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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画欣赏

蕉叶平安

李苦禅袁山东省高唐县人袁
中国画家遥 擅画花鸟袁 阔笔写
意袁笔墨雄阔袁酣畅淋漓袁画风
以质朴尧雄浑尧豪放著称遥

1918 年结识了画家徐悲
鸿袁获授西画技法遥 1922年考
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
系专学西画袁1923年拜齐白石
为师袁在齐白石的精心培育下袁
画艺大进遥 1941年 7月 5日至
7日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画展袁
展出作品 50余件遥曾任杭州艺
专教授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袁 中国画研
究院院务委员遥

11月 29日袁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
盾文学新人奖尧 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
盾文学新人奖窑网络文学新人奖结束公示袁
正式揭晓获奖者名单遥 林森尧滕肖澜尧田永
渊田耳冤尧杨庆祥尧房伟尧傅强渊傅逸尘冤尧孙
频尧王威廉尧文珍尧刘业伟渊叶炜冤10位作家
荣获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
奖曰刘晔渊骁骑校冤尧张戬渊萧鼎冤尧林俊敏渊阿
菩冤尧徐磊渊南派三叔冤尧崔浩渊何常在冤尧艾晶
晶渊匪我思存冤尧刘炜渊血红冤尧杨振东渊辰
东冤尧 蒋达理渊蒋离子冤尧于鹏程渊风御九
秋冤10位作家荣获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
茅盾文学新人奖窑网络文学新人奖遥

此外袁另有 20位作家荣获提名奖遥 马
笑泉尧闫文盛尧沈念尧张闻昕尧张常春渊张二
棍冤尧周嘉宁尧金赫楠尧胡竹峰尧郑朋渊郑小
驴冤尧赵勤渊七堇年冤获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
会茅盾文学新人奖提名奖曰丁凌滔渊忘语冤尧
王小磊渊骷髅精灵冤尧王冬渊蝴蝶蓝冤尧王钟
渊梦入神机冤尧王超渊流浪的蛤蟆冤尧叶萍萍
渊藤萍冤尧刘勇渊耳根冤尧朱乾渊善水冤尧唐欣恬尧

高晨茗渊志鸟村冤获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
茅盾文学新人奖窑网络文学新人奖提名奖遥

本届评奖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与浙江省
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袁 趣头条参与协
办遥 评奖于 2019年 8月 20日在京启动袁10
月 20日截止申报袁 评选对象为 1974 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的作家遥 记者从评奖办公
室了解到袁 本届评奖共有 151位符合申报
条件的作家参评袁其中 64位参评本届新人
奖袁87 位参评本届网络文学新人奖袁11 月
22日和 11月 23日分别投票表决产生了本
届获奖者名单和提名奖获得者名单遥

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鲍坚介绍说袁
本届评奖的参评作家数量明显增加袁 参评
作家的创作质量尧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遥参
评作家中不乏鲁迅文学奖尧 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野骏马奖冶以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重
要奖项的获奖作家袁 网络文学作家中也是
野大神冶赫赫袁充分体现了当前青年作家创
作的活力与潜力袁 也说明我们这个奖项通
过历届的认真评选袁 越来越得到文学界的

认可遥
鲍坚表示袁20位获奖作家和 20位提名

奖作家在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创作上都有
很强的代表性袁 他们的创作既承继了中国
新文学的传统袁 更展现出新世纪以来青年
作家的创造性袁对历史有新的挖掘与呈现袁
对当下有敏锐的捕捉与深刻体验遥 从他们
已经取得的创作成绩中袁 我们有理由心怀
更大的期待袁 期待他们在新时代创作出更
有分量的作品遥

据悉袁 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
学新人奖暨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
学新人奖窑网络文学奖颁奖典礼计划于 12
月 23日在浙江桐乡举行遥

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
奖获奖者名单

渊相同票数者以姓氏笔画为序冤
林森尧滕肖澜尧田永渊田耳冤尧杨庆祥尧房

伟尧傅强渊傅逸尘冤尧孙频尧王威廉尧文珍尧刘
业伟渊叶炜冤

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

奖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渊以姓氏笔画为序冤
马笑泉尧闫文盛尧沈念尧张闻昕尧张常春

渊张二棍冤尧周嘉宁尧金赫楠尧胡竹峰尧郑朋
渊郑小驴冤尧赵勤渊七堇年冤

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
奖窑网络文学新人奖获奖者名单

渊相同票数者以姓氏笔画为序冤
刘晔渊骁骑校冤尧张戬渊萧鼎冤尧林俊敏

渊阿菩冤尧徐磊渊南派三叔冤尧崔浩渊何常在冤尧
艾晶晶渊匪我思存冤尧刘炜渊血红冤尧杨振东
渊辰东冤尧蒋达理渊蒋离子冤尧于鹏程渊风御九
秋冤

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
奖窑网络文学新人奖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渊以姓氏笔画为序冤
丁凌滔渊忘语冤尧王小磊渊骷髅精灵冤尧王

冬渊蝴蝶蓝冤尧王钟渊梦入神机冤尧王超渊流浪
的蛤蟆冤尧叶萍萍渊藤萍冤尧刘勇渊耳根冤尧朱乾
渊善水冤尧唐欣恬尧高晨茗渊志鸟村冤

渊源自中国作家网冤

第三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与第二届中华
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正式揭晓

近日袁徐则臣在上海书展中心袁为其新书叶从一
个蛋开始曳做签售活动袁此时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
晓的消息传来袁现场沸腾了袁热情的读者立刻将他团
团包围袁求合影尧求签名的人流络绎不绝遥 面对现场
读者尧出版人的祝贺袁他频频道谢遥

4年前袁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袁 徐则臣的
叶耶路撒冷曳就成为 10部提名作品之一袁这部长篇小
说被誉为野70后冶一代人的心灵史袁虽然最终未能获
奖袁 但文学界普遍对这位实力突出的青年作家寄予
厚望遥果不其然袁叶北上曳此番从 200多部参选作品中
脱颖而出袁 使徐则臣成为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
野70后冶青年作家遥

野因为一条 2500年的河流袁叶北上曳获得本届茅
盾文学奖袁我倍感荣幸袁也深受鼓舞遥 冶徐则臣说遥这
条河是京杭大运河遥可以说袁运河才是叶北上曳真正的
主角袁 这部长篇小说在历史和现实的穿插对比中记
述京杭大运河的发展变迁袁 从个人命运观照社会历
史袁 在大运河从衰落到重新焕发青春的今昔对比中
体现时代主题遥

在青年作家中袁 徐则臣素以写作的勤奋和生活
积累的厚实著称遥 为了写作叶北上曳这部关于京杭大
运河的历史与现实的小说袁他花了四五年时间袁不停
地阅读袁 也不停地行走要要要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
1797公里袁重要的地方他走了不止一遍曰阅读了大
概六七十本关于运河的专业书籍袁 随手翻阅的书籍

和浏览的影像资料更多遥 野必须承认袁百分之九十的阅读在小说
中都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袁但倘若没有这浪费掉的百分之九十袁
就绝不会有这部叶北上曳遥 冶徐则臣说袁他到苏州考察了金砖博物
馆袁了解到故宫太和殿地面上铺的野金砖冶的烧制过程曰在汝瓷的
发祥地汝州袁探寻天青色瓷器的烧制工艺遥这些探访让小说的历
史感更加丰盈袁细节更加真实遥

野感谢这条古老的河流袁大水汤汤袁这一次它给我带来了这
部叶北上曳遥 冶徐则臣说袁写作 22年来袁他一直在感谢这条河袁野我
在河边生活过很多年袁那些被大河水汽笼罩的岁月袁成了我写作
最重要的资源遥只要写到河流袁笔就活了袁一切水到渠成遥河流里
总有良方遥 冶 渊源自叶光明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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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小妹叶我的人生焕然一新曳聚焦一群推广垃圾分类的年轻
人袁 他们在垃圾分类和家庭整理中寄托着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曰扬
帆星海叶天梯曳眼界阔大袁以一位空军机务技术干部的成长道路袁
折射出近二十年来人民空军建设的辉煌历程曰小神叶无字江山曳让
中华大地远古文明成为故事底色袁一场考古牵出了中华博大精深
的历史文化噎噎
不再是清一色的穿越尧玄幻尧修仙袁网络文学正悄然野变脸冶遥

11月 2日袁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尧江苏省委统战部尧江苏省
作协指导袁江苏省网络作协尧南京市文联和连尚文学共同主办的
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冶首届全国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主题征文
大赛在宁颁奖袁共 24部优秀作品获奖遥 它们展现出全新的野精神
脉动冶院描摹新中国 70年伟大成就袁聚焦中华民族文化根脉袁笔触
下移尧讲述基层生活讴歌平凡英雄袁在现实感尧时代感中兼容着必
不可少的野网感冶袁印证了网络文学与伟大时代同行的可能性和生
命力遥
革命历史题材 1部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 6部袁反映时代

变迁及社会生活题材 8部袁支教扶贫题材 1部袁军旅题材 3部袁职
场行业题材 5部噎噎24部获奖作品中袁 未完结组 3部作品已入
选今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计划遥
有医生尧教师尧律师尧记者尧公务员袁也有军人尧大学生尧野试水冶

网络文学创作的传统作家袁还有来自维和警队的警察噎噎此次征
文大赛参与者的职业尧身份五花八门袁他们的共同之处则在于院将
目光从虚拟空间中转向广阔大地和身边生活的吉光片羽袁于无声
处听惊雷袁于无色处见繁花袁作品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袁但更拥有
日常现实的体温和肌理遥
写下叶维和先锋曳的蓝盔战歌是一名曾随维和警队出征的警

察袁叶维和先锋曳正是他以中国赴海外维和警察防暴队为原型创作
的正能量网络小说袁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示了我国维和警察在
维护世界和平尧传播中国文化尧服务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中作出的突
出贡献遥接过奖杯袁蓝盔战歌语出慷慨院野浓墨重彩为国写史袁存志
乎大好山河尧讲述中国故事袁这是我对自身创作使命的理解遥 冶

野梦和远方都很美袁但是袁人间最值得的袁却是万家灯火中的
人世烟火袁我们要做的正是从一己的小小悲欢中眺望这个伟大的
时代遥 冶凭叶旷世烟火曳荣获未完成组作品一等奖的网络作家陈酿
说遥省作协一级巡视员尧网络文学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朔期待袁作为
江苏省首个由网络文学平台和省作协共同主办并承担作品征稿尧
签约尧推广的大赛袁这一征文大赛能够成为江苏这一野网络文学重
镇冶的品牌赛事袁对挖掘更多现实题材精品佳作尧拓展当代文学生
态发挥积极作用遥 渊源自中国江苏网冤

有时代风云也有人间烟火

网络文学悄然“变脸”

文学是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袁 笃定可以精骛八极尧
心游万仞袁可以观古今于须臾尧抚四海于一瞬袁可以笼
天地于形内袁挫万物于笔端袁这是毫无疑问的遥 然而袁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且作用于人的灵魂的文化产
品袁当然也应该发乎情尧止乎礼袁应该传播真尧善尧美袁
应该给读者以情感的愉悦与心灵的陶冶袁同样这也是
理所当然的遥

这些作为文学的基础性常识性问题袁在目前创作
中并未得到普遍遵循遥 随意翻翻杂志尧逛逛书店袁就会
惊讶地发现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充斥着荒诞尧 怪异尧不
伦恋尧无厘头袁津津乐道地宣扬着封建尧愚昧尧侈靡尧暴
力尧淫秽等各种邪恶的无底线的东西袁语言粗粝尧逻辑
混乱尧信马由缰尧胡言乱语袁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遥 如
果只是作品一般性的精致与否尧到不到位尧尚雅抑或
尚俗袁 那还可以归结为写作水平和审美情趣问题袁但
是假若不懂基本创作规则袁不讲社会伦理规范袁不顾
历史尧人文尧科技和生活基本常识而任意胡编滥造袁则
势必害人害己袁实质上已成为涉及文学真实性和价值
认定的严肃问题遥

处在知识爆炸的信息化时代袁我们经常面临两大
难题院一是知识的无限膨胀袁二是信息选择的极度困
难遥 在资讯极度泛滥的当下袁人们不知如何去筛选和
甄别各种信息和知识的真伪袁事实与谣言尧科学与荒
诞尧真知和谬误经常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袁带给人
们选择与辨识的巨大困惑遥 在某些作家尤其是网络作
家的文学创作中袁既普遍存在文化储备特别是学识匮
乏的问题袁更严重存在把梦呓当现实尧把无知当勇猛尧
把荒唐当创新尧把恶搞当有趣的不良风气袁他们可以
毫无怯色地为真名实姓的人物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
故事袁毫不心虚地对某些违背常理常识的问题大放厥
词袁毫无逻辑和章法地让各色人物在错乱的时空中恣
意穿越袁毫不负责地把各种道听途说的虚假信息当作
占有真理一般的放肆传播遥 所有这些袁都让我们对文
学真实性的固有认识陷入十分尴尬的窘境遥 此时此
刻袁重提文学的真实袁无非想告诫大家袁务必回到逻辑
的起点院 文学创作还是要给受众传递有品位的审美袁
传送有价值的信息袁传输悲天悯人的情怀遥 因为恶搞
不算本领袁审美才是目标曰无知不是本钱袁知识才是力
量遥 无知者无畏可能带给人们视觉和听觉的刺激袁但
不会带给人们心灵的滋养遥

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袁 文学的门槛在降低遥
但无论怎样的低门槛袁 文学创作依然需要基本常识尧
生活积累和人生感悟袁更需要遵循与敬畏科学尧知识
以及社会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和审美规范袁任何颠倒
黑白尧背弃常理尧亵渎神圣尧泯灭人性的胡涂乱抺都是
极其荒谬的遥 当然袁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袁文学的知识含
量和价值取向袁不是科学常识的堆砌和概念的直白转
达袁更不是高台教化式的说教袁文学中的认知与评判

是对社会常识和真知进行理解尧消化尧吸收之后袁在作
家心中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灵感与智慧之光袁它传
达给读者的是一种感性的启悟和心悦诚服的精神享
受遥 重提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袁倡导作品的知识蕴含袁绝
不是要用知识理性直接干预创作袁而是要创作者增强
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袁把丰厚的文化内涵转化为文学
创作的基础支撑与灵感源泉遥

同时还要强调袁文学真实性不仅包含着一般性哲
学尧科学尧社会学尧历史学等方面知识的认知与普及袁
而且更加鲜明突显出艺术创作中的诸多具有深切生
命体验和深刻人生感悟的直觉知识遥 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袁自然科学尧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固然重要袁但文
学观察生活尧洞悉世事人情的感性表达方式同样不可
或缺遥 那些对人性最脆弱尧最隐秘世界的发现与揭示袁
那些对生活和生命独到的理解与认知袁也能为普通的
受众传达出拨云见日的真理性光辉袁其生命的现场感
和思想的锋芒袁有时可能比教科书上的知识来得更加
深刻浴 因为真正鲜活的尧灵动的尧深刻的知识源于生
活袁生活之树常绿袁理论总是苍白的遥 从这个意义上说
来袁我们在谈论文学认知真伪的时候袁一定要留给创
作者有更多想象的尧虚构的尧激情释放的创造空间袁因
为文学的创作从来都是个性化的尧不可重复的精神创
造物遥 正如陆机在叶文赋曳中所言院野文之为用袁固众理
之所因冶野若夫丰约之裁袁俯仰之形袁因宜适变袁曲有微
情遥 或言拙而喻巧袁或理朴而辞轻曰或袭故而弥新袁或
沿浊而更清曰或览之而必察袁或研之而后精冶袁就是这
个道理遥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把知识理念转化为自我生命
意识的创造性传播方式袁需要用锐利的眼光去发现生
活真谛尧验证认知真伪袁更加深刻地表达出情感和审
美的真实遥 在不违生活真实的前提下袁任何的虚构与
想象袁 只要符合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性格真实袁只
要能把创作主体与客体水乳交融地合二为一袁文学的
真实性就不容置疑遥 这自然也就不难分辨出庄子的梦
蝶尧问鱼与那些炫幻作品中任意的搞怪与穿越的天壤
之别遥 因此人们也没必要去纠缠莫言创作的动机到底
是为了吃饱饭袁还是找到漂亮的偶像钥 或者去考察王
蒙尧贾平凹们回忆中的每个生活场景的真实与否遥 作
品中的生活场景袁是作家经过改造的想象中的第二自
然袁其真假优劣的判定袁如果不犯常识性错误袁关键要
看他们想象中传达给你的生活本质是否真实袁在于他
们生活感悟深刻尧锐敏和厚重程度遥 对此袁还是应该多
些包容遥

总而言之袁文学叙事的真伪影响文学的发展与信
誉遥 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袁我们都需要敬畏知识尧尊重
常识尧追求真理袁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袁永远不能屈服
于外在压力袁永远不能做金钱和世俗的奴隶袁这是中
国文人起码的道德操守遥 而敬畏知识袁就要通过文学
或者批评去表达我们的真知灼见袁 去传播我们对生
活尧对社会尧对真理的深度认知遥 我们深信袁只要文学
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加强精神修养尧 注重生命体验袁就
能用最直观尧最富生命质感的精神创造袁去影响受众尧
改造阅读袁造福社会遥 渊源自安徽理论网冤

文学叙事的真与伪

1996年来北京上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座南方小
城。那里的冬天，白天阳光像小猫的绒毛一样细碎温暖，夜
里的寒气却能让被窝里的人失去挪动分毫的勇气。冬与春
的交界线漫长而模糊，甚至让人有些不耐烦。

带着这样的认知来到北京，第一次和北方的冬天短兵
相接的我，被十一月里凛冽的北风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
还曾发生过跟着一群同样慌乱懵懂的南方同学在学校便民
市场抢购毛裤，由于现场过于火爆，来不及细看，结果买回
来发现是条男裤的乌龙事件……

和一年四季绿意盎然的南方不同，一场秋风，北方的树
木就被扒掉一层衣裳。刚进初冬，一夜北风呼啸，所有的树
就枝桠尽秃，整座城市只剩下灰扑扑的水泥森林。而下雪虽
然有意思，但最初的新鲜劲，很快就在随之而来的满地泥泞
举步维艰中消失了。对于即将在这里展开四年大学生活里
漫长的冬天，我不是不绝望的。

转折发生在那年十二月的某个周日的午后。我和几个
同学在南池子附近的咖啡馆小聚，听完一首钢琴曲，我们出
了门，向南走了一段路，来到长安街边。其时朔风猎猎，风里
隐隐裹挟着细微的冰渣子，不时打得人脸刺痛；而头上是蓝
得澄澈透明，仿佛质地坚硬的天空，像一幅巨大的玻璃穹
顶。长安街四下无人，路边堆着积雪，白金色的阳光没有温
度，在阳光下灼灼发光的长安街一直向极远处源源不断地
延伸，仿佛要与天空接壤。那一刻，踏入这座城市不久而生
的小忐忑、小茫然，忽然就被更加巨大的无畏与欢喜覆盖
了。北方的冬天展现了它的严苛，也暗示着它广阔下无限的
可能，让我这个来自南方的少年，为之心折。

在后面的许多年里，我和北方的冬天一点一点熟悉起
来。我见到过它狂暴时的寒风怒号飞沙走石，也见过它细雪
初停宁静晶莹的夜晚。刚毕业时租住在超过二十年历史的
老民房，北风从陈旧的门窗呼呼往里灌的时候，我咬牙切齿
地恨过它；后来和爱人在冬夜里把酒言欢的时候，我又觉得
要感谢这严寒，是它把我们驱赶到一起寻求温暖。

转眼之间，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大大超过了
在南方故乡的日子。北方的冬天对我来说，已经是多年老友
了。我对它熟悉得就像自己的脉搏：我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
该对衣橱和被褥举行换季典礼，什么时候应该检修好暖气，
在零食盒子里存满奶油曲奇和大块的榛子巧克力———漫长
冬日里，它们是我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今年北京的冬天来得似乎比往年要晚一些，十一月中，
略有厚度的外套也就够了。某个暖融融的午后，我准备到写
字楼外面溜达一圈，刚进电梯，听见两个姑娘在闲聊。其中
一个对另一个说：“今年冬天来得晚，我什么时候才能穿上
新买的大衣啊！”这一个用带着一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回应
道：“可不要那么快！北方的冬天太讨厌了，灰扑扑，冷冰冰，
简直像那种四十多岁的老女人。你喜欢四十多岁的老女人
吗？”

电梯里那个真正四十岁了的“老女人”忍不住讶异地望
了过去，那是两张特别年轻，目测不超过二十五岁的脸庞。
她们被这句话逗得前仰后合，完全没注意到我。电梯到一楼
停下，她们和我前后脚出去，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站在耀眼的秋阳下，我还有点愣神。有点懊恼没有拦住
她们说几句话，又很清楚其实什么也不必说：不必说四十岁
的女人还不老，也并不灰扑扑冷冰冰；不必说北方的冬天并
没有那么讨厌，它有许多温柔可爱的地方，只是你们尚未发
现。

年轻就是这样吧，理直气壮地以为世界就是自己看到
的模样，有着自以为是的非黑即白。曾经的我也是如此。但
随着年纪渐长，经过更多的人和事，我明白了那时候的浅薄
与轻狂。

四十岁的女人和北方的冬天，似乎也确实有不少相似
之处吧：走到了路途的后半程，不复最鲜艳的颜色，面对世
界收起热情天真的面孔，审慎得几乎有点冷淡。

她见过春夏的流光溢彩，经历过秋天的收获与凋零，一
生里最重要的爱与恨都已尘埃落定，不太有什么能引起她
内心的波澜。但如果你走近她，了解她，会在不经意的时刻，
看到她不为外界眼光干扰，怡然自赏的美，和藏在淡然下，
偶尔流露的热情。

那是要跋涉过人生的四季和山水，才能看到的风景。
渊源自中国作家网冤

北方的冬天

1933年袁巴金和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创办了
叶文学季刊曳袁巴金去向冰心约稿袁这是两人的第
一次见面遥抗战期间袁巴金和冰心在重庆再次相
见袁当时冰心生活比较困难袁巴金主动说院我来
给你编一套书袁放在开明书店出版袁让你拿点稿
费遥随后巴金编辑出版了叶冰心著作集曳袁这件事
冰心记了一辈子袁两人从此成为患难中的朋友遥

20世纪 80年代袁两人友谊进一步深化袁成
为人生难得的知己遥 当时巴金心中最重要的一
件事袁是呼吁建造中国现代文学馆遥冰心积极响
应袁 并将自己一生收藏的最珍贵的字画献给了
文学馆遥同样袁冰心的事也就是巴金的事遥 1992
年袁冰心研究会在福建成立袁巴金出任会长袁并
对冰心文学馆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遥

1994 年 1 月袁 冰心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
言院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袁此际当以同怀视之遥 冶
巴金在题字中说院野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
大的力量袁她是一盏明灯袁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袁
她比我更乐观遥 灯亮着袁我放心地大步向前遥 冶

冰心认为巴金是一位最可敬佩的作家遥 她
说院野我爱他就像爱我的亲弟弟一样遥 他的可敬
佩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遥冶而且冰心夫妇一致
认为巴金 野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
专一袁是最令人敬佩之处冶遥

晚年的巴金是孤独的袁 而冰心的友情是巴金最大的安
慰遥 巴金曾给冰心写信说院野你的友情是最好的药物袁 想到
它袁 我就有巨大的勇气遥 我有你这样一位大姐袁 是我的幸
运遥 冶冰心回信说院野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遥 冶

1999年 3月袁世纪老人冰心去世了遥 而 1999年 2月 8
日起巴金病危袁家人对他封锁了冰心的消息遥 经过 20多天
的抢救刚转移到病房袁巴金就坚持要给冰心打电话遥当时是
下午 4点袁后来才知道那正是冰心的骨灰迎进家的时候遥巴
金的家人百感交集院野这两位老人确实是心有灵犀袁 这种心
灵感应只有相互爱戴的人才有遥 冶 渊源自叶人民政协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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