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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首诗词!一篇篇散文!一部部小说"从周口这片灵秀的土地上走出"走出了中原"走向了全国# 静静流淌的沙颍河"两岸人杰地灵"三川交汇的周口大地蕴含着

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 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滋养下"一代又一代周口文人耐住寂寞%笔耕不辍"终于以一种&群体集结'的方式"在中国文坛占据了一

席之地$几年前"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一次研讨会上就曾慷慨感言(&周口惊现作家群) '于是"&周口作家群'在文坛叫响"一批批&重量级'文学作品的出现形成了

冲击中国文坛的一次次浪潮#

据了解"目前"我市本土作家中现有中国作协会员
14

人"省作协会员近
544

人"市作协会员已发展到近
+44

人# &周口作家群'队伍中"有一大批从本土走出"旅居

外地的周口籍著名作家(刘庆邦%朱秀海%马泰泉%陈廷一%郑海凌%赵兰振%李鑫%谷禾%邵丽%孙方友%墨白%陈麦启%李少咏%刘海燕等# 而&周口作家群'本土作家更是

梯队整齐"结构均衡"创作门类广泛"题材丰富# 在年龄结构上"不但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中青年作家(柳岸%梁庭华%尉然%宫林%钱良营%邵远庆%王向%张运祥%申艳%李

乃庆%孙新华%张华中%邵超%宋志军%李前进%贺红%韩冰%孙琳%张瑜良%张新安%郭昕%郭亚东%阿慧%董素芝%董雪丹%段文%孟庆武%王天瑞%王剑%高恒忠%任动%侯钦

民%罗培育%再见康桥%孔令菊等"还有一批势头强劲%思想活跃的新生代作家(红鸟%霍楠囡%郭敖%张培亮%厉小邪%杨亚爽%戚富岗%刘艳杰%吴杰%崔郎等#

在这次名家看淮阳暨&周口作家群'崛起现象座谈会期间"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本土作家代表#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周口作家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

想***文学$ 面对文学"他们有理想!有热情且执着坚韧$ 他们一路走来一路高歌"他们一路向前"朝着更远的风景出发$ 晚报记者 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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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杜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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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红鸟写小小说! 在文学圈里大家都叫他

"红鸟#!而生活中!他是淮阳县新站镇曾楼行

政村的大学生村官$村支书助理雷忠杰% 红鸟

)674

年生于淮阳!

74

后!算是周口本土作家中

的&新生代#% 他虽然年轻!但后劲十足% 他目

前是河南省作协会员!周口市作协理事% 已在

'百花园('小说月刊('四川文学('山西文学(

'短篇小说(等发表小小说百余篇!作品曾被

'大河文摘报('读者('小说选刊( 等转载!作

品曾获第九届$ 第十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

选三等奖! 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

奖%

毕业于郑州师专的红鸟!当过教师!在一

家民营出版社当过图书编辑%

*447

年!他参加

大学生村官考试! 以优异成绩成为一名大学

生村官! 被分配到淮阳县新站镇曾楼行政村

工作% "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给我提供了丰富

的创作素材% )红鸟说!"我没别的爱好!就爱

看书!虽然现在图书的定价挺高!但只要是好

书!我就会买下来% )

在村里!他工作认真扎实!深受群众的喜

爱*在文学创作上!他成绩斐然% 工作之余!他

笔耕不辍% 记者翻看红鸟的作品!发现他的小

说在构思$风格上都让人眼前一亮% 由于长期

工作在基层! 他的乡村题材小说的非常多!

'丢牛(刻画了几个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美

妻(写的是农村的好媳妇++

参加这次座谈会!红鸟感受很深!他说,

&我的创作才刚刚开始! 我会一直走下去!为

读者奉献更多的精品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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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岸是王相勤的笔名!淮阳人% 这次座谈

会!她十分忙碌% 见到她时!她不是忙着接电

话!就是风风火火地走进走出% 因为担任着周

口市作协主席的职务! 要跑前跑后地接待!她

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接受采访%

记者对柳岸的了解是! 她一冲进文坛!就

一发不可收% 她是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

第十一期高研班学员!河南省作协理事!周口

市作协主席!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作品在

'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等期刊发表!多

次被 '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

转载!并收入文学选本%出版小说集'燃烧的木

头人('八张脸(! 长篇小说 '我干娘柳司令(%

'燃烧的木头人( 获河南省文艺成果奖!'我干

娘柳司令(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南省

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河南

省优秀图书奖%

昨天!记者见缝插针!专访了本土作家领

军人物柳岸% &我跟所有的周口作家一样!很

激动$很振奋$很受鼓舞% 我们周口作家有幸

迎来了这次盛会!虽然参会人数不多!但是规

格和档次都是空前的! 这实在是我们周口本

土作家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提升的机会% )

柳岸说%

在谈到&周口作家群)的努力方向时!柳岸

说!要发挥群体优势$捆绑推介%如今是信息爆

炸的时代!信息载体纷繁复杂!文学在社会意

识形态里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小%即使是一部优

秀的文学作品!也很难引起轰动% 作为势单力

薄的作家个体!更难形成大的社会影响!除非

像莫言先生一样!捧得&诺奖)归% &诺奖)对于

作家来说!大概是一个最真实的&中国梦)%&一

个作家一定是社会一根最敏感的神经!能够触

摸到时代的脉像!所以!我们周口作家!会与时

俱进% 我们有这样一个群体!就要借助群体的

力量!群体优势!捆绑推介!精铸-周口作家群.

的品牌% 把-周口作家群.的品牌!做成周口文

化的名片%下一步将会邀请名刊$名家$名编走

进周口!搭建平台*另一方面创造机会让作家

们走出周口!开阔视野!提高自己!注入正能

量% 写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让-周口作家

群.的旗帜高扬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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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周口师专的宫林! 当过教师$秘

书$办事员!无论工作在哪个岗位!他都笔耕

不辍!如今发表中短篇小说
844

多万字!并成

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动人在-细.处% )

谈起创作心得时!宫林如是说%

评论界认为! 宫林小说的题材大致分为

两种!其一是与现实拉开距离!俯视生活!有

点新"历史小说)的味道!如'大雪无边($'大

雾弥漫(等作品洋洋洒洒!充满想象% 另一部

分小说取材时下生活!如'三星追全把($'点

晕($'洼洼地里好庄稼( 等作品结构严谨!人

物形象生动%

而宫林在总结他的写作心得时说! 写作

首先要深入生活% 宫林介绍!如今他每个月都

会挤时间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在田野间走走!

与村里的乡亲们聊聊天!他主要是想收集一线

最真实的素材% 现在农村同过去相比变化很

大!不仅表现在街道$房屋等实物上!人们的思

想观念变化也很大%

"如果故事的情节是链条的话!那么细节

就是链条上的珍珠% )在谈到创作经验时!宫

林特别强调要注重细节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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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马治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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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艳是 "周口作家群 )的后起之秀 % 虽

然她从
9445

年才开始创作 ! 但佳作不断 !

成果丰硕 !

94)4

年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
94)1

年度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 !申艳的诗集 '寻找炊烟 (

成功入选 ! 引起业内人士对她的进一步关

注%

申艳的诗 ! 抒情短章较多 ! 但诗短情

长 !诗中表达的情感充沛 $饱满 $浓烈 !且富

含哲理% 充满哲思的诗句!在申艳的作品中

不时出现 !读者在享受富有美感的诗句时 !

又能获得启迪%

"生命并不因卑微而贬值 !相反 !在卑

微中能够发现生命的光辉 !生命的高度 % )

申艳说 !"与那些宏大的意象比起来 ! 卑微

者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 它们往往是

被忽略的群体 !就像在喧嚣的城市 !在 -匆

匆而过的雨伞下 .穿梭不息的 -纤腰 $肥臀 $

长腿 $高跟鞋 .构成了城市的主题 % 当人们

专注于欲望和诱惑时 ! 自然会忽略同样是

构成城市一部分的 -月季花 $爬墙虎 $梧桐

树 ./'雨滴和城市 (0% 但如果凝神细观 !卑

微者在自己独处的世界散发着生命的光

辉 !在话语的边缘做着无人倾听的低诉 !就

好像 -河滩上羞于说出自己名字的草 .!它

-被霜染黄!被水淹没
!

却不曾离开% 等待风

来的时候
!

发出卑微的低鸣./'三川(0% )

核心

阅读

申艳

红鸟

柳岸

宫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