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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备选作品出炉
记者 17 日从中国作家网获悉，第八届茅盾文学
奖评奖委员会在 2011 年 8 月 17 日下午进行了第四
轮投票 ，产生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10 部备选作品。
另外，今年茅盾文学奖首度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然
而 7 部作品在第二轮投票过后即全军覆没。 因此在
8 月 16 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网络文学已经全军覆没的局面， 评委会提出新
设想，拟面对网络文学和通俗小说增设类似电影
“
百
花奖”的文学界
“
大众奖”。
（方芳）

【评论】

茅盾文学奖
已沦为少数人自娱自乐
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已堕入现实的困惑之
中，它似乎没能跟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仍然停留
在陈旧的意识里；它不善于处理公共危机，面对公众
的指责时手忙脚乱； 它就像一个垄断资源的国有企
业，养了一身的富贵毛病，刚想表现点亲民的姿态，
又被舆论刺痛缩了回去。 随着文学的逐渐式微，茅盾
文学奖也慢慢被人遗忘在角落里，如今，已没有多少
人津津乐道于历届
“
茅奖”作品，也没多少人怀着激
动的心情时刻关注它， 更多人往往是在媒体的提醒
下，才想起来
“
哦，茅盾要开奖了！ ”
文学批评家谢冕先生曾批评当下中国文艺创作
“
远离了生活的中心而退居到极端自私的角落”，
“
很少
深入探讨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的内在矛盾”，而沉迷于
“
自说自话”之中。 如果拿这句话来检验茅盾文学奖，就
会发现贴切之极。
这是一个以高铁速度奔驰的时代， 也是一个“
奇
迹”泛滥成灾的时代，但在这个不缺少素材的时代，却匮
乏反映现实的伟大作品，包括文学、影视、绘画等在内的
当代艺术作品，大都不约而同地缺位了。
说起来，公众批评指责茅盾文学奖，反而是它的幸
运，说明还是有人在关心它。 假如有一天连批评的声音
“
茅奖”悲剧的真正降临。 （广州日报）
都没了，那才是

作品简介
《你在高原》
《你在高原》——
—
“
史上最长
纯文学作品！ ”煌煌 39 卷长篇小
说气势如虹地登上了中国小说
的舞台。 450 万字、39 卷的《你在
高原》是著名作家张炜在长达二
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 全
书分为 10 个单元(《家族》、《橡树
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
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
《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
边的游荡》)。

《天行者》
《天行者》由三部分构成:
《凤凰琴》、《雪笛》、《天行者》。
《天行者》是在《凤凰琴》基础
上的再创作，凭借着长篇的优
势，作者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时
空里充分展现人物的命运，并
借此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
的思想和审美理想。但毋庸讳
言，正由于作者的思想非常成
熟，所以笔下的人物有时候成
了思想的代名词， 缺乏真实
感。

《推拿》
《推拿》 以一个推拿店里一
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
黑暗世界的每一个细节。作者把盲
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普通人的日常
生活来书写， 写出了盲人们的快
乐、忧伤、爱情、欲望、性、野心、狂

想、颓唐。

《蛙》
《蛙》 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
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
蛙》以新中国近
十一部长篇小说。《
60 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
景， 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 50
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
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
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
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
时， 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
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
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
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
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
世界。

《麦河》
《麦河》 是关仁山经过多
年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突破，几
易其稿，倾力创作的一部关于
河流、土地、庄稼和新农民的
大书，是一曲献给土地的深情
的颂歌，是当前难得的关照现
实、 关照农民问题的重头力
作。 小说在叙述角度、小麦文
化开掘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
百岁老鹰形象的创造、瞎三与
坟场鬼魂对话等方面又有令
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新，是一
部既有深度又有厚度、既注重
艺术创新又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原则的长篇小说。

《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 是刘震云
酝酿创作了三年的长篇小说。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很简单，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
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
“
说
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
延津； 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
在： 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
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
“
说得上
话”的朋友，走向延津。 一走一
来，延宕百年。 书中的人物大部
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
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

《农历》
《农历》 以中国十五个传统
节日为纲，写了西北一户农家的
日常生活。 一对守着几亩地的夫
妻，大儿子分家出去，大闺女也
嫁了出去，他们膝下还有两个儿
女，一男一女，女孩儿叫五月，男
孩儿叫六月。 这对夫妻牵着一双
儿女，从
“
元宵”开始，到
“
上九”结
束，在一年的时间里呈现出中国
农村的日常生活。

《遍地月光》
《遍地月光》： 一部上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农村底层民
众生活的缩影。小说写的是
“
文
革”时期的农村生活。少年黄金
种出身于地主家庭， 父母遭受
批斗死去。 他们生活在屈辱之

中，随时都会被村干部、贫下中
农欺侮。 金种先后追求村里的
两个姑娘，但是由于出身不好，
到头来只是一场梦幻。 由于实
在无法生存下去， 金种想方设
法逃离杜老庄， 前两次逃跑都
被当作盲流遣返了回来， 最后
一次逃跑总算成功了……

《我是我的神》
《我是我的神》 是一部厚重
的、充满英雄之气的现实题材长
篇小说。 小说以我国某军事基地
一群子弟的成长为线索，独具特
色地描绘出与共和国息息相关
的两代人的命运和心路历程，记
录下他们与祖国同步的半个多
世纪的风风雨雨，被誉为
“
为共
和国立传的感人史诗”。

《农民帝国》
《农民帝国》是一部充分反
映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发展变
化的当代长篇小说， 也是著名
作家蒋子龙积十一年心血写成
的一部力作。 该书以郭家店的
发展变化为蓝本， 以主人公郭
存先的成长经历、 人性蜕变及
至最后毁灭为主线， 细腻而深
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跌宕起伏
的生活， 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
钱、欲望、权力对人性的冲击，
进而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带
给人们强烈的情感碰撞和无尽
的思索……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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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低档★轿车★越野车★商务车
★可日租★月租★年租★自驾游

联系电话：0891-6920991 13628917328 13648906017 15089006949
地
址：色拉中路地热开发公司商品房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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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汽车租赁信息咨询
★电话预约，24 小时服务
★婚庆用车 ★时租 ★日租

★个人、公司自驾车租赁
★商务
★旅游长途包车
★月租
★全年包租

地址：拉萨市金珠东路天知企业门面房（太阳岛西桥对面） 手机：15289094756 133225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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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车型：丰田 4500、霸道、现代途胜、陆霸、三菱帕杰罗、猎豹、皮卡、起亚
狮跑等
轿 车 型：奥迪 A6、北京现代、本田雅阁、起亚、丰田凯美瑞、马自达等。
商务车型：现代瑞风、金杯阁瑞斯、别克商务等。 志成汽车租赁公司伴您游
遍神秘西藏，一流服务，信誉第一。 可日租、月租、年租、自驾。

订车电话：0891-6872698 13618917027 13659511074 13518989559
地址：拉萨市太阳岛二路长江宾馆西侧（西部娱乐城十字路口向东 20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