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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关注邵丽! 不仅仅是因为她是河南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更重要的是她著

有长篇小说 #我的生活质量 $%散文集 &纸裙

子$%小说集&你能走多远$%&碎花地毯$%&腾

空的屋子$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 其中短篇

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我喜欢歌颂人性的真善美!我也希望尽

量发现社会的美! 并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善和

美推广出去( 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学奖项奖励

的都不是技巧或者技术! 而是作家的人文关

怀和对于真善美的追求( * 谈起自己的感悟

时!邵丽如是说'

谈起创作历程!邵丽说从上世纪
!"

年代

起就开始在一些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但真正

意义的文学创作还是从
#$$$

年开始的( 中篇

小说&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发表后!成为

她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 这篇小说写的是

一位出身贫贱的)官人*的奋斗成长史( 后来!

邵丽将这个中篇扩展为长篇小说 &我的生活

质量$(

!""#

年!&我的生活质量$一经问世!便

受到读者的极大关注! 也为邵丽赢得了诸多

荣誉和光环(

文学界一直评价邵丽的小说是 )阳光文

学*!对此!她解释说!这种说法是北京一帮评

论家说的( 邵丽认为生活中本身就有太多的

沉重的东西! 让文学给大家带来一些阳光和

滋润是必要的( )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我会

继续用笔弘扬真善美( *邵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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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有一名从本土走出去的著名

作家!他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他叫刘庆

邦!现为中国煤炭作协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

主席! 一级作家( 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

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多

国文字( 记者在采访刘庆邦时!他比较随和!

在谈话中不乏有精辟的言语出现! 让人感受

到这名
%&

后作家具有的现代气息(

对于 )周口作家群 *崛起现象 !刘庆邦

说 !自己虽然是周口的本土作家 !但对于周

口的)作家群*能撑起一片天地!起初并不抱

有多大希望 !因为在文学豫军里 !数南阳的

)作家群*名气最大!也是一支比较有实力的

作家队伍( 直到
'&&%

年应地方政府之邀!他

回周口参加了),周口作家群-研讨会*!也就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很认真地阅读了周口本

地每个作家的作品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

吓一跳!在周口这块并不发达的土地上竟然

活跃着几百名作家 !老中青相结合 !而且优

秀的作品呈逐年递增的态势!说来可真是欣

喜加惊喜(

对于周口作家异军突起的现象! 刘庆邦

归纳为三点. 第一是有深厚的历史优势!这

里的优势包括人祖伏羲 +道教李耳等 !具有

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是每个作家用之不竭

的题材 /第二是民间文化优势 !每种风俗习

惯都是我们所独有的民间文化/第三是本地

语言优势! 周口处于南北地带的交汇处!语

言非常丰富!如果能把本地人的对话整理出

来就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说' 刘庆邦说!家乡

的语言优势较为明显 !在乡土小说里 !大多

采用的是对话或对白!使用的大多是地地道

道的乡土语言!听起来亲切自然' 南方地区

的作家却很少用方言来对话!因为那样非常

吃力 ' 刘庆邦寄予 )周口作家群 *很高的期

望! 他希望周口本土的作家都能走出去!用

实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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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过电视剧 &乔家大院$+&军歌嘹亮$

吗0 这两部在全国热播的电视剧!作者就是从

咱周口鹿邑走出来的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

(

月
'&

日!在名家看淮阳暨)周口作家群*崛起

现象座谈会上!朱秀海认为)周口作家群*的

出现与本土文化积淀分不开'

)虽然老家在鹿邑!但由于常年在外!这

还是第一来陈州' *朱秀海来淮阳时感叹说!

此行让他产生两个)没想到*' 首先没想到陈

州有这么大的水域!竟如此的气派' 以前对陈

州的印象是读小说中形成的!感觉)下陈州*

是经商者或有钱人的专利' 这次亲临陈州!回

家的感觉真好' 再个)没想到*的是!周口一个

地级市里竟有中国作协会员近
)&

人+省作协

会员近
*""

人! 不但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中老

作家!还有一批势头强劲+思想活跃的新生代

作家!这很了不起'

)前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

字叫&上帝和新物理学$!书中一个理论深深

震动了我' 这个理论认为!凡是你能想到的事

情! 都已经发生过了' 它们或者已经发生过

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或者它正

处在上述三种状态之中' *朱秀海说!)从这一

理论来看1周口作家群-!目前1周口作家群-

已经形成!并且异军突起!梯队整齐!结构均

衡!因此我们只要有信心!相信未来周口一定

会出现更多更了不起的作家! 同时也会有更

了不起的作品出现'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朱秀海认为!)周口

作家群*创作成绩的取得!是与本土深厚的文

化积淀分不开的' 作为羲皇古都+老子故里+

陈楚旧地的周口市! 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底蕴

和悠久的文学传统' 尤其是老子!作为中国春

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具有

)大智慧*' 在老子等伟人智慧的泽被下!相信

我们)周口作家群*一定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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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龙湖!正是荷花盛开时" 在这个迷人的夏天!淮阳这座古老的

小城迎来了一批文坛大腕"在#周口作家群$崛起现象座谈会上!他们对周

口作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本报记者除摘录部分作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外!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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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

记!白庚胜在座谈会上对)周口作家群*赞赏

有加'

白庚胜一直从事少数民族文学 + 民俗

学+民间文艺学研究!已发表&2黑白战争3象

征意义辨 $+&揭开玉龙第三国的秘密 $+&江

南稻作起源传承研究$+&东巴神话象征论$+

&外国文学三百题 $+&云贵高原文化 $ 等著

作+译著
+!

部!主编&灿烂西部$+&金沙万里

走波澜 $+&玉振金声探东巴 $ 等
+"

余种丛

书'

)周口作为黄淮大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作为黄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着丰厚的历

史文化积淀和不竭的人文传统' 这里曾生长

出&陈风$和&道德经$!生长出谢灵运的山水

诗和曹子建的建安文学' 新时期以来!周口

文学进入了空前繁荣和发展的阶段' *白庚

胜接受采访时说!)周口作家群* 梯队整齐!

结构均衡!创作门类广泛!题材丰富' 作品风

格迥异+个性突出' 选材范围宽泛!艺术手法

多样' 他们正用自己的生花之笔!构建出周

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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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周口市委+市政府每年拨

专项资金
)"

万元! 设立周口市文学艺术优

秀成果奖!鼓励本市作家和艺术家多出精品

力作' 周口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每年

拿出
)"

万元设立文学艺术成果奖! 这一现

象基本开创河南地市先河 ' 在今年召开的

)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颁奖

大会上! 市委主要领导发表讲话并表示!对

周口市文学艺术成果奖的奖金不但每年递

增!而且还要成立周口市文学院' 获悉这一

情况后!白庚胜感慨地说.)很难得呀4 *

白庚胜表示.周口是一方沃土!为周口作

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和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我们的作家和文学工

作者!要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

创作灵感!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人

民养育了作家 ! 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厚的营

养' 只有真情热爱人民!真正了解人民!真诚

理解人民 !才能创作出深受人民喜爱 +人民

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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