年诗人新诗精选》；诗人九荒的《橡树葱茏》入选《2019

年中国最佳诗歌》；张牧宇的诗集《又轻又小的美》中的

《有感》入选《2019年诗歌精选》，《春天是轻的》（组诗）入

选《2019年中国最佳诗歌》，《立春》入选《天天诗历》；谭

广超（尘轩）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入选《2019中国最

佳诗歌》，《阵雨》入选《2019中国诗歌年选》，《悔悟》（外

一首）入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9卷》。2019年，我省

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曲有源出版了新诗

集《删繁就简》，诗作延续了曲有源简洁、精炼的诗歌风

格，表达了诗人新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作协与《吉林日

报·东北风》共同组织“因为有你、更有力量”征文活动，

刊发了一些优秀诗作。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薛卫

民把创作的多首主题诗歌的稿费悉数捐赠。省新诗学

会向全省诗人发出“抗击疫情，吉林诗人在行动”的征

诗号召，短短几天就收到220多位作者近500首诗作投

稿。《北斗诗刊》、吉诗微信平台、吉林新诗网等择优多

期发表。一些诗作被争相朗诵，制成音频，形成了很好

的传播效果。一篇篇真情之作，弘扬了真善美，展现了

我省诗人的担当与大爱。

扎根沃土念苍生扎根沃土念苍生

纪实文学精品迭出

这一年是我省纪实文学大丰收的一年。四平市作

家张伟深入贫困村担当“扶贫队员”3年，写成了可读性

很强的长篇纪实文学《扶贫笔记》。张伟受到中国作协

的嘉奖，是作家扎根人民的典型。李春良出版了扶贫

题材纪实文学作品《海兰江畔稻花香》，几部扶贫题材

的作品也正在创作中或等待出版。“脱贫攻坚”题材的

作品是我省作家为时代与国家献上的厚礼，也体现了

作家心系苍生的济世情怀。苏滨、眭建平的《拓荒，拓

荒！——百名老兵讲述的北大荒往事》、文欢的《国旗

人生》均是颇具历史厚重感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作品

都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林省重点文

艺丛书”，由省作协专项出版。

另外，任林举的报告文学《阳光照在查干湖上》发

表在《求是》杂志,长篇纪实文学《晋江，奔流向海》发表

在《中国作家》杂志，已出版发行，标志着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作家任林举在报告文学领域新的探索和高度。

赤子之心创新功赤子之心创新功

儿童文学大丰收

2019年，笔耕多年的儿童文学作家谢华良荣获大

奖。他的长篇儿童小说《陈土豆的红灯笼》获中宣部第

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省作协为谢华

良召开了儿童文学作品研讨会，省内外作家、学者纷纷

对谢华良的作品发表见解，其笔下的“好男孩”令人感

动，“好男孩主义”值得倡导、研究。

其次，谢华良的短篇童话《我成了“二百五”先生》

获2019年度漫画周刊“儿童文学佳作奖”；90后作者张

紫华的儿童文学《巴掌城的脚印》获大自然原创儿童文

学白桦奖（创作征集）；袁淑娟的儿童小说《红色轮滑鞋》

获2019年《东方少年》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小说组优

秀奖，《奔跑的烛光》获2019年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小百

花”好作品奖；薛卫民的少年朗诵诗集《阳光大声地朗

读中国》入选中宣部2019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

谢华良的长篇儿童小说《爷爷的森林》入选《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8月畅销书；窦晶的儿童诗《害羞的歌手》

入选《2019儿童文学作品选萃》。

2019年是作家张永军的儿童长篇系列小说《少年

特种兵》出版的第10年，这部9辑42本的系列小说畅

销10年，收获了大批“少特迷”，曾掀起国内少儿军事

文学的热潮。2019年典藏版出炉，张永军对故事进行

了重新修订，在书中增加了科普知识栏目，设计了新

版式。后来应小读者请求，他将“少年特种兵”故事又

写了12本，凑成了54本。张永军还将5大本共120万

字的儿童小说《我的伙伴是怪物》完稿，他将“12生肖”

变成了“12战将”。

2019年8月，通过答辩、评审专家讨论、专家投票

等方式，15位第三届省作协签约作家产生。这次签约

作家的年龄延长到55岁，增加了于德北、葛筱强（诗人）、

谢华良、杨逸、李春良5位签约作家，增强了签约作家队

伍的整体创作实力。2019年9月，吉林文学奖颁奖，几

位“80后”“90后”作者在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

学方面获奖，为吉林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我们看到

了我省文学发展的新希望。同时，省作协也为芦萍、文

牧等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的老作家代表颁发了以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授予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表彰老作家们70年来的光

荣奋斗历程。我省文学有着优秀历史传统和杰出的文

学前辈，期待新时代里我省中、青年作家锐意进取，不

断攀登文学新高度，创造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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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了，明月一弯，升在山东边。秋凉

了，明月满圆，亮在山西边。望月小镇望成了

一座月亮船，女儿梳妆像金达莱映在湖面。”

静谧夜空，明月高悬，歌曲《明月安居图》将美

丽的安图唱成了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由

田然作词、陈士文作曲的《明月安居图》是“一

个也不能少”文艺扶贫原创歌曲创作项目11

首优秀作品之一。

安图县被誉为长白山第一县，这里依山

傍水、绿植滴翠、鲜花缤纷，素有“22度夏日”

的美称，十分宜居。跟随省文联小分队初到

安图，田然就被这里深深吸引。邀月山、吐月

山磅礴而立，溪水潺潺，再俯瞰村庄，如一弯

清丽明月醉卧在山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亲切淳朴，自信乐观。这样平静而美好的生

活，正是扶贫书记和干部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

的真实景象。“来到这里，我感受到了安图城

乡的山水美景、人文风情，看到了安图全景式

崭新的面貌，也了解到扶贫干部不辞劳苦、持

之以恒地为村民排忧解难，带动村民致富，努

力丰富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做了很多有意

义的工作，为脱贫攻坚奉献了力量。”田然说。

一首歌曲的标题能最先撩开听众的眼帘，

是进入大众视野的通行证。在聊到《明月安居

图》标题的由来时，田然告诉记者，安图县城在

明月镇，四面环山，河水穿城，云雾缭绕，传说

在天空俯瞰，小镇像一弯月亮，小镇的月亮也

格外明亮。“我取名《明月安居图》，是想用诗情

画意涵盖地理坐标及美好状态，以此触动城里

城外、熟悉与未知的广大听众。”

“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有多美！”这次

创作，田然并没有从扶贫事迹写起，而是选择

了展现安图怡人的乡村景色和喜人的扶贫成

果。说到创作初衷，田然说：“写首歌宣传歌颂

这里，也算是为安图做点儿实事。”刚接到文艺

扶贫歌曲创作任务时，田然的想法是写歌颂扶

贫干部或宣传扶贫事迹，为此她悉听了很多扶

贫故事以及努力感受当地贫困户的生活。但

当她置身于安图的天然美景与贫困现实之中，

却逐步改变了最初的想法。“我喜欢这里的人

文水土，感受到安图人对家乡天然生态的自豪

感和改变现状的渴望。如果借扶贫唱扶贫，仅

此而已，去哪个贫困县都一样，还要特别来这

里做什么呢？歌曲具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功

能，我想为安图写首专属的歌，以此宣传安图、

唱响安图，让祖国各地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有个

地方叫安图，进而促进安图旅游文化，以此提

高当地的生活质量。”

主歌部分田然以故事形式、诗意语言，带

入安图山水特色；副歌用诗意兼写实的方式，交代出安图的人文景观、风俗

文化以及安图人对家乡的情感。“一天天，明月藏进邀月山的心。一年年，

明月爬上吐月山的肩。”为了抒情展示当地特色，田然将邀月山、吐月山和

山间明月拟人化，将村庄写成一弯月亮船。“爷爷的老话泡醉关东古园，雪

山飞湖的时节和你遇见。”写实的关东古园和雪山飞湖，是安图最具代表性

的人文景观。“歌舞的家乡伴着人参花鲜，云雾飘过的窗口忘了流年。”则是

对当地百姓载歌载舞、幸福生活的具体写照。

“歌名歌词都写得诗情画意，让我爱不释手！”曲作者陈士文拿到歌词

后不禁这样称赞。“意境画面感和美感兼具，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为了用

最美最准确的音符把歌词呈现出来，陈士文在创作中严格要求自己，细心

揣摩，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处理。经过3个晚上的酝酿，最终为歌词谱上了优

美的旋律。

关于曲风，陈士文介绍，这是一首展现山水音乐的歌曲，整体需要有空

间感，演唱时的声音也要空灵，既要营造出画面感又要流淌出真情。于是，

他选择用民族乐风来表现大线条的景色之美，再融入流行音乐元素抒发真

挚情感。每个音符随着歌词意境，进行舒缓展现。

“邀月山、吐月山这些特殊的山名不能改动，又得和音乐搭配起来，既

要有情感，还要把整首歌的美劲儿体现出来，还是挺有难度的。”为了方便

记者理解，陈士文边说边唱，旋律承接处轻音滑过，将原本生硬的山名自然

地演唱出来，词曲连贯，相得益彰。

“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用歌曲创作的形式助力脱贫攻坚，既是我的

责任，也是我的义务。一路采风，安图县的脱贫攻坚工作让我感触很深，看

到这里的人们拥有着积极的精神面貌，文艺等各项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

色，真的是物质生活与精神食粮齐头并进，在幸福路上，‘一个都没少’！”田

然回忆着采风经历。

“文艺扶贫既是改变人思想面貌的软实力，也是富民增收的硬支撑。

能用自己的音乐本职为扶贫工作作点贡献，我特别荣幸。通过和田然老师

的合作，希望这首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美丽的安图！”陈士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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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文学新高峰攀登文学新高峰攀登文学新高峰攀登文学新高峰
——省第九次作代会以来文学创作成果述评

本报记者 李梦溪

田然将《明月安居图》歌谱赠与安图县

陈士文在倾情创作

儿童文学作家谢华良

张永军的《少年特种兵》系列作品

这是一场云端相聚的盛会，通过对中国传统音

乐当代生存现状的深入探讨，共同研析其未来发展

与传承方向；这是一场开拓创新的盛会，以网络为媒

介，从面对面到屏幕后心与心的相通；这是一场专家

学者云集的盛会，期待为学科总体建设水平的进一

步提升献策献力。

7月7日至10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1届年

会于云端举办。本次年会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主

办，吉林艺术学院承办，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中国国家

委员会协办。会议涵盖两场主题发言、11个分会场

发言，每天6个分会场发言同时进行，共计66场学术

交流，全程通过网络向全国直播，4天在线人数峰值

达到7500余人。

40年踔厉奋发，40年坚守传承。中国传统音乐

学会已走过40个年头，本届年会首次采用网络直播

的方式，在保障健康安全的同时，顺应了当下人们通

过云端享受文化生活的趋势。新载体、新形式，为传

统音乐学会带来新活力。

7月7日上午9时，线上开幕式直播正式开始。

吉林艺术学院副校长陈吉风教授主持开幕式。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吉

林艺术学院校长郭春方教授分别致辞。开幕式上，

30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视频连线，共聚一堂，用无形

的传统音乐思想与精神，搭建起艺术与学术的可知

情谊。

萧梅教授表示，本次大会恰逢学会成立40周年，

由1980年至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作为民间学术团

体，吸引和拥抱所有热爱传统文化，且有兴趣对中国

传统音乐进行收集、记录、整理、研究并进行应用的

人们。在老一辈音乐学家开创的团结同仁、交流成

果、见仁见智、共议学科的昌明风气中，会员们不断

深入开拓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领域。

本届年会整体上呈现出论题多元化的特点，无

论是传统领域的新视角，还是多学科及多角度的研

究，包括坦诚的反思、商榷和讨论，都令人为之欣

喜。短短4天的讨论，涉及53个剧种、25个曲种，包

括乐种研究、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少数民族音乐

研究和城市音乐以及声环境、声音景观研究等。

郭春方教授表示，音乐是吉林艺术学院创建最

早的学科之一，其音乐学专业建立至今已有40余年，

现在是吉艺的领军学科与重要学术品牌，是国家级

特色专业、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近年来，吉艺的创研

项目多次获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先后

荣获吉林省文艺最高奖、吉林省社科奖等政府奖项，

团队创编的《光明行民族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北

京音乐厅、文化部恭王府等国家级展演平台上演。

此次会议采用了云直播的形式，这是中国传统音乐

学会年会自举办以来首次从现场转为线上，具有创

新意义。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本届年会共征集到参会论文400余篇，会议集结

了来自全国专业院校和传统音乐领域的专家学者，以

及来自各地的音乐领域从业者、基层文化部门工作者。

他们秉承传统音乐初心，围绕“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

“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研究”“戏曲曲

艺的研究与教学问题”“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研究”等多

项议题，分享感悟与收获，引领我们感受中华文化的

浩浩荡荡和传统音乐的生生不息。

线上观看各路专家学者观点和思想的交锋、智

慧与灵感的碰撞，为这个不平凡的2020年带来一场

智慧的盛宴。在这里，各方思潮汇聚一堂，各方观点

思维碰撞，视角的敏锐独具匠心，艺术的智慧势不可

挡。心怀使命，百家争鸣，讲述专业，博采众长。在

这里，云端聚首，共筑心桥，见屏如面，更具匠心、更

富特色、更有温度！

音乐盛宴 云端共享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1届年会走笔

本报记者 张丹 通讯员 杨云龙 徐嘉仪

吉林省第三届签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