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万敏非虚构新作《凉山纪》出版

近日， 凉山作家何万敏非虚构新作
《凉山纪》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
行。 这是一部徐徐展开的凉山人文地理笔
记，也是一部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凉山人文
史和精神史。 作者以地理作为时空坐标，
以具体的人和事来勾画世居族群的历史
面貌。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在推荐语说
道：“何万敏游走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大
地上，以真切体验，捕捉历史与现实的细
节， 切进边地与民族的文化思考和判断，

获得本质意义上的力量，用文学将之表达
出来。 这是大地的书写， 更是大地的咏
叹。 ”

何万敏现任凉山日报社副总编辑、高
级记者。 系凉山州第十批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十
几年里走遍凉山十七个县市， 对凉山的了
解够宽泛够深入， 相继出版过多部凉山题
材的图书，获得政府嘉奖。

余小曲《五格文化》出版

四川省作协会员、 成都市新都区作
协常务副主席余小曲创作的近 30 万字
文化创新力作《五格文化》由新华出版
社正式出版发行。 李学明、周啸天、黄中
模、孙和平等专家学者联名推荐。 该书从
立格、守格、破格、升格和创格五个方面
进行理论阐述，并应用于各行各业，塑造

人生事业向善、向美、向上的最大格局。
内容包括：五格理论、五格与教育、五格
与成长、五格与养生、五格与婚姻、五格
与企业、五格与艺术、五格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适合家庭教育、社区治理、学
校教育、个人成长、企业管理和艺术修养
等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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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日， 巴中市作家协会赴通江县开
展宣讲活动，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
精神，并召开名家工作室调研座谈会。 会上，
巴中市作家协会主席周东从“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
践要求几个方面畅谈学习体会。

在名家工作室调研座谈会上，巴中市作
家协会名誉主席、名家工作室导师贺享雍就
新时期文学肩负的重任、发展的现状、历史
素材、写作技巧等方面与大家谈感想、说看
法。 与会作家、文学爱好者也就如何讲好巴
中故事，传播好巴中声音、凝聚正能量、展现
新形象进行了交流， 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现
实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县文学
爱好者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真学精学，做到学
以致用、融汇贯通，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推动通江文艺繁荣的强大动力。 （闫荣钟）

9 月 10 日至 11 日， 由德阳市作
家协会主办，四川东圣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蓝剑饮品集团和德阳染云山房
协办的“庆中秋·成德眉资绵文学联
谊交流活动”在德阳市高槐村举办。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
梁平，德阳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何
明俊以及来自成都、 德阳、 眉山、资
阳、绵阳的作协负责人、作家及报刊
编辑等参加活动。大家参观了德阳市

高槐村文创小院，现场体验了乡村振
兴的新成果、新风貌。

活动期间，进行了文学创作交流
与作品分享，探讨了新媒体时代如何
提升报刊文学品质等话题。成德眉资
绵同城化发展具深远的战略意义，也
是四川文学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的
契机。 基层作协要把握契机，加强合
作，共同搭建文学交流平台，力求突
破，提升作品品质。 （刁平）

9 月 24 日，第三届“邻水文艺奖”
颁奖大会在邻水县召开。 邻水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吕媛莉，县文广旅局，县
文联等单位领导参加。 吕媛莉强调，文
艺之魂在精神、文艺之根在人民，广大
文艺家要修身守正、立心铸魂，要有情
怀、接地气、守初心，用优秀的作品回
答时代命题、回应人民期待。 获奖代表
邹元模、蒋晓明、唐瑭分别发表了获奖
感言，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扎根生活、扎
根人民， 努力用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反映和描写新时代的新伟业。

“邻水文艺奖”属政府奖，是邻水
县文艺界的最高奖项， 第三届邻水文
艺奖于 2020 年举行， 经特邀专家评
审，共评选出文学、影视表演、书法美
术摄影三大类优秀作品 52 件。

（范良伟）

9 月 22 日，蒲江县文学新苗培训
基地授牌仪式在蒲江中学举行。 蒲江
县作协主席李金强， 蒲江县魏了翁研
究会执行会长许永驰、 蒲江县作协常
务副主席刘现斌， 蒲江中学德育处副
主任吴红，《墨池报》 主编王平以及
40 多名学生代表参加。 蒲江中学语文
教研组长汪健和学生代表分别发言，
表示一定要珍惜荣誉， 把蒲中的文风
文脉发扬光大， 希望同学们要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做勇敢的追梦人，成就
最好的自己。 （蒲作）

9 月 25 日， 由中共威远县委宣
传部、威远县政协诗书画院、威远县图
书馆、威远县作家协会、威远县罗世文
烈士史料陈列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诗
词文化公益讲座在威远县政协诗书画
院举行。 威远县作家协会理事、 威远
县政协诗书画院副院长袁成援， 威远

县作家协会理事、 威远县政协诗书画
院研究员杨俊德分别以《狮子山公园
的诗词楹联文化》和由《新诗的起句
探析》为题，进行了精彩的讲解。 现场
学员听后纷纷表示，通过此次讲座，感
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和威远深
厚的历史底蕴。 （杨红英）

我省基层作协以文学助力乡村振兴
2021 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年。 9 月，

是丰收的日子。 我省基层作协组织作家开展了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文艺采风
活动和文学创作座谈会，以文学的形式助推乡村发展。

射洪市举行乡村振兴主题
文艺采风活动

9 月 11 日，射洪市在瞿河、沱牌两镇
举行“高粱红了、乡村美了”主题文艺
采风活动。 市文联主席马海燕、市作协
主席李俊和各协会会员共 36 人参加。
在瞿河镇牛心村酒粮基地，市农业农村
局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了四好农村路
以及酒粮基地的建设情况，让大家对该
市农业产业发展示范项目以及打造百
里农环线整体情况有了全面的认识。 现
代化的粮食加工、深厚的科技底蕴给大
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沱牌镇龙泉村，
大家参观了现代蔬菜种植项目、农业休
闲观光旅游等项目。 作家们表示一定要
充分挖掘这次活动所见所闻，形成一批
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助推新农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工作。 （洪作）

南部县作协、营山县作协召开
“共话乡村振兴·助力乡村发展”
文学创作座谈会

9 月 11 日，南部县作协、营山县作协在
南部县召开了 “共话乡村振兴·助力乡村发
展”文学创作座谈会。 南充市作协代主席瘦
西鸿，南充市作协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主席、
南部县作协主席邓太忠，南充市作协副主席
王远舟和来自南部县、 营山县作协 30 余位
作家参加。 与会人员畅谈了对乡村振兴文学
创作的认识与感受，并交流了创作经验。 大
家一致认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方面在于乡
村文化振兴。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作家
不能缺席，要自觉融入、尽力抒写，不断拓展
新思路，抒写新作品，展现新作为，共同唱响
新时代。 座谈会后，大家还参观了南部县满
福坝湿地公园、桂博园、八尔湖等地，实地感
受了南部县优美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乡
村振兴的成就。 （李建春）

会理市作协开展乡村振兴
主题文学采风活动

日前， 会理市作家协会组织 20 余位会
员走进会理市云甸镇开展文学创作采风活
动， 以文学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作协会
员们先后参观了云甸镇乡村特色旅游点和
蚕桑产业基地。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大家详
细了解了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和由蚕到丝的
养殖和生产流程；倾听了云兴村党组织书记
讲述如何紧抓乡村振兴机遇，带领村民和移
民群众大力发展火龙果种植、葡萄种植和新
型牛油果种植及发展乡村旅游等乡村振兴
的故事。 会员们通过看变化、听故事、记笔
记、拍照片、拍视频等方式，细心挖掘创作素
材，对乡村振兴和移民搬迁有了直观的了解
和感受。大家表示，此次采风活动收获颇丰，
回去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
作中，以作品讴歌幸福移民生活，赞美美丽
乡村建设。 （付廷江 彭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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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蜀道文化大讲堂持续开讲
9 月 3 日，诗人李俊生走进广元

蜀道文化大讲堂， 与广元市诗人、作
家分享传统诗词创作与鉴赏。 广元市
作协主席张泽参加讲座，广元市作协
专职副主席马晓燕主持。

广元是中华诗词之市，中国楹联
文化城市， 传统诗词创作氛围浓厚。
讲座中，李俊生结合自身多年对中华
传统诗词的学习与思考，同大家分享
了诗词鉴赏心得体会。 （王尚敏）

威远县举办诗词文化讲座

近日，王棵长篇小说《桑田日暖》由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作品
入选“2020 年度四川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
扶持项目”，同时入选了“2020 年中国作
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小说讲述了 80 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推广到了东海边的村庄何家园的
故事。这年秋天，醒兰一家二十多年来终于
第一次吃上了整碗的白米饭。 日子蒸蒸日
上，全家人齐心协力计划存钱盖新房。而正
在这时，意外来临。 这一家四口承受着心灵
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他们仍然倔强而坚定
地生活着，不仅如此，还要活得体面，活得
漂亮。《桑田日暖》笔触细腻，被称为是“一
部浸没式书写南方乡村生活的精品力作。”

王棵，男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江
苏南通，曾从军 20 载。 在《十月》《人
民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出版长篇小
说《幸福打在头上》、小说集《守礁关键
词》等书 10 余部，以及《王棵文集》（11
册）。 曾获《小说选刊》2003-2006 年度

全国优秀作品奖、2007 年度 《十月》新
锐人物奖等。 另著有长篇儿童小说《风
筝是会飞的鱼》。 四川省影视产业联盟
专家委员，编剧的电视剧播出的有《龙
潭双枪》和《突击再突击》。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

王棵长篇小说《桑田日暖》出版

苗勇长篇传记小说《晏阳初》出版

近日，苗勇创作的长篇传记小说《晏
阳初》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
以晏阳初一生拼搏奋进为主线，以平民教
育、乡村建设实践探索为副线，以爱国爱
家爱平民为辅线，以饱满的激情、细腻婉
约的笔触，艺术性地再现了晏阳初匍匐于
大地、俯身于泥土、躬耕于陇田，无私奉献
于中国和世界劳苦大众的史诗般的传奇
一生。 全书共 10 章近 50 万字，作者翻阅
大量历史资料，历时 10 年创作，在创作手
法、叙事结构、文学语言等方面反复打磨，
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立意高远、 故事性
强、语言优美的传记文学。

苗勇，男，1986 年开始发表作品，2007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山韵》，
散文集 《山民》《散落的文字》， 杂文集
《小曲乱弹》，文论集《星星点点》，报告
文学《丰碑》《历史不会忘记》《走出山旯

旮的世界伟人》等 12 部。 其中，《丰碑》获
2004 年首届报告文学奖，《巴山背二歌》
获第二届全国职工新创歌曲三等奖和四
川省“五个一”工程奖。

邹安音非虚构纪实文学集《嘉陵江从镜头前流过》出版

日前， 邹安音的非虚构纪实文学集
《嘉陵江从镜头前流过》 公开出版发行。
该书为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选题项目。全书再现了嘉陵江流域人民生
活和各个古镇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此
外还包括嘉陵江上歌声飞扬， 川北大木
偶、川北灯戏等非遗艺术精彩呈现，是一
部全面展现嘉陵江历史人文底蕴的文学
佳作。 该书问世前，书中的一部分文章曾
被《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
《中国艺术报》《中国旅游报》 等报纸和
《四川文学》等期刊选用，受到业界人士
和读者好评。

邹安音现供职于南充市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其抗疫作品《出征》被四川
省委宣传部和中国作协通报表彰，中宣部
“学习强国”转载；散文集《心上青居》先
后获得“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和“第六届

中华宝石文学提名奖”。 2020 年，邹安音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21 年初，被省作协、
南充市文联和南充市作协分别授予“文艺
创作先进个人”和“优秀作家”称号。

9 月 17 日，由成都市作协、成都
市温江区文联共同主办，温江区作家
协会承办的“知名作家走进温江采风
暨《鱼凫文艺》2020 年度文学奖颁奖
活动”在温江举行。 都江堰市、青羊
区、双流区、郫都区等 10 个区市县作
家协会、文学社等作协主席、社长及
本土作者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颁奖仪式上， 区文联副主席周萍
介绍了 《鱼凫文艺》2020 年度文学奖
评选情况。 组诗《水韵温江的乡愁》、
散文《成都，唐朝音乐之都》、散文《只
因，家国》等 17 位作者的 16 部（首）
作品获奖。 颁奖仪式后，作家、诗人们
走进温江岷江村、依田桃源、幸福田园
等地参观。

据了解，近年来，温江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
根据市委宣传部关于实施天府文艺
“攀原登峰”工程的总体部署 ,大力实
施“七个一”主题文艺创作，即：制作一
部广播剧、拍摄一部纪录片、撰写一部
报告文学、创作一个小品、创编一部音
舞短剧、 创作一首歌曲和制作一个
MV。 先后创作完成了音乐剧《与时间
赛跑》、诗歌《温江梦开始的地方》、歌
曲 《启航温江》、MV 《在希望的田野
上》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
正在加快推进民族歌剧 《王光祈》、报
告文学《梦创三医硅谷》等一批重大主
题文艺作品创作。创作完成的作品先后
共荣获 18 项省级以上殊荣， 取得了丰
硕成果。 （温雯）

《鱼凫文艺》2020年度文学奖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