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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时代文学发展闪亮名片，“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成功举办

“文化东城”见证中国文学高光时刻

“文化东城”见证中国文学高光时刻——由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委宣
传部、湖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东城区委、区政府等单位承办的“中国文学
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近日成功举办，第八届鲁迅文学奖7个奖项共35篇
（部）作品的获奖者在现场接受颁奖。盛典将文学颁奖典礼与舞台表演形式
相结合，以“文”“艺”联动展示新时代文学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让文学“破
圈”传播，旨在打造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闪亮名片，向文学致敬、向作家致敬、
向时代与读者致敬，奋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 文/记者 李滢

书香之城
“文”“艺”联动创新之举让文学“破圈”传播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
夜”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强大阵容，
获奖作家有来自草原的蒙古族牧羊
人，有数十年扎根边陲的军旅作家，有
长期坚守教育一线的乡村教师，也有
奔走于祖国建设一线的见证者与书写
人，还有为年轻心灵传道授业解惑的
高校学者。他们在神圣的文学殿堂，
用优秀作品呈现新时代文学的多元、
丰富与深广，展现中国文学从“高原”
向“高峰”攀登的强劲精神动能。

让文学“破圈”传播，让文学照亮
生活，让全国文学爱好者、广大读者
和社会各界共同领略文学之力，感受
文学之美，是这次盛典的重要特色之
一。盛典现场，主持人与获奖作家代
表进行互动，有着特殊身份和特殊经
历的获奖作家为大家分享自己独特
的生命经历与创作历程、描述他们眼
中的新时代文学风景、讲述他们笔下

动人的中国故事。
除此之外，本届盛典将“文”“艺”

联动，首次尝试将文学颁奖典礼与作
品朗诵、情景歌舞、舞剧、合唱等舞台
表演形式相结合，创造性地以歌队合
唱的形式，构成颁奖流程的内在有机
环节，呈现文学之风雅，表达对获奖
作家作品的尊重和敬意。

鲁迅文学奖创立于 1997年，每四
年评选一次，共设有中篇小说奖、短
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
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
奖7大类奖项。面对新的媒介环境与
传播格局，为开辟文学新境界、拓展
文学新空间，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中国作家协会从第八
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开始，全新打
造“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
夜”，推动形成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
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四大文学奖
项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盛典”，以隆重
典雅、形态丰富、传播力强的大型文
学主题盛会，表彰具有最高荣誉的国
家级文学奖项，力求把“中国文学盛
典”打造成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闪亮名
片，向文学致敬、向作家致敬、向时代
与读者致敬，奋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的新辉煌。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
夜”是探索新的文学表达形态的一次
创新之举，旨在打造一台内涵丰富、
精彩纷呈、破圈传播的文艺盛典。活
动将庄重典雅的大型文学颁奖典礼
与气氛热烈、形态丰富、传播力强的
电视台晚会和网络平台直播充分融
合，展现新时代文学中人民奋斗、江
山壮美的无数剪影，激励广大作家和
文学爱好者，为这个伟大时代奉献更
多的精品力作。

“文化东城”深厚底蕴滋养文学艺术蓬勃发展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

文化是东城区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
和最宝贵财富。古都文化、红色文
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在这里相互
渗透、融合发展，为文学艺术蓬勃发
展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
夜’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文
学界迎来的首个重大活动。此次能
在东城举办，很荣幸。”东城区的工作
人员一直忙着与各方协调。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
文学生长的土壤。”位于东城区朝阳
门内大街 166 号西侧一家名为“朝花
夕拾”的咖啡店里三两年轻人交谈
着，像是以另外一种仪式表达对鲁迅
文学奖的致敬。青灰色的石砖衬着
白色的招牌，四个深红色花体字透着
文雅气息，朝东的茶色玻璃门窗映着
阳光，有种东城特殊的文学味儿。这
是有着“文学出版国家队”之称的驻
区企业人民文学出版社，做起的“文
学+咖啡”新模式。

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创意产业的

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对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来讲，在传统
纯文学的基础上，东城区通过一系列
举措鼓励扶持企业发展，将文学的因
子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方式在更
大范围传播。除支持传统出版社转
型发展外，东城区还鼓励中文在线等
文化企业深耕数字内容和网络文学
创作，引导优质的内容生产。

书店，是东城引人注目的文化地
标。近年来，东城区在很多书店推出
普惠性文学活动，做好文学普及和文
学鉴赏的大众传播。“作家与读者见
面会”作为品牌活动已经坚持 10 余
年，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儿童文
学、报告文学等多方面开展讲座，收
到了良好的文学传播效果。

“精彩纷呈的文艺志愿服务拉近
了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和
感情，让文学与大众不再遥远，同时
也为书店引流起到正向作用。”东城
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东城
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聚焦本土化，不断“破圈”，推出

了一批精品力作，打造更加丰富多元
的传播产品。连续五年制作推出的
系列专题纪录片《40 年，我和我的东
城》《70 年，古都新韵》《胡同里的幸
福》《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的十年》，
并陆续推出同名图书，全景呈现东城
发展变迁。以《文创辉耀新东城》《改
革开放话东城》《70年北京东城足迹》

《2020记事》等为书名的一部部“东城
故事”，将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主题都
汇集在创作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未来，东城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在首都城市功能战
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任务中，重视
和扶持现实题材与爱党、爱国、爱首
都、爱东城题材文艺作品的宣传推
广，用文学作品展现东城区历史文
化、城市建设与发展成果，使更多人
了解东城、认识东城、热爱东城，为加
快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的新时代首
都核心区谱写绚丽多彩的文化篇章。

东城区推出文化艺术基金特别支持项目年度大戏
刘心武茅盾文学奖小说首次登上话剧舞台

原创京味话剧《钟鼓楼》
生动注解中轴线文化

东城文化艺术基金特别支持项目年度大戏、原创京味话剧
《钟鼓楼》日前正式推出。该剧由著名作家刘心武的茅盾文学奖
获奖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由东城区联合北京九维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制作出品，将位于东城的中轴线地标建筑钟鼓楼置于舞台
C位，通过剧中40年前钟鼓楼下的平凡人平凡事“碰撞”40年
后新时代舞台观念的再创造，带领观众于“方寸中看遍人间烟
火，瞬息中遥望时间洪流。” 文/记者 李滢

刘心武作品首次搬上话剧舞台

《钟鼓楼》是刘心武创作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 1985 年 11
月，并于同年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
奖，是茅盾文学奖中极其稀有的专门
描写北京故事的获奖作品，2019年入
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
藏”。作品讲述了北京钟鼓楼跟前一
座四合院里的故事，以一块小金表、
一场婚礼为引线，描写了 1982 年 12
月 12 日那一天的 12 个小时之中，京
城小院居民代表的社会各个阶层的
丰富生活场景，通过形形色色的小人
物全景式展现了上世纪 80 年代迎来
改革开放的古城风貌。

原创京味话剧《钟鼓楼》是刘心
武文学作品第一次被搬上话剧舞台，
由新京味戏剧导演代表黄盈执导。
这是黄盈第九部讲述原汁原味北京
故事的作品，在原著扎实的人物群像
基础上，以薛家婚礼为主轴，让四个
家庭的四个故事形成并行又交叉的
故事线，相隔40年唱响北京人的城市
史诗。全剧以写实主义为基础，运用
多时空并置“橘子瓣”式结构方式，将
原汁原味的京城风韵和当代审美方
式相融合，力求挖掘古都文化内涵，
体会时间洪流之上的钟鼓楼。

舞台再现“老北京烟火人间”

“话剧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把这
部小说搬上话剧舞台其实很难浓缩，
不仅因为字数多，而且它是‘橘瓣
式’；不仅因为有很多瓣，而且每一瓣
都是完整的存在。黄盈导演很有经
验，而且他很热爱这部作品，所以做
得相当好。”话剧《钟鼓楼》创排期间，
刘心武曾来到联排现场与剧组人员
交流并分享创作心得，对作品给予了
高度评价。

“这部戏通过一场婚礼将老北京
的风土人情全部展现出来。市民之
间那种宽厚、温情的人际关系是永恒
的，要把这种老北京宝贵的精神遗产
延续下去。”刘心武说。

据介绍，话剧《钟鼓楼》在叙事结
构、舞美装置、服装道具设计等方面
独树一帜，只为再现上世纪80年代四
合院的“时间迷宫”——非线性的叙
事结构将三个不同空间所发生的故

事交织在一起，将广袤的生活与历史
微缩的精华融入短短两个小时的戏
剧中；舞美上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
还原了充满时代氛围的老屋；服装
上，话剧别出心裁地用色系区分不同
的家庭，并以改革开放后的大胆着色
赋予舞台复古的色彩；在道具设计
上，主创团队精心从市场上淘买到真
实的上世纪 80 年代物件，包括“四个
喇叭”的收音机、三转一响的机械表、
1985年印制的中国地图等，营造更浓
烈、更真实的时代氛围。

建设“戏剧之城”，焕发文化自信

目前正值中轴线申遗的关键阶
段。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钟鼓楼坐落在北京中轴线的
最北端，是中轴线、也是东城区的地
标建筑之一，它见证着区域社会发展
和风土人情。东城原创京味话剧《钟
鼓楼》是一部印证中轴线与北京城、
北京人彼此交融的精品力作，也是一
部在东城区“戏剧之城”建设里程碑
之年的一次成果汇报，意义非凡。

据介绍，2022 年，东城区出台了
《东城区进一步推进“戏剧之城”建设
发展的实施意见》，并配套《东城文化
艺术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对标对表
国内外知名戏剧中心的发展模式，站
在国际视野、戏剧艺术前沿，将“戏剧
之城”建设发展融入城市管理体系
中，引导“戏剧之城”建设在全域范围
内多元发展、均衡布局。在此背景
下，《钟鼓楼》从题材到舞台手法，因
展现出东城元素、京味艺术、国际品
质三大特质，获得专家一致肯定，进
而东城文化艺术基金给予排练、演
出、宣传等各环节的重点扶持。

从“戏剧东城”到“大戏东望”再
到“戏剧之城”，10 余年来，东城区已
重点扶持了《十年》《威廉与我》《速记
员》等61部市场票房和社会反响俱佳
的优质原创剧目，通过戏剧讲好中国
故事、北京故事、东城故事。东城区

“戏剧之城”建设已构建了集创作、演
出、交流、展示、消费为一体的戏剧演
艺全产业生态链。下一步，东城区将
积极建设中国戏剧创新中心、国际戏
剧展示中心、多元戏剧消费中心、京
味文化戏剧体验中心，营造“全民参
与、全城有戏”的浓郁戏剧文化氛围。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东城区成功举办。 主办方供图

原创京味话剧《钟鼓楼》剧照。 区文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