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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在诗人!作家!文联"小头目#!影视传媒公司
老总等多种角色里转换自如$ 不仅赚到了足以让余生不
再为生活担忧的财富$还以历史题材小说%张居正&获得
过茅盾文学奖$从文经商都有声有色' 在作家采风团里$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被团
员戏称为"大师#( 记者与这位"大师#谈起这个时代的文
学$他的回答也别有一番滋味(

文学永远都强大
记者)如今关注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了!文学走向

"没落#了吗$

熊召政) 现在的局面是商品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的
必然(文学一旦不是一个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那么热衷
于它!关注它的人会越来越少( 文学从大众走向分众$这
是一种必然的回归(这两年$我感觉到作家的生活空间又
慢慢扩大了$作家最艰难的生活期已经过去$作家的生活
空间又慢慢打开了(

文学作为整个社会艺术的母体$ 会不停地诞生新的
样式( 从诗到骈体文$到唐诗!宋词!元曲及清代小说$再
到戏剧!电影!电视剧!网络文学**传播方式一直在改
变$文学作为它们背后存在的东西$永远都是强大的(

我认为影视对传统小说+文学是一种损伤$但能否把
小说的精华发展成具象的影视节目$这是值得作家探讨$

花力气来调整!改造的(因为历史的前进和传播方式的改
变是不可逆转的$关键是作家怎样"与时俱进#(

擅长写历史小说
记者)您为什么会从事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为什么会

选择%张居正&这个人物!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熊召政)我的长处和知识结构适合写历史小说(我从
小喜欢历史$ 一直从旧学! 传统文化里接受的熏陶比较
多( 选择张居正$与改革有关$与生活的时代有关( 那时
我们对改革的事情比较关注$对改革的进程!改革中的人
比较关注(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宋代的$北宋末期的灭亡
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记者)您如何处理经商和从文$

熊召政)经商和从文需要的专业知识截然不同$但思
维方式是一样的$就是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要下大力气!下
苦工夫(

别为孩子们担心
记者)您怎样看待

"#

后作家$

熊召政) 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比他们还小)

$%

岁长诗
发表$引起轰动,

$&

岁就得了全国大奖( 我依然得到了社
会的承认和关注$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觉得不要担心孩子
们$不要担心这些年轻人会不走正道(

我并不是很喜欢!认同娱乐化写作$但
"'

后从娱乐
化写作开始$最终是会分化的$有一部分会很勇敢地承担
起民族文化建设的责任$ 一部分人则继续在娱乐化写作
中前行( 有人喜欢郭敬明$也有人坚决不读郭敬明$读者
会做出选择$社会也在不断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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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韩小蕙#$是从各种书报杂志的
美文中(在中国作家采风团汤阴行的名单
里$记者意外发现$"韩小蕙#竟然还是第
六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奖者!光明日
报%文荟&副刊主编!高级记者( 作为驰骋
于文学界与新闻界的"双栖人#$韩小蕙有
着怎样的感悟呢-

一个!功利"的开始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的$

韩小蕙)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上大学
之前就搞一些业余创作$到%光明日报&后
也写过一些中篇小说(

%(")

年$报社让
我做文学副刊$那时还是以散文为主( 我
大概采访过上千的学者作家( 大约过了
一年左右$我感觉自己应该写散文( 如果
看到编辑也写散文$作者可能会和编辑有

更多的共同语言$也会更加信任你( 我当
时就是这么想的$于是就开始写散文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功利#的开始(

特别愿意做记者
记者)文学和新闻!您更喜欢哪个$

韩小蕙)我对新闻情有独钟( 因为我
感觉新闻对社会的推动力是特别直接的$

社会离不开新闻( 文学是一个慢功夫!滋
养人心灵的东西( 新闻在某些时候比文学
的力量要大( 我的理想其实是想做一名社
会新闻记者$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忧国忧
民的$比较喜欢干大事的( 改革开放以后$

一个城市没有几年工夫就起来了$我觉得
这都是经济和政治的力量$不是文学的力
量$文学在这个时候是很苍白的(

记者)您觉得文学很苍白!但您依然

坚持写作$

韩小蕙)我好像是属于没办法.笑/(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社会新闻记者$就是因
为没做成$才做文化记者( 我是属于比较
认真做事的那种$在其位就谋其政( 我特
别愿意当记者$做专业的记者$做业余的
作家(

记者)您大概发表'编辑了多少散文

作品呢$

韩小蕙)几百万字吧( 我每年编发有
很多好文章$感觉报纸一天可能就过去了$

大量的读者都读不到$ 于是我就每年编一
两本散文集$把这些好文章集结成册$这是
对读者有利的$ 对我的编辑工作也是个助
力( 这些年我编的散文集一共有

)%

本( 我
还把很多好文章向各个选刊推荐$ 自己写
点文章介绍( 这样作者写一篇文章会收到
很多反馈$作家也愿意给我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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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文联主席+ 作协主席陈世旭上
世纪

"'

年代以%小镇上的将军&一举成名(

$'

年来他坚持写作+思考$却在新的时代
对文学创作有了"茫然#之感( 在中国作家
采风团汤阴行中$面对记者$他直言不讳(

记者)您作为江西省文联主席'作协

主席!介绍一下江西作家的情况好吗$

陈世旭) 我到江西作协工作快
$'

年
了( 我们江西作家群一直想在中国文坛有
很大的影响$但直到今天$还在一个努力
的过程当中(

记者)创作在您生活中占的时间比例

大吗$

陈世旭)不是非常大( 我刚走上文学
创作这条道路时$应该说是全力以赴地投
入( 但现在随着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变
化$创作激情是在消失过程中$所以有时
候我会把创作放在次要位置$写作时间不

太多(

记者)您现在手头有没有正在创作的

作品$

陈世旭)有啊$我每年发表和写作的
数量也不算少$但是影响大的不多(

记者)也没有特别冲击自己内心的$

陈世旭)是( 总结我自己的创作$那种
刻骨铭心感动我的东西不太多( 我最初的
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那真是打动我了(

那时二三十块钱一个月$在文化馆$生活非
常简单$甚至是贫困状态$但那就是打动了
我$ 我一天到晚琢磨它$ 两三个月就写好
了( 现在再回想那样的人格力量对我还是
有冲击的(但是这些年生活有很多变化$精
神上也会有很多冲击$ 那么单纯的纯净的
崇高的打动人的$现在真是不太多(

记者) 您认为作家应该关心政治'经

济吗$

陈世旭) 我觉得作家应该更多地关
心人的心灵( 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创
作理念(

记者)对当代文学所谓的"没落&!您

怎么看$

陈世旭)我觉得$从作家自身来说要
有一个自我调整( 人还是需要激动的$因
为人有思想有感情( 这次四川大地震我就
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地震深深震动了千家
万户$震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从这里面能
看到人跟人的关系$ 国家跟人的关系$在
灾难面前各种人的表现(

生+死$爱+恨$这些都是文学应该面
对的课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表现不如
生活$有时生活发生的东西可能比文学更
撞击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文学才显得
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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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笑梅 校对 黄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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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金

色的校园，岁月

悄然转动时间

的年轮，热情点

燃铁轨上不息

的生命火焰；这里，是

炽热的校园，那些年

轻的容颜，在研习中

愈见成熟，纯洁的沃

土上，孕育着一代代坚定、豪迈的少年；这里，是峥嵘的校

园，坎坷作日历，风雨作音符，辉煌的往昔止不住跋涉者铿

锵的脚步……

始建于 １９７５年的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坐落于黄河之
滨、历史名城郑州市，隶属于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是国家

重点技工学校、河南省示范性技工学校、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所、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职业技能鉴定站、北京交通大

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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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具有 ３３年建校历史的技工院校，郑州铁路
技师学院饱经曲折发展的磨砺。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国
有企业深化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给学院发展带来了

挑战，却也带来了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郑州铁路技

师学院很快挺立潮头，学院占地面积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３０多亩
增加到现在的 １２０余亩，年招生人数从 ２６０人增加到现在
的 ２３００余人，在校生规模从 ８９０人增加到 ６２００余人，固
定资产由 １６００万元达到现在的 ４４００多万元，在岗职工人
均年收入从８０００多元增加到３２７００元……

如今的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基础设施完善，建有先进的

计算机房和多媒体教室；建有工程材料、汽车工程、电工电

子、电机电控、ＰＬＣ及变频器、财会模拟、数控模拟等实验
室；建有铁道线路、起重装吊、工程测量、钳工基础、汽车维

修、汽车驾驶、电力内外线、电机电控、铁道信号、电气焊、

机加工等实习车间及场所，有可安排 ３０００名学生同时实
习的教学实训中心；师资力量雄厚，配有专兼职教师 １８２
名，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３６名，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８５
名，高级技师、技师３４名。

学院开设有机械设备维修、工程机械修理、汽车驾驶

与维修、机修钳工、电器设备维修、维修电工、电工电子、铁

道信号、铁道电气化、机电一体化、数控加工、焊工、测量工

程技术、工程试验与检测、轨道工程、铁道线路、起重装吊、

桥梁工、电子商务、会计电算化、计算机应用、烹饪等 ２２个
预备技师、高级工、中级工专业（工种）。设有土木工程、机

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铁道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

子商务等本专科网络教育班。现有在校生６２００余名，学生
毕业率达 １００％，职业技能鉴定合格率达 ９８％以上，毕业生
就业安置率达 ９８％以上，为铁路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
批高素质中、高级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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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更困难”一直是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的发展理念。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在学院发展
最困难的时候，校长陈虎顿带领新一届领导班子迎难而上，

励志崛起。在深入分析了面临形势和存在问题后，郑州铁路

技师学院确立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立足企业，

面向社会，扬起招生龙头，畅通就业渠道，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为实现学校新的崛起而努力奋斗”的指导思想，制定了用

１０年时间把学院做大做强，走上自立自强道路的发展目标。
在“适者生存、强者辉煌”的竞争意识和“与时俱进、锐

意改革”的创新意识的引导下，全院干部职工坚持“现代

化、高质量、有特色、

创一流”的办学思

想，坚持以发展为主

题，以改革为动力，

众志成城，自主发

展，闯出了一条特色

办学的创新之路。

“以校为家，同舟共济”的家园意识，“如履薄冰、如临

深渊”的危机意识，使全院师生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取得

了骄人的工作业绩，学院办学层次不断提升，办学实力不

断增强，学科建设不断完善，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实现了从

省部级重点技校到国家级重点技校、高级技校、技师学院、

河南省示范性技工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河南省技工学校招生先进单位、河南省五爱教育先进

单位、郑州市职业技能培训先进集体、郑州市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郑州市技校系统教学管理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技校系

统优质课评选先进单位、郑州市文明校园、二七区优秀诚信单

位、集团公司文明和谐单位标兵、集团公司、社管中心“先进党

组织”、集团公司“好班子”……短短８年的时间，郑州铁路技
师学院取得了数不尽的荣誉，昭示着它的不断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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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三局潞州水泥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窦宝成、山西

铁路工程学校校长李志清、中铁三局宜万指挥部党工委书

记陈伟、中铁三局黔桂指挥部党工委书记贾月敏、中铁隧

道集团工会办公室主任孟国君、中铁三局电务工程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张斌、中铁工程机械租赁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

赵香河、中铁三局高级技师孙运平、冯国勇、单长胜……谈

到这些杰出的校友，郑州铁路技师学院的学生们不由地流

露出心中的自豪和对未来的憧憬。

“就业安置是学院发展的生命线，是在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并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是郑州铁路技师学院深

谙的真理。

自 １９９８年取消统招统分后，郑州铁路技师学院用“适
应社会需求办学，一切为了学生就业”的市场理念经营学

校。“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我院校企合作的规模和范

围将会越来越广，毕业生的安置也会越来越好。”院长陈虎

顿告诉记者，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为具有中央企业背景的职

业院校带来新的机遇。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已基本形成了

辐射全国的就业安置网络。在今年年初的职代会上，学院提出

了要全面实施“五大集团”和“五大区域”战略，构建一流的就

业安置网络。包括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建集团、中交集团、

中国水电的“五大集团”和包括郑州及周边地区、京津地区、长

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太原至西安沿线地区的“五

大区域”是郑州铁路技师学院就业安置工作的重点方向。

目前，郑州铁路技师学院的 ２００８届毕业生已全部就
业。２００９届毕业生也基本安置完毕，其中铁路等大型中央
企业 １４００余人，外资、合资企业等 ５００余人，使学院的就
业安置率达到 ９８％以上。校企合作模式初具规模，就业安
置层次不断提升，毕业生就业信息库的建立，使安置工作

进一步规范化，就业后的跟踪服务与用人单位回访，树立

了学院诚信的良好形象。

沧海风烟，桑田雾雨，伴随着铁路的发展腾飞，郑州铁

路技师学院走过了三十三个春夏秋冬，自强不息、执着追

求，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技师学院。

回顾过去，成绩斐然；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厚德笃

学，弘毅致强”的校训在耳畔回荡，郑州铁路技师学院的全

体教职员工，以每一天为新的起点，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辉煌的业绩，再写学院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 " # $

!"#$ %&'(

!!!"#$%&'()*

%&'()*%+ ,-.

中国作家采风团汤阴行暨第三届岳飞

故里文化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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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安阳汤

阴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存葆!原#人民

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江西省文联主席

陈世旭!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韩小蕙!山西省

作协副主席张瑞峰!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熊

召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陆健!诗人商震等

齐聚汤阴" 在作家采风间隙%本报记者独家

采访了李存葆!韩小蕙!熊召政!陈世旭等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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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存葆在%十月&

发表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引
发无数读者感动与泪水的作品为李存葆带
来了终身荣誉$ 但他并不讳谈这部使他功
成名就的小说是历史时代的产物( "散文最
能代表我的写作水平( #面对记者的采访$

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李存葆少将似乎更
乐意说说他的散文(

作家要关注国家大事
中国作家采风团在安阳汤阴刚刚 "安

营扎寨#$立即就形成了以李存葆为中心的
"圈子#( 大家相约饭后散步$更多的是为了
聆听李存葆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的阔论(

"在当今社会$作家应该关注国家的政
治+经济大事( #李存葆对国家大事+民族命
运的浓厚兴趣$ 时刻回应着他军人的身份

和作风$ 令记者深深感受到他作为军人的
忧患意识和作为作家的高度责任感( 而此
次应邀来到汤阴采风$ 也与这位军人心中
的"岳飞情结#有着必然联系(

"汤阴不仅是%周易&的发祥地$更是民
族英雄岳飞的故乡$作为军人$我更崇拜这
一点( #李存葆心目中$岳飞是中华民族气
节的代表$在岳飞庙$李存葆略一思索$挥
笔写下了"尽忠报国$永远是中国军人的精
神坐标#(

!将军散文"应运而生
从小说到报告文学$再到散文$李存葆

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的热爱( 李存葆爱
读书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人们送他"读书
将军#的雅号( 而山东人的豪迈和军人的气
质$使李存葆关心着与时代+与国家息息相

关的大主题+大题材+大情感$洋洋洒洒+荡
气回肠的"将军散文#也就应运而生了(

"最终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的
是它的文化$ 文化是人类心灵之树上结出
的圣果$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心智
果实的长期积累( 世界千变万化但文学艺
术却能贯穿人类的起始和终极**# 认识
到"文化#的力量后$李存葆把视野投向了
更为广阔的创作范围 $%我为捕虎者说 &+

%鲸殇&+%大河遗梦&+%祖槐&+%沂蒙匪事&

等少则万言+多则四万言$洋溢着古文化韵
味的系列大散文$宣告着自己独立的价值(

"小情小调的软性文字不应该是主流散文$

散文应该充满文化含量( #说到自己的创作
观$李存葆认为$散文是讲究气韵+趣味的$

而好的文章应该让历史检验(

李存葆虽为知名作家$但却十分谦逊(

散步归来$大家在将军住所聊天前$他执意
要为"客人#泡茶$"我有好茶$尝尝吧( #那
架势$ 是有好东西就坚持要跟他人分享的
宽厚(

"写作是一种生命的方式$我现在还在
写( #"我的好多作品都发表在你们河南的
%散文选刊&上( #李存葆对记者说( 看到这
位热爱写作+热爱生活的将军$敬意立即在
心中升腾起来(

核心

提示

李存葆

韩小蕙 陈世旭

熊召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