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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创新发展
再创辉煌
（2013-2020年）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开启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征程。《草原》也焕发出强大的
生机和活力，在提高刊物质量、挖掘文学新
人、打造品牌活动、扩大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尤其是2015年2月，《草原》被
内蒙古自治区编办批复为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为《草原》加足了马力，《草原》以“吃苦耐
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迈出了新时代奋
力前行的步伐。

进入新时代，《草原》不忘初心，厚老育
新，八年中推出了一批文学新人，推出一批精
品力作，在自治区乃至全国文学界都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开设“草原骑手”栏目，连续推
出内蒙古青年作家的作品，配发评论和创作
谈。推出的作品有被《小说选刊》《2017中篇
小说选粹》选载，还有被选入中国小说协会评
选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获“《草
原》文学奖（2016-2017年度）”和内蒙古自
治区第十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2018—2020 年三年中连续推出了“内
蒙古诗人十二家”“内蒙古散文十二家”“内蒙
古小说十二家”以一种态度、多种形式，向外
推荐本土作家、诗人，呈现内蒙古当下文学创
作的最高水平。近几年，《草原》发现和推出
了80、90、00后的重点作者有50多位。

举办笔会活动，从笔会活动中发掘人才、
培养人才，是《草原》杂志的传统，尤其近三
年，《草原》举办的笔会、活动形式在不断变
化，主办了“洛夫诗歌朗诵会”“2017太仆寺
旗之夏”文学座谈会、“敕勒川诗歌研讨会”、

“2017内蒙古新春诗会”、“纪念中国新诗百
年暨草原诗人作品研讨会”“文学进校园”

“《草原》走进草原”“走向经典：中国当代作家
草原讲坛——对话马原”等活动20余项，其
中“2017新春诗会”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内蒙古卫视”频道向全国播出。
《草原》还先后策划推出了“内蒙古文学地

理”，每一期刊发一个盟市的作者作品，有180
位内蒙古的作者的作品入选，几乎涵盖了内蒙
古至今活跃的所有作家、诗人和文学爱好者，集
中展示了内蒙古本土作家的整体实力。这一举
动在《草原》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着力打造“《草原》文学奖”品牌，2016-
2017年度《草原》文学奖获奖者中既有于坚、
鲍尔吉·原野等文学名家，也有近年活跃于文
坛的70后、80后代表作家，有草原重点推出
的青年作家和文学新人，引起国内文学界的
高度关注。“《草原》文学奖”成为内蒙古自治
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文
学奖品牌。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的颁奖中，
《草原》杂志社获得了编辑奖。

在多媒体大放异彩的时代，《草原》抓住新
媒体传播力，在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及抖
音短视频等网络媒体推送。2020年的五四青
年节，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草原》杂志
社创新文学活动模式，将线下“《草原》进校园·
绿色的火焰——《草原》‘五四’青春诗会”活动
改为网上“空中诗会”，开启同步语音云直播，
3000余位听众共享一场文学盛宴。

为了呈现内蒙古汉语诗歌的整体成果、
鼓励和关注内蒙古本土汉语诗人，《草原》从
2018年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的“内蒙古诗歌排
行榜”评选活动。《草原》还精心打造了本土作
家的特色栏目“草原人物志”，通过对内蒙古
老中青作家的访谈，为内蒙古作家建立一份
系统、完整，可供后学研究、借鉴的文学档案。

进入新时代，《草原》的精力更多投入到精
心策划、组稿，让每一次推出的精品力作都能
找到再次开花的适宜的土壤，散发出精品的光
彩。近两年中，《草原》推出的小说、散文、诗歌
受到全国各大选刊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有百余
篇作品被各种选刊选载，并获得内蒙古自治区
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等区内外奖项。

伟大的时代呼唤富有时代精神、独特品
格和地域特色的精品佳作涌现，呼唤内蒙古
文坛涌现文学大师。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草原》作为内蒙古唯一的纯文学汉文
刊物，任重而道远。《草原》将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继续坚持“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继续主动担当繁荣内蒙古文学
的责任和使命，以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
古马精神”，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
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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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金，岁月放歌。在时间的长河中，《草原》文学期刊栉风沐雨走过了七十年。回溯《草原》走过
的每一个足印，都能感受到那一份深挚的文学情怀。

《草原》文学期刊自1950年创刊以来，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一路前行，肩负着繁荣内蒙古文
学事业的责任和使命，历经坎坷，目标坚定，成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培养和团结各民族作家的重要
阵地，是内蒙古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她见证了各族人民的友爱与团结，
见证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与繁荣。是一份时代的备忘录，是研究内蒙古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吹响内蒙古文艺第一声号角
（1950.10-1978.6）

1947年 5月 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
自治政府宣告成立。1950年自治区决定创
办文艺刊物《内蒙文艺》，从内蒙古文艺工作
团中抽调陈清漳任《内蒙文艺》主编，与玛拉
沁夫、安柯钦夫等人组成内蒙古文学社，开展
筹备工作。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周年的日子，《内蒙文艺》创刊。

在创刊号上，乌兰夫、周扬、郭沫若等人
题词。时任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乌兰夫的题词
是：“发展内蒙民族人民大众的文艺，内蒙文
艺工作者应亲密团结，共同为人民服务，为国
家建设服务。”乌兰夫主席的题词为《内蒙文
艺》指明了办刊方向。

《内蒙文艺》出版6期后停刊。
1953年，决定恢复《内蒙文艺》期刊，由

内蒙古文联筹委会负责筹办，由陈清漳任主
编，鹏飞任副主编，编辑有邓青、贾漫、安谧、
刘介愚、奥其、琴子等。

1954年7月，综合性文艺月刊《内蒙古文
艺》出刊。由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艺编委会
共同编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复刊后
的《内蒙古文艺》把办刊的立足点放在社会主
义建设高潮上，成为当时的文艺旗帜，迎接并
见证了1954年10月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的成立。

1956年 12月，内蒙古文联决定《内蒙古
文艺》停刊，到停刊时共出刊30期。

1957年春三月，正是草木复苏、万象更
新的时节。一株纯文学刊物的幼芽，在几经
风雨的枝干上萌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
政府决定，综合性文艺刊物《内蒙古文艺》更
名为《草原》。刊物定位为纯文学期刊，并请
郭沫若先生题写刊名，于1957年4月正式出
版，自此奠定了《草原》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家
文学期刊的地位。

从1950年10月《内蒙文艺》到1966年6
月《草原》停刊，是内蒙古文艺事业初创、发展
的16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内蒙古
蒙古族作家群，绝大多数人在《草原》工作、学
习，并发表作品，使《草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
面文学旗帜，在全国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
位置。

从最初创刊到蓬勃发展，《草原》聚集了
文艺战线上的一大批优秀作家，云照光、玛拉
沁夫、敖德斯尔、安柯钦夫、扎拉嘎胡、特·达
木林、陈清漳、超克图纳仁、琴子、纳·赛音朝
克图、巴·布林贝赫、韩燕如、张长弓、贾漫、邓
青、剑羽、安谧、周戈、孟和博彦、朋斯克、杨
平、薛焰、杨啸、其木德道尔吉、乌兰巴干、李
汀、冯国仁、王栋、张志彤、照日格巴图、沙痕、
纪征民等，群星璀璨，闪耀苍穹，他们的作品
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作家玛拉
沁夫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后更名
《茫茫的草原》）首发于1956年《内蒙古文艺》
第9期，此后在《草原》连载数期。《茫茫的草
原》系内蒙古“草原文学”的开山之作，发表后
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草原》还发表了青年作
家敖德斯尔的短篇小说《撒满珍珠的草原》
（1962.3）、《水晶宫》（1961.11）等作品。这些
作品发表后，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赞扬。著
名剧作家薛焰的短篇小说《老三员列传》
（1960）发表后，受到了老舍先生的赞许。

1966年 5月，《草原》改名为《内蒙古文
艺》，并且改为小32开本，出版到第6期后停
刊。

1971年 12月，由内蒙古文化局领导的
《革命文艺》（季刊）试刊号出版，到1974年1
月，《革命文艺》再次更名，改为《内蒙古文艺》
（双月刊）出版，扎拉嘎胡任主编。《内蒙古文
艺》在作家扎拉嘎胡的领导下，为自治区的文
学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内蒙古文学界培
养和保护了一批文学人才。《内蒙古文艺》
1978年5月停刊，办4年零6月，共出版了33
期。

在改革开放春风中
生根发芽结出硕果
（1978.7-2003.12）

1978年春天，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文艺界更是一片欣欣向荣，很多名刊大刊
都纷纷复刊，《草原》应时而动，于1978年7
月复刊，之后刊名一直延用至今。

《草原》，迎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第二
个春天。

《草原》编辑部充分发挥了《草原》省级
文学大刊的核心作用、辐射作用、带动作用
和示范作用，通过办文学笔会、重点作品推
介、作品研讨会及重点作者作品帮扶等形
式，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作者，其中绝大多
数作者步入了作家队伍行列，有的还在国
内外文坛上产生了影响。

这一时期，有三次笔会影响巨大：1981
年春天，《草原》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文
联合作举办“热水笔会”，邀集一批有创作
潜力的青年作者，手把手指导学员创作、修
改作品。来自全区各盟、市青年作者鲍尔
吉·原野、哈斯乌拉、曹雪英、江浩、方野、徐
扬、邓九刚、张作寒、李尧、谷丰登、万路等
二十余人参加了这次学习班，他们中很多
学员后来成为内蒙古卓有成就的作家。

1981年 7月，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
托海镇举办的首届全区鄂伦春族、鄂温克
族、达斡尔族（以下简称“三少”民族）文学
培训班，是新时期“三少”民族文学新人的
起点。《草原》副主编邓青曾几次赴大兴安
岭地区，详细了解“三少”民族文学现状，为
青年作者讲课、改稿，乌热尔图、敖长福、杜
梅、阿凤、阿军、阿黛秀、苏华、苏莉、鄂玉
生、苏勇、空特乐、萨娜、晶达等，都在《草
原》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中著名作
家乌热尔图连续三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前身），敖长福、杜梅、苏莉等
人的作品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
马奖”，这些人中多半获得过内蒙古自治区
文学创作“索龙嘎”奖。他们从《草原》这片
文学牧场出发，驰誉内蒙古，走向全国。

1984年3月22日—4月22日，《草原》编
辑部举办中青年作者创作笔会，来自全区各
地的30多名作者参加，其中有哈斯乌拉、伊
德尔夫、霍钦夫、邢原平、路远、冉平、程纪中、
博尔姬·塔娜、李慧娟、刘玉琴、杜梅、李仲臣、
尚静波等人，他们大都是已经在文坛崭露头
角，在区内外有一定影响、有培养前途的青年
作者。这一次笔会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草原》创办了以
先锋性著称、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诗歌专号
——《北中国诗卷》，成为《诗刊》《星星诗
刊》《诗歌报》之外中国的又一个诗歌中心。

从1986年2月至1990年10月，《北中国
诗卷》历时5年，出版10册，编发页码700余页，
发表了雷抒雁、顾工、叶延滨、北岛、昌耀、邱华
栋、西川、林莽、沈天鸿、欧阳江河、傅天琳、杜涯
等来自全国各地569名诗歌作者和诗人的诗歌
1664首。《北中国诗卷》的出版，也极大地推动
了内蒙古本土的诗歌创作，雁北、张廓、默然、赵
健雄、尚贵荣、梁彬艳、梁粱、张天男、蒙原、白涛、
蓝冰、博尔姬·塔娜、成子、独桥木、冰峰、哑樵等
一大批青年诗歌作者被推出来，带动了内蒙古
大地的诗歌热潮，到目前这一批诗人都已步入
中年，但依然是内蒙古诗歌创作的中坚。

新时期，《草原》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
老中青梯队基本形成，通过《草原》发表作
品，或者由于《草原》的大力评介而在自治
区和全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各民族作家有
数百人。据统计，全国文学评奖尤其是少
数民族文学评奖、自治区文学评奖中，在
《草原》上发表的作品在短篇小说、诗歌、散
文等文学门类中占去“半壁江山”。

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哈斯乌拉
中篇小说《虔诚者的遗嘱》（1981.10）、敖长
福短篇小说《猎人之路》（1981.12），白雪林
短篇小说《蓝幽幽的峡谷》（1984.12）三篇
作品同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白雪
林短篇小说《蓝幽幽的峡谷》还获得了1984
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引起全国文学界的
轰动。他是继乌热尔图、汪浙成、冯苓植之
后，又一个获此殊荣的内蒙古作家。

与此同时，有一百余篇（部）小说、诗
歌、散文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
华文摘》《散文选刊》《诗选刊》等选载。还
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被全国小说年选、诗歌
年选、散文年选等选集选载。

以崭新的风采
屹立于文艺百花园
（2004-2012）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草原》
进入21世纪，步入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谐社会、为全面推进自治区民族文
化大区建设而奋斗的新的历史阶段。

《草原》把提高刊物质量作为主攻
方向，立足本区，面向全国，为繁荣内蒙
古自治区以及国家的文学事业继续不
懈地努力。

2003年，《草原》全面改版，从72页
增加到96页；四封全部彩印，印刷手段、
纸张质量、封面设计、版式都做了较大
的调整和提升。

增加页码后，《草原》开始刊发中篇
小说，结束了过去几十年刊物难能刊发
中篇小说的历史。《草原》还打破了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小说才能做刊物头
条的模式，只要是优秀的作品，诗歌、散
文、报告文学等文体都可以做头条。

在这十年间，《草原》以多种活动探
索发展路径，先后成立了两届理事会，
打造文学交流平台，研究文学成果、传
播先进文化的阵地；与媒体、企业联手
举办笔会”；建设《草原》俱乐部，为作者
提供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创作基地；
设立“《草原》文学奖”，扩大刊物的知名
度，提高刊物质量。

2012年6月，《草原》改为半月刊，
创办了下半月刊《草原·文艺论坛》和
《草原·新剧本》，为内蒙古的文艺评论
和剧本文学开辟了新的阵地，培养了大
批的评论人才和影视戏剧文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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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6-29 日，“文学名家
走进鄂托克”创作笔会。

2018 年 3 月 31 日，第一
届《草原》文学奖（2016-2017
年度）颁奖典礼现场。

2019年7月18日，《草原》杂志社全体人
员走进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开展调研活动。

2020 年 8 月 2 日，“相看两不厌”——
《草原》杂志创刊70周年读者见面会。

1981年，《草原》赤峰热水笔会。

1981 年，首届内蒙古自治区鄂
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文学创
作会议合影。

1995 年全区青年文学创作骨干
培训班。

2017 年 6 月 21 日，《草原》杂志
“2017·锡林郭勒之夏太仆寺笔会”。

1994年准格尔旗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