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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
诗歌写作的关键在于发掘新角度

2021年 5月25日，在首场“学党史 传经
典 推新作”系列主题阅读活动中，中国诗歌学
会会长、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杨克以“新时代诗
歌写作”为主题，围绕亲身经历与代表作品，分享
了诗歌创作中的心得感悟。

活动现场，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杨芳深情
朗诵了杨克的最新诗作《听见花开》。随后，杨克
向现场观众分享了作品《听见花开》《大湾区的天
空》的创作体会。他指出，诗歌写作的关键在于
发掘新角度——看似平常的事物，采用别样的眼
光看待便能带给读者全新的审美体验。《听见花
开》选取大湾区各城市市花作为意象，生动展示
了大湾区11个城市“百花齐放”“潮起正扬帆”的
多彩面貌；而《大湾区的天空》以区域内的机场与
航班密度为切入点，通过描绘大湾区的空中景
象，绘就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壮丽画卷：“一条
巨龙脚踏七彩祥云/正羽化成仙，珠江，香江/濠
江，合力把南海掀起如同飞毯”。

贺仲明：
《平凡的世界》成为当代文学为

数不多的经典之一

2021年5月29日，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暨南
大学中文系主任贺仲明教授通过线上直播形式，
就“《平凡的世界》的现实启示”这一主题进行阅
读分享。

贺仲明指出，读者的欢迎加快了《平凡的世
界》的经典化过程，尽管学术界对其艺术形式存
在争议，但应该看到的是，“《平凡的世界》已经成
为当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经典之一”。

贺仲明分别从文学创作者和普通读者两大
群体，阐述了《平凡的世界》所带来的现实启示。
他指出，伴随着物质进步带来的精神文化冲击，
有的作家对文学缺乏信心，或是仅仅将文学视作
关于技巧的艺术。但是，《平凡的世界》鲜明传达
出一个信息，即文学能够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借此不断扩大自身价值，其关键在于作品是否反
映现实，主动担负时代与社会责任。

傅修海：
马克思主义最早由这些广东人

引入华南

2021年5月30日，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
任傅修海就“朱执信、杨匏安的革命思想与文学
探索”这一主题进行分享。

“朱执信是一位文武兼备、德才兼备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家、理论家，同时是新文学的先驱
之一。”傅修海说，朱执信将自己短暂的一生融进
中国革命的浪潮之中，积极从事革命的理论宣传
工作，率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
也被毛主席称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
荒者”。

杨匏安则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的第一人。傅修海表示，杨匏安作为一位中共早
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始终站在时代
洪流的风口浪尖上”。1919年11月，杨匏安在
《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这
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
一。

郭冰茹：
女性的自我意识在革命中觉醒

2021年6月30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郭冰茹，就“红色文学经典作品解析分享·中国
现代文学中的革命、战争与女性”这一主题进行
阅读分享。

早期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为女性
呼唤性别平等与婚恋自由的作品。鲁迅的《娜拉
走后怎样》、庐隐的《何处是归程》、丁玲的《莎菲
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深刻表现了在平等自由的梦
幻之下女性的艰难处境。郭冰茹描述道：“有了
自由的青年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
置，脱离了旧家庭的个人无处可去。”

郭冰茹认为，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中，这些
投身革命的女性将革命视为自我实现的道路，勇
敢求索，不断获得自身主体性的确证，经战火洗
礼，最终建立了自身与革命的同构关系。

吴武林：
鲁迅是广州进步文学火种最重

要的传播者

2021年7月14日，广东省博物馆党委专职
副书记、研究馆员吴武林，结合馆内展品，为观众
讲述“鲁迅与广州进步文艺”的点滴往事。

1927年，鲁迅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
任兼教务主任，在广州生活了8个多月。他在广
州教学、演讲、著述、创办专卖文艺书籍的北新书
屋，指导文艺青年的文学活动，成为广州进步文
学火种最重要的传播者。吴武林认为，评论鲁迅
先生在广州的成就，要看他在这期间创作的作
品、参与的活动，尤其要考虑他对广州，甚至港澳
进步文艺的深刻影响。

鲁迅对广州进步文艺的影响在著名作家欧
阳山的创作道路上得到突出体现。正是在鲁迅
的影响下，欧阳山开始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
义、从“为艺术”到“为人生”的转变。“一开始，欧
阳山是以至情文学走入文坛的。但接触鲁迅等
一批作家的作品，尤其在拜访鲁迅以后，鲁迅的
文学思想包括作品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导了

他创作的转型。”吴武林说。

谢友义：
红色题材蕴藏着信仰的力量

2021年7月20日，“学党史 传经典 推新
作”读书沙龙系列主题阅读活动之《赤魂·赤土·
赤旗》研讨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举办。广州市文联领导、专家学者、革命先烈后
代等嘉宾出席。

《赤魂·赤土·赤旗》由报告文学作家、广州市
作协副主席谢友义历时两年创作，以非虚构的形
式，呈现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农民武装参
加国民大革命，以及红二、四师征战海陆丰的光
辉历程，讴歌了彭湃及战友为广东乃至中国革命
与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情怀。

“红色题材创作永不过时，其间蕴藏的是
信仰的力量。”作者谢友义分享了创作感悟。
他介绍，进行创作时，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给
他带来深刻的精神震撼，成为他创作动力的重
要来源。会上，与会嘉宾充分肯定了《赤魂·赤
土·赤旗》在发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上的
独特价值。

江冰：
因为鲜活，所以火爆

2021年7月23日，文艺评论家、广东财经大
学教授江冰，漫谈红色文艺，就“主旋律的表现力
与传播力”这一主题进行分享。

2020年以来，《隐秘而伟大》《山海情》《觉醒
年代》等多部电视剧相继火爆“破圈”，让不少年
轻人成为粉丝。在江冰看来，《觉醒年代》是以现
当代英雄人物为表现对象的典范之作，鲜明反映
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救亡图存的社会图景，生动刻
画了一组具有理想主义、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
尤以陈独秀的形象具有突破意义。

直播现场，江冰还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进一
步阐述广东文艺迈向宽广世界的主要途径。他
认为，要使广东文艺走向外部世界，在交融中充
分彰显广东气质是有效途径。一方面需要深刻
把握本土性与国际性的矛盾统一，以积极心态面

对并克服国际化焦虑；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广
东气质与本土文化符号，以此作为精神坐标，进
一步凝聚广东力量。

吴东峰：
从真实中看见伟大

2021年8月14日，著名军旅作家、广州新四
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东峰，以“开国将军的生
命奇迹”为主题，分享他在采访开国将军过程中
的见闻与感悟。

吴东峰曾任新华社军事记者，任职期间采
访了大量经过多次战火淬炼的开国将军。在采
访过程中，吴东峰感受到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特别是开国将军们的生命奇迹。他们在连年
不断的残酷战争环境中，以冲锋在前、英勇作
战、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向死而生、生
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演绎了威武雄壮、惊心动魄
的现代战争奇迹。“开国将军们的累累战伤，是
他们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用生命和鲜血浇灌
出来的英雄花、光荣花。”吴东峰说。

张均：
《山海情》是新时代的《创业史》

2021年8月22日，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张均，以“从《创业史》到《山海情》”为主题，结
合具体作品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脉络与主
要特点。

在当代文学中，柳青的《创业史》突出体现
了“为人民”的特征，属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代表
作品。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文艺呈现出多元化
的发展趋势，但“为人民”的创作始终是一股重
要力量。张均认为，近年来，《大江大河》《山海
情》等优秀影视作品的火爆，意味着社会主义
文艺通过不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在多元化文
艺格局中继续发挥主导力量。“《山海情》是新
时代的《创业史》，既真实反映出脱贫攻坚的时
代主题，同时，地域风情的原生态呈现、生活细
节的捕捉、人物心理的精准刻画以及演员精湛
的演技，都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高
度。”

庞贝：
《乌江引》再现革命英雄的激

情、勇气和智慧

2021年9月5日，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广州
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庞贝，广州市文艺报
刊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张鸿，以

“长征密码：二万五千里情报战”为主题进行对谈，共
同追忆军委二局为红军长征胜利所作的卓越贡献，
并围绕庞贝最新长篇小说《乌江引》展开对话。

长征时期，军委二局在环境险恶的行军途中破
译敌军情报，全天候监控敌台，而且时常是在饥寒
交迫中工作。庞贝介绍道，在长征途中，“他们成功
破译所截获的国民党军队所有密电，而在战争的另
一方，国民党军队对于红军的密电则一无所获。此
乃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孤例。”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庞贝以长征中的军委二局为原型，创作出长篇历
史小说《乌江引》。张鸿认为，《乌江引》在写实和
虚构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既延续了革命历史
题材作品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又通过贴近生活的
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生动饱满。

庞贝坦言，希望《乌江引》能够告慰革命战争
中的英雄，尤其是无数的无名英雄；同时，艺术地
再现那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他们的激情、勇气和
智慧亦足可给当今年轻人以精神启示。

陈崇正：
《三家巷》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

2021年9月12日，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广
州文艺》编辑部主任陈崇正，以“新南方写作的可
能：《三家巷》对青年作家的启示”为主题，回溯广
东经典著作《三家巷》的历史价值，并分享了自己
对于新南方写作的理解与期待。

陈崇正介绍道，《三家巷》一经问世便广受欢
迎，如今，经过几十年的磨洗，小说仍多次再版，
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通过阅读《三家巷》来
反观当下创作，陈崇正进一步阐述了他从这部经
典中得到的诸多启示。2018年，关于“新南方写
作”的论述开始出现。作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人

物，陈崇正结合《三家巷》这一经典范例，对新南
方写作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以现代眼光
重新审视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生
和正在蓬勃发生的故事变得尤为必要，这一过程
离不开文学的深度参与。

鲍十：
广东作家为中国红色文学的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2021年11月7日，著名作家鲍十以“红色文
学的影响力”为主题，结合个人阅读经验，向线上
观众梳理了中国红色文学的发展脉络，并介绍了
广东的经典作品在中国红色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鲍十介绍说：“广东出现了一批相当优秀的
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在中国红色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其中以欧阳山创作
的长篇小说《三家巷》最具代表性。鲍十分析道：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作品会逐渐被人们淡忘，而
我相信，《三家巷》会一直被人们记住，它是中国
红色文学里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部作品。”

此外，由黄谷柳创作的《虾球传》以及陈残云
创作的《香飘四季》等小说也是广东红色文学的
代表作品。鲍十认为，正是基于这些作品对历史
的审美化表达，广东作家为中国红色文学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金来：
文艺创作要从生活中汲取养分

2021年11月21日，广州市作协副主席黄金
来以“挖掘英雄事迹 讲好广州故事”为主题，分
享他在参与编写《羊城密事：寻访广州红色保密
印记》一书时的心得与感悟，并从此书介入，进一
步探讨红色文学作品的创作方法。

“红色历史中涌现了无数的英雄人物，这些
人物原型往往比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高
大上’，同时也更加真实感人。”黄金来说，“生活
真实有时候超出了文学艺术所能涵盖的范畴，因
而更加精彩。文艺创作需要从生活中汲取源源
不断的养分。”

具体到创作实践中，创作者应该跳出固有的
思维模式和人物概念。黄金来认为，历史人物首
先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不仅有一身的浩然正
气，同时还应该有侠骨柔肠与至情至爱。作家只
有正视这些情感，赋予作品烟火味与人情味，才
有可能创作出打动人心、流传得开的作品。

阿菩：
红色是网络小说的重要底色

2021年12月5日，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州
市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阿菩，以“网络小说中的
红色基因”为主题，解读网络小说在结合红色革
命历史方面呈现出的新特点，并为这一类型小说
的发展与进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部分读者对于网络文学仍然存在着某些误
解，它们确实有追逐流行的特点，但同时也保留
着自己作为文学的传统特质：在精彩的情节背
后，大多数作品都拥有自己的底层逻辑。”从事网
络文学创作与研究十余年，阿菩敏锐地发现：“红
色是网络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底色。”

阿菩表示，网络文学大多采取的是一种民间
立场，尽管在写作方法上会更加轻松、活泼，甚至
伴随着迂回、夸张等手法，但是当它介入革命历
史时，它所遵照的底层逻辑是严肃且积极的。“我
们需要充分了解这种叙事。”

罗丽：
南国红豆香飘何处

2021年12月26日，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
院副院长、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罗丽，围绕个人学术专著《粤港澳大湾区戏曲
影视发展路径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戏曲传播
路径演变”为主题，介绍了粤剧这一岭南经典艺
术形式与区域文化传统间的深层联系，并梳理出
粤剧传播路径的历史演变。

罗丽认为，随着广东与周边各地的交流不断
加深，粤剧表演不仅是广府地区节日、宗族庆典、
宗教祭祀的重要活动内容，还随着省港班的流动
在香港、澳门等地落地生根，甚至流布于海外，在
华人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典艺术形式的粤剧，
百余年来通过不同观演空间以及不同传播媒介
的革新，既记录下粤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也赓续着粤剧作为区域文化的血脉，实现了优秀
传统文化的守正与创新。”罗丽说。

陈典松：
红色记忆印刻在广州的精神内核中

2022年1月3日，中国作协会员、广东文学
院签约作家陈典松以“广州起义纪事——记住这
座城市红色文化的DNA”为主题，讲述了他创作
长篇纪实文学《黎明之前——广州起义纪事》时
的见闻与感悟。

谈及该书的创作过程，陈典松介绍道，他和
另一位作者陈志遐在对广州起义历史文化遗迹
进行半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充分搜集、研究、利
用公开出版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力图还原广州起
义的全貌。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很多细节、材料，我
读了非常感动。”他认为，动人的红色记忆已经深
深印刻在广州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之中，希望通
过这本书把广州这段红色历史记录下来，把革命
先烈的伟大精神传承下来。

学党史 传经典 推新作
——听广州文艺名家讲中国红色文艺经典故事

电视剧《觉醒年代》海报 谢友义报告文学《赤魂·赤土·赤旗》书封欧阳山小说《三家巷》书封

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庞贝小说《乌江引》书封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书封

2021 年，由广州市文联主办、广州市大湾区文化交流促进中心承办的“学党史 传经典 推新

作”系列主题阅读活动在广州市多家红色文化场馆举办。活动由16场读书沙龙组成，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承，邀请知名文艺家、专家走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州鲁迅纪念

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旧址等红色文化场馆及各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围绕红色经典，同读者分

享阅读体会，加深市民群众对广州红色文化的了解与认同。活动通过“花城+”与“新花城”平台全程

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同步分享，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全民阅读深入人心、形成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