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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讲话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精神
书写时代书写时代新篇章新篇章

纵观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发展史，或称共和国

文学创作发展史，历经60余年的几代文学人的

艰苦劳作，不只量上有了丰硕的积累，而且，以今

日文学创作的水准与开国初期的作品对比，其质

量之提升绝非以道里计，而是有了长足进展。

今日之文学创作有新的“高原”，而无文学

“高峰”，这大约是业内与业外人士的共识。也就

是说，我们的当代文学作品在一批批涌现，但是，

为鲁迅所称颂的杰构或曰经典作品阙如。从这

个意义上讲，文学尚未完全满足民族与时代的呼

求。因之，文学创作的优化升格，或曰努力创新

以推出一批文学经典作品，既是广大读者对当代

文坛的殷切期待，也是当代作家努力追求的美好

梦想。

现有的活在读者心目中的经典作品，无论中

国的，还是外域的，都是经历时间筛选的有恒久

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来

自于它自身的真善美统一所形成的深刻的完美

的艺术魅力。

托尔斯泰的多卷本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

是举世公认的经典小说。她获得了文学创作上

的空前成功，但也留下了值得人们探讨的不足与

教训。长篇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从1805

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

中经俄奥联军同拿破仑部队之间的奥斯特里奇

会战、1812年法军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

战、莫斯科大火、法军全线溃退，最后写到1820

年12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全书以包尔康斯

基、别祖诺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

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

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559个人

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

农民，反映了各政治集团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

作品还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由此可见，《战争与和平》以俄国历史上一个

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历史时期的若干重要历史事

件为背景，以四大豪族为主线，以重要人物为刻

画目标，组成长篇合理的结构框架，而且传达出

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我国先贤曾说托尔斯泰

是“19世纪世界的良心”，又有先贤说“托尔斯泰

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托氏站在了时

代思想的最高度与最深度。基于此，我们认为托

氏在宏观立意上是成功的，值得后世作家效法。

但是，托氏在微观操作上文学后人颇有微

词。他似乎有好为人师、乐于说教的嗜好。在长

篇中，大段冗长的叙述颇为常见，而且，不时喜欢

脱离开描写而大发宏论。这与文学的特质不

合。文学作品的宏观立意是隐藏于背后的倾向，

并非要直接倾诉，直接倾诉诉诸形式逻辑，这是

理论著述的操作方式，而文学创作是运用形象思

维以细节描写表述作家理念的认知社会的操作

方式。但是这只是长篇的微观操作的瑕疵，从整

体而言托氏的细节描写是形象化、个性化的，否

则不可能成为公认的经典巨著。

文学作品要有骨有肉，骨，即是立意，是思

想；而肉，即是细节描写，由细节使作品丰满，具

体可感。微观操作还要让作家的情感即喜怒哀

乐爱恶欲通过细节与具体描写充分表现。

我国当代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创作情况与托

氏老人恰好相反，多为宏观立意未获成功。五卷

本《李自成》在整体框架上，追随李自成起义的历

史行笔，为历史故事所左右，缺乏历史纵深的开

掘，也影响了主要人物命运的展示。

《红旗谱》共三部。从整体而言，第一部《红

旗谱》写得成功（后半部“二师学潮”在整体结构

上已有游离主旨之嫌），第二部《播火记》在立意

上逊色于《红旗谱》，而第三部《烽火图》立意水平

并未回升。造成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原因并非

一端，但小说作者在整体构思与立意上缺乏宏观

意识与宏观把握是主要根源。

柳青在文学理论上有所省察，他声言要以主

人公的命运史作宏观上的把握，这个构想较之以

历史故事为轴心构思多卷本长篇更为深刻。但

是，《创业史》未竟身先死，千古文苑恨难平。我

们无法判断、也无法预测他的美学理论和实践成

败及其程度。不过，从现已出版的《创业史》第二

部上卷和作家身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下卷来看，

这位大作家也难以摆脱强弓弩末之困境。《创业

史》在今天及今后看，仍然是一部经典之作，是一

部存在时代局限性的经典作品。这是一部微观

描写相当真实而基本思想倾向却不够真实的巨

著。它是作家的聪明才智与时代的“左倾”政治

较量的产物，作品的成功与失败之处，正是这种

较量的真实记录。

多卷本长篇小说宏观立意的把握与成功是

一个艰难的课题，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当

代小说家尚未征服这一“高峰”。

我国作家在微观操作上显示出喜人的非同

一般的积累与描述细节的能力。如《红旗谱》中

的砸钟与护钟搏斗、“反割头税”运动的情节设置

与细节描写，都非常成功，为小说的微观操作作

出了贡献。

《李自成》为历史战争小说，有些细节，主要

是关于李自成与高夫人的若干细节描写，有现代

化的倾向，是为极左政治思潮影响的产物，似乎

对作者不必苛责。小说中不少生活场景与战争

场面皆为出色的细节描写所展开，产生了强烈的

感染力与阅读效果。例如卢象升的壮烈殉国，例

如朝臣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嘴脸与心态在细节上

的勾勒。

《创业史》的细节提炼与描写具有恒久的经

典魅力，值得后人研究与学习。她的题叙中关于

寡妇再嫁的场面与细节，梁三老汉哭童养媳的

坟，还有王二直扛托孤等等似为神来之笔，值得

评论者点赞。

梁三老汉为儿媳上坟的微观描写，蕴含着无

比丰富深沉的感情。这一举动，既是对与自己有

思想冲突的儿子的抱怨，又是对儿媳的悲悼，更

是他自己孤苦不安心情的宣泄，借以达到暂时的

心理平衡。公公哭儿媳，这本来是违背世俗伦理

的乖张行为，但是看重世俗常理的梁三老汉做

了。这一特殊举动表达了他难以言传或不便诉

诸语言的复杂微妙的心曲。

上述对象皆为多卷本长篇巨制，但不能产生

错觉或误判，以为文坛上只有长篇巨制才能成为

经典作品，甚至误以为文学作品要追求长度，乃

至愈长愈有价值。史实并非如此，当今的文学创

作实践也并非如此。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留存的短篇经典比长篇

更为普遍。在这里姑且以鲁迅为例。鲁迅的《呐

喊》《野草》及杂文整体上皆为经典著作，历史已

经作出结论。而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与《阿Q正

传》为世界文坛公认的经典之作。这是毋庸置疑

的事实。它们篇幅虽短，但容量颇大。它们是宏

观立意、微观操作二者统一与成功的典范。

《狂人日记》其立意概括了数千年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的实质在于残酷的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与人吃人的可怕现实。而以“狂人”眼光所读出

的中国历史书中到处写满“吃人”二字，更是神

来之细节描写。短篇立意高远深广，其微观描

写支撑了这一宏观立意，堪称立意与描写的完美

结合。

《阿Q正传》立意在于揭示中国国民或称中

国民族的劣根性，即精神胜利法或称虚荣心理。

而这一宏观立意主要是由阿Q这个人物的颇为

个性化的人生表达完成。阿Q自称和赵老爷同

姓，遭到毒打；阿Q和他人打斗，败下阵来，他却

找寻理由自我安慰，自以为自己胜了；阿Q以丑

为美，和他人比赛吃虱子，他吃得多，就以为高人

一等；他向吴妈求爱未果，仍认为自己成功了；他

还喜欢占小便宜，摸了一下尼姑的脸蛋，即以为

占了大便宜，取得了胜利。他又愚昧无知，随他人

进城“造反”，最后导致被捕、判处极刑，在行刑前，

阿Q在公文上要画圆，他却不曾画好，他为此不满

自己，认为丢了脸面！这是一个至死不曾醒悟的

愚昧麻木的愚民。鲁迅先生对中国数千年来传承

不绝的封建社会统治下的畸形的求生存的愚民的

人性透视得何其深透！《阿Q正传》的立意何其深

远、何其广阔无垠、何其深透，真是深入骨髓！

我国当今作家特别是一流的实力派作家其

文学作品在宏观立意与微观操作的结合上并非

乏善可陈，而是说这批作家缺乏清醒的宏观立意

与微观操作意识，而是大多处于某种自发状态。

笔者并非认为优秀作家要背诵宏观与微观的若

干条文，要作家将其当作部队操练的要领记诵与

掌握；而是希求作家在心灵深处形成宏观立意与

微观操作二者成功结合的审美理想，并在创作过

程中化为自觉的创作行为去追求而非是理论与

实践互不相干的两张皮。我们倡导作家在理论

上明晰宏观立意与微观操作，是为了作家形成宏

观与微观的理念与形象、情感三者统一的审美理

想，而在创作中自觉形成宏观与微观的形、情、理

的有机整体予以呈现，即诉诸文字、成为文学作

品的杰构或曰经典。

何谓宏观立意何谓宏观立意？？这里所谓的宏观指的是几这里所谓的宏观指的是几

个维向个维向。。一是时间维向一是时间维向，，时间本是无始无终的时间本是无始无终的，，

但人类与宇宙有关但人类与宇宙有关，，因之因之，，我们应该重视宇宙的我们应该重视宇宙的

起源起源，，以及宇宙的走向以及宇宙的走向。。再小而言之再小而言之，，我们国家我们国家、、

民族的起源民族的起源，，我们为何称为炎黄子孙我们为何称为炎黄子孙，，我们民族我们民族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特别是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特别是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

会的历史会的历史，，还有我们民族百余年的屈辱奋斗史还有我们民族百余年的屈辱奋斗史、、

史史、、觉醒史觉醒史，，直至我们现今改革直至我们现今改革、、开放的追梦奋斗开放的追梦奋斗

的壮丽征途的壮丽征途。。作家在创作时要清醒自己所表现作家在创作时要清醒自己所表现

或反映的对象在什么时代关节点上或反映的对象在什么时代关节点上。。

还有空间维向还有空间维向。。在地球上在地球上，，我们国家处于五我们国家处于五

大洲四大洋的亚洲板块大洲四大洋的亚洲板块。。我们的国家也有自己我们的国家也有自己

广袤的地域广袤的地域。。如果扩大到宇宙如果扩大到宇宙，，那真是无边无那真是无边无

际际，，今日人类可以观察到的宇宙已有若干光年的今日人类可以观察到的宇宙已有若干光年的

距离距离，，至于未观察到的那还是未知领域至于未观察到的那还是未知领域。。作家除作家除

非科幻作家非科幻作家，，一般作家所要写的不是无限的空一般作家所要写的不是无限的空

间间，，而是其中的一隅而是其中的一隅，，乃至一粒沙石乃至一粒沙石。。但是作家但是作家

要明晰自己所写对象在广袤空间中的位置要明晰自己所写对象在广袤空间中的位置。。所所

谓空间维向谓空间维向，，对文学作品而言对文学作品而言，，不只是地理位置不只是地理位置，，

还要弄清描写对象的社会位置还要弄清描写对象的社会位置，，即在社会生活中即在社会生活中

的独特位置的独特位置。。

还有文学史维向还有文学史维向。。如果将世界文学视为一如果将世界文学视为一

个整体个整体，，则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是一则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是一

个整体个整体，，它有起始它有起始，，有发展有发展，，有今天的现状有今天的现状。。不不

过过，，从人们的习惯观点而言从人们的习惯观点而言，，还是分为世界文学还是分为世界文学

与中国文学两个矢向与中国文学两个矢向。。如欲让自己的文学作品如欲让自己的文学作品

成为经典传世之作成为经典传世之作，，首先要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坐首先要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坐

标位置标位置，，进而在世界文学史找到坐标位置进而在世界文学史找到坐标位置。。

还有人性维向还有人性维向。。文学有政治内容文学有政治内容，，但它不是但它不是

政治学政治学；；文学有社会内容文学有社会内容，，但它不是社会学但它不是社会学。。从从

根本上讲根本上讲，，文学就是人学文学就是人学，，也就是人性学也就是人性学。。自古自古

迄今迄今，，人性在发展变化人性在发展变化，，人性与文化在双向互动人性与文化在双向互动

的积累中共同发展的积累中共同发展。。人性发展的趋势是由简单人性发展的趋势是由简单

走向复杂走向复杂，，由浅表走向深化由浅表走向深化。。人性包含不同的层人性包含不同的层

面面。。最基本的是生命层面最基本的是生命层面，，即饮食男女之属即饮食男女之属。。其其

次是生活需要层面次是生活需要层面，，即衣食住行用的需求即衣食住行用的需求。。再再

次是文化层面次是文化层面，，亦即精神层面亦即精神层面，，这个层面的主要这个层面的主要

内容是对真内容是对真、、善善、、美的追求美的追求，，也包括对假也包括对假、、恶恶、、丑的丑的

搏斗或鞭笞搏斗或鞭笞。。又要独特又要独特。。托氏所创作的托氏所创作的《《复活复活》，》，

其宏观立意即在于展示人性其宏观立意即在于展示人性。。它所展示的人性它所展示的人性

的广阔性的广阔性、、复杂性与深刻性复杂性与深刻性，，从而也构成了人性从而也构成了人性

内涵的独特性内涵的独特性。。这一人性宏观立意是前无古人这一人性宏观立意是前无古人

的的，，因而成为具有恒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因而成为具有恒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

何谓微观操作何谓微观操作？？是通过文字载体将宏观立是通过文字载体将宏观立

意转化为实体意转化为实体。。也就是说宏观寓于微观也就是说宏观寓于微观，，或者或者

说说，，微观体现着宏观微观体现着宏观。。微观即是作品的具体描微观即是作品的具体描

写写，，尤其是细节描写尤其是细节描写。。文学作品必然有事件的叙文学作品必然有事件的叙

述述，，必然有叙述文字必然有叙述文字，，但这只是必不可少的交代但这只是必不可少的交代，，

而作品的血肉而作品的血肉、、精华精华、、动人之处动人之处，，则在于细节则在于细节。。而而

细节又要经过积累与提炼细节又要经过积累与提炼。。细节来自生活细节来自生活、、来自来自

资料资料、、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现实，，故事可以虚构故事可以虚构，，细节却不可虚细节却不可虚

构构，，它只可以是生活现实的积累它只可以是生活现实的积累，，但并非积累的但并非积累的

细节可以原封不动地原始化地进入作品细节可以原封不动地原始化地进入作品，，只有经只有经

过提炼过提炼、、选择选择、、典型化的细节才可以进入作品典型化的细节才可以进入作品，，担担

负起表达宏观立意的艺术责任负起表达宏观立意的艺术责任。。

对于作家而言对于作家而言，，宏观立意与微观操作并非行宏观立意与微观操作并非行

动指南或操练法则动指南或操练法则，，而是培养成一种意识在创作而是培养成一种意识在创作

的全过程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的全过程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或者说或者说，，起神经化起神经化

与血液化的作用与血液化的作用。。

如此说来如此说来，，对于作家而言对于作家而言，，尤其是对于立志尤其是对于立志

攀登人类文学高峰的作家而言攀登人类文学高峰的作家而言，，理应及时培养自理应及时培养自

己的宏观意识与微观意识己的宏观意识与微观意识。。

作家要攀登人类文学高峰作家要攀登人类文学高峰，，首先要追求博而首先要追求博而

渊的知识结构渊的知识结构。。一代文学宗师鲁迅为我们树立一代文学宗师鲁迅为我们树立

了楷模了楷模。。先生知识广博先生知识广博，，通晓数通晓数、、理理、、化化、、天天、、地地、、

生的基本知识生的基本知识，，对于医学尤为擅长对于医学尤为擅长；；他通晓文他通晓文、、

史史、、哲哲、、法法、、经经，，对文学尤其精深对文学尤其精深。。他经历过坎坷他经历过坎坷

的人生的人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知识。。鲁迅还精鲁迅还精

通数种外语通数种外语，，这扩大了他的视野这扩大了他的视野，，拓展了知识的拓展了知识的

广度与深度广度与深度。。立锥之地难为摩天大厦立锥之地难为摩天大厦，，艺术创造艺术创造

的殿堂必须建筑在广袤而坚实的知识广野厚土的殿堂必须建筑在广袤而坚实的知识广野厚土

之上之上。。先生以广博的自然科学先生以广博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知人文社会科学知

识为基础识为基础，，向文学的纵深推进向文学的纵深推进，，其文学创作与学其文学创作与学

术著作均成为留传百代的经典之作术著作均成为留传百代的经典之作。。

作家要攀登人类文学高峰作家要攀登人类文学高峰，，还要修养成为卓还要修养成为卓

尔独立的思想家尔独立的思想家、、哲学家哲学家。。仍以鲁迅先生为例仍以鲁迅先生为例。。

无论是早年信奉进化论无论是早年信奉进化论，，还是转而追求阶级论还是转而追求阶级论，，

无论探索唯心主义无论探索唯心主义，，还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先先

生都摒弃了庸碌生都摒弃了庸碌、、浑噩的精神状态浑噩的精神状态，，而始终是一而始终是一

位自觉的思想家位自觉的思想家、、哲学家哲学家。。他绝不搬弄教条他绝不搬弄教条，，也也

不人云亦云不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哲学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哲学。。他他

对人生对人生、、社会乃至宇宙都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社会乃至宇宙都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

解解。。先生文学作品的宏观立意即伟大的历史内先生文学作品的宏观立意即伟大的历史内

涵与时代精神正是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的映现涵与时代精神正是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的映现。。

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宗师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宗师，，还在于他是卓越还在于他是卓越

独立的美学家独立的美学家。。美学是艺术哲学美学是艺术哲学，，是哲学与文学是哲学与文学

的中介的中介。。独特的文学创作实践来自独特的美学独特的文学创作实践来自独特的美学

意识意识。。先生的美学思想不只有理论阐述先生的美学思想不只有理论阐述，，而且在而且在

创作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创作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先生的美学理先生的美学理

论与创作实践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论与创作实践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先生的实践先生的实践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只有独具思想的美学家才可能成为一只有独具思想的美学家才可能成为一

代文学巨擘代文学巨擘。。

作家要攀登人类文学高峰作家要攀登人类文学高峰，，还必须成为独具还必须成为独具

个性的语言艺术家个性的语言艺术家。。语言文字是将作家心灵世语言文字是将作家心灵世

界的艺术构想转化为客观实体的物质手段界的艺术构想转化为客观实体的物质手段，，或说或说

语言文字是作家创作思想的载体语言文字是作家创作思想的载体。。文学是语言文学是语言

的艺术的艺术，，不谙熟语言三昧者不可能成为文学大不谙熟语言三昧者不可能成为文学大

家家。。鲁迅是一位独特的语言的艺术家鲁迅是一位独特的语言的艺术家。。他的语他的语

言文字是其伟大思想与艺术的结晶言文字是其伟大思想与艺术的结晶。。有人认为有人认为

先生的语言不尽规范化先生的语言不尽规范化。。诚然诚然，，如果以现成的语如果以现成的语

言去框套言去框套，，鲁迅的著作鲁迅的著作，，不能说全部不能说全部““达标达标””。。其其

实实，，先生语言中的非规范化处理先生语言中的非规范化处理，，有如格律诗词有如格律诗词

的变格的变格，，它对已有的规范是一种突破它对已有的规范是一种突破，，是一种创是一种创

新新。。究其实质究其实质，，语言的独特性语言的独特性、、个性化个性化，，来自作家来自作家

思想的独特性与个性化思想的独特性与个性化。。先生的惊世骇俗的思先生的惊世骇俗的思

想必然要求某种超常规的语言表达想必然要求某种超常规的语言表达。。伟大作家伟大作家

的语言必然有自己的纹章印记的语言必然有自己的纹章印记。。语言平庸是思语言平庸是思

想平庸的表现想平庸的表现。。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个性只有个性

化的语言艺术家化的语言艺术家，，才可能成为一代文学大师才可能成为一代文学大师。。

诚然诚然，，以上各端并非孤立的存在以上各端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作而是在作

家身上形成有机的统一家身上形成有机的统一。。

作家的宏观与微观意识与作家的艺术创造作家的宏观与微观意识与作家的艺术创造

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亦即在互相制约与互相促亦即在互相制约与互相促

进进。。如是良性互动如是良性互动，，可以让作家的艺术创造不断可以让作家的艺术创造不断

地攀登新的层次地攀登新的层次，，不断向高峰前进不断向高峰前进。。

中华民族期待文中华民族期待文学创作的高峰之作学创作的高峰之作
————宏观立意宏观立意、、微观操作是文学创作升格的必经之路微观操作是文学创作升格的必经之路 □□赵俊贤赵俊贤

作家的宏观与微观意识与作家的艺术创造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亦即在互相
制约与互相促进。如是良性互动，可以让作家的艺术创造不断地攀登新的层
次，不断向高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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