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理论与争鸣 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这些无数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这些无数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

历史的见证者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剧中人””也是历史的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剧作者””，，他们创造着生活他们创造着生活，，也创造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

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通，，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的重要原因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的重要原因，，也也

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重要基础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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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

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幅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幅

著名画作著名画作。。他在这幅画作中提出来的三个重要他在这幅画作中提出来的三个重要

的问题的问题，，是考验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是考验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更是考验更是考验

人类灵魂的哲学提问人类灵魂的哲学提问。。不论是艺术和艺术家不论是艺术和艺术家，，还还

是作家和作品是作家和作品，，同样都面对着这三个问题的拷同样都面对着这三个问题的拷

问问———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我们到哪里

去去？？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文学的创作和阅读，，说穿了就是人的创作和说穿了就是人的创作和

阅读阅读，，离开了人的参与离开了人的参与，，就谈不上文学就谈不上文学。。

文学和人学一直是相生相许文学和人学一直是相生相许、、相依相伴的相依相伴的；；

文学和人学的问题文学和人学的问题，，一直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一直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

的重要问题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意识逐人的意识逐

渐觉醒渐觉醒，，文学中的人的问题一时成为显学文学中的人的问题一时成为显学。。19401940

年代末年代末，，袁可嘉在袁可嘉在《《““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与与““人民的文学人民的文学””》》

一文中指出一文中指出：：““放眼放眼303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我们

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两支或隐或显的两支

潮流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步伐整齐的‘‘人民文人民文

学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零散中带着坚韧

的的‘‘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此后此后，，人学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人学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

人学一道人学一道，，从隐蔽的角落走到了聚光灯下从隐蔽的角落走到了聚光灯下，，从一从一

个不可回避的学理命题个不可回避的学理命题，，转化为一个具有时代意转化为一个具有时代意

义的中心问题义的中心问题，，并且并且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新文学乃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新文学乃

至此后相当长时间文学发展的基本课题至此后相当长时间文学发展的基本课题。。

7575年前的年前的19421942年年，，鲜花盛开的鲜花盛开的55月月，，远处炮远处炮

声声隆隆隆隆，，三根木棍支起一盏汽灯三根木棍支起一盏汽灯，，就在中共中央办就在中共中央办

公厅门前的空地上公厅门前的空地上，，一个决定新中国文艺方向和一个决定新中国文艺方向和

前途的会议召开了前途的会议召开了。。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毛泽东

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讲话标志着对讲话标志着对

文学与人学的重新认识文学与人学的重新认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成为历史的成为历史的

潮流潮流。。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我党历史上第一次

召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题会议召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题会议，，指出了中国文指出了中国文

学艺术的中心问题学艺术的中心问题，，就是就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和

““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伴随着青春淬炼的伴随着青春淬炼的

深情讴歌深情讴歌、、伴随着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伴随着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中国文中国文

艺从此一扫低沉艺从此一扫低沉、、哀怨哀怨、、缠绵缠绵，，奠定了高亢奠定了高亢、、明朗明朗、、

激情的基调激情的基调。。““在解放区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文艺工作

者的面貌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这是真正新的人民

的文艺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

了了””。。19491949年年66月月，，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

感慨到感慨到。。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为什么

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邓

小平说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人民是文艺工

作者的母亲作者的母亲””。。江泽民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江泽民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在

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在人民的进

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强调胡锦涛强调：：““只有把人只有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20142014年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并发表重要讲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再次重他再次重

申申：：““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就是人民的文

艺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就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这是党对文

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也是决定我国文艺

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把

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

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

者的天职者的天职。。””这段话真实而深刻地道出了文学与这段话真实而深刻地道出了文学与

人学关系的四个维度人学关系的四个维度：：文学需要以人为对象文学需要以人为对象，，以以

人为主体人为主体，，以人为根本以人为根本，，以人为目标以人为目标。。文学本身文学本身

只有借助于人的活动只有借助于人的活动，，以人为活动的主体以人为活动的主体，，服务服务

于人的活动于人的活动，，并最终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建构起自并最终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建构起自

身身，，人的活动对于文学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活动对于文学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离开离开

了人了人，，离开了人的参与离开了人的参与,, 也就谈不上文学也就谈不上文学。。这段这段

话从目的论的层面阐释了文学在人的精神提升话从目的论的层面阐释了文学在人的精神提升

和完善和完善 、、实现人的生存价值实现人的生存价值、、使人拥有真正意使人拥有真正意

义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义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

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人民是无数个人的统一和集合。。这些无数这些无数

个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个个人集合起来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

历史的见证者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剧中人””也是历史的也是历史的

““剧作者剧作者””，，他们创造着生活他们创造着生活，，也创造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7575

年前年前，，赓续五四传统赓续五四传统、、承袭长征精神承袭长征精神、、发扬左翼思发扬左翼思

潮潮、、拓展苏区文化拓展苏区文化、、汇流陕北风貌的延安文艺汇流陕北风貌的延安文艺，，为为

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不朽的基石新中国文艺事业奠定了不朽的基石，，为新中国文为新中国文

艺走向普及艺走向普及、、繁荣指明了方向繁荣指明了方向。。7575年来年来，，正是凭正是凭

借这种精神借这种精神，，文学家写出了文学家写出了““白日的先驱白日的先驱，，光明的光明的

使者使者//打开所有的窗子来欢迎打开所有的窗子来欢迎//打开所有的门来打开所有的门来

欢迎欢迎//请鸣响汽笛来欢迎请鸣响汽笛来欢迎//请吹起号角来欢迎请吹起号角来欢迎””的的

深情诗句深情诗句；；文学建设者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文学建设者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

成文化大国成文化大国；；文艺工作者戮力与共文艺工作者戮力与共，，继续将中国继续将中国

文艺事业文艺事业““推向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推向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柳柳青和他的青和他的《《创业史创业史》》是体现文学与人学关系是体现文学与人学关系

的一个优秀典范的一个优秀典范。。19521952年年55月月，，柳青离开北京柳青离开北京，，

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在镐河畔神禾在镐河畔神禾

原上的古庙里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14年年。。19661966

年年，，作家柳青终于在山窝窝里拿出了他的作品作家柳青终于在山窝窝里拿出了他的作品《《创创

业史业史》。》。时代在这里也呈现着惊人的奇迹时代在这里也呈现着惊人的奇迹———柳—柳

青笔下的梁生宝在新中国最贫困青笔下的梁生宝在新中国最贫困、、最艰苦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

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奇迹，，他在蛤蟆滩上挺起脊梁宣布他在蛤蟆滩上挺起脊梁宣布：：““社会社会

主义是穷人的事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我们不怕挫折我们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不怕失败，，只只

要志向高远要志向高远，，英勇无畏英勇无畏，，小人物的事业也会创造历小人物的事业也会创造历

史史。。””这是梁生宝的呐喊这是梁生宝的呐喊。。在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在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

村如火如荼的革命和建设中村如火如荼的革命和建设中，，身处其中的中国农身处其中的中国农

民不仅经历着命运的转变民不仅经历着命运的转变，，更经历着思想的巨更经历着思想的巨

震震。。柳青和他的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创业史》》中的主人公一样中的主人公一样，，质朴质朴

无华无华、、不事经营不事经营，，可那勇往直前的劲头可那勇往直前的劲头、、怀揣着理怀揣着理

想的生气想的生气、、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扎实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扎实，，让人由不得被让人由不得被

感动感动。《。《创业史创业史》》仅仅数十万字的作品却成功地塑仅仅数十万字的作品却成功地塑

造了一个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活生生造了一个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活生生、、泼辣辣的泼辣辣的““领领

头人头人””形象形象。。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作家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与作家、、

艺术家谈心时艺术家谈心时，，苦口婆心地说苦口婆心地说：：““柳青可以做到中柳青可以做到中

央或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央或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他会知道他的房

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作家与人民如此心心相

通通，，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是一部优秀作品能够穿越时间留在读者心中

的重要原因的重要原因，，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也是一部优秀作品具备深厚蕴意的

重要基础重要基础。。

岁月犹如白驹过隙岁月犹如白驹过隙，，今天这个时代何尝不是今天这个时代何尝不是

遍地呼唤梁生宝的时代遍地呼唤梁生宝的时代？？相隔半个世纪相隔半个世纪，，我们不我们不

是感觉他离我们远了是感觉他离我们远了，，而是感觉他离我们越来越而是感觉他离我们越来越

近近。。那个走在那个走在““坡陡坡陡、、石多石多、、土薄土薄、、植被稀植被稀””800800里里

太行的吴金印步履匆匆太行的吴金印步履匆匆，，分明踏着共和国农民与分明踏着共和国农民与

农村的历史歌行农村的历史歌行。。在与农民一同劳作的白日在与农民一同劳作的白日，，梁梁

生宝呕心沥血生宝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殚精竭虑，，他朴实而智慧他朴实而智慧，，在驴声在驴声

嘶鸣的夜晚嘶鸣的夜晚，，梁生宝心底无私梁生宝心底无私，，睡得踏实又安睡得踏实又安

然然。。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不论是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半个不论是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半个

世纪之后世纪之后，，都需要都需要《《创业史创业史》》这样与人民息息相通这样与人民息息相通

的好作品的好作品，，需要梁生宝这样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好需要梁生宝这样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好

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他披霞饮露却光明磊落他披霞饮露却光明磊落，，他披星戴月他披星戴月

却坦坦荡荡却坦坦荡荡，，他披荆斩棘却无往不胜他披荆斩棘却无往不胜，，重要的是重要的是，，

他来自人民他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服务人民，，又回到人民又回到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

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也需要振

奋人心的伟大作品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今天今天，，在世界多极化在世界多极化、、经济经济

全球化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中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中，，

文化认同的消散文化认同的消散、、想象空间的匮乏想象空间的匮乏、、理想信念的理想信念的

丧失等问题依然存在丧失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中国作家和文学面对这是中国作家和文学面对

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个进在这个进

行着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行着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征程中，，如如

何让更多的梁生宝一样的人物形象挺起胸膛何让更多的梁生宝一样的人物形象挺起胸膛，，担担

起重担起重担，，骄傲地行走在中国文学史中骄傲地行走在中国文学史中，，是摆在我是摆在我

们每个人眼前的提问们每个人眼前的提问。。

“人民”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概念，可

以说是属于20世纪的，在20世纪的中国，它才获得了它的抽

象性和具体性，并且延伸到了21世纪。葛兰西曾批评意大利

文学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文学缺乏人民性。而我们在今天则需

要这个词在很多意义上重新成立，既在民族国家的实体意义

上，也在一种抽象的社会意志的层面上；既在维持共同体的统

一、稳定的意义上，也在批判性的政治动员的意义上，比如“反

腐”。

无论在抽象还是具体的意义上，“人民”这个词都不会有它

的单数格，它一定是在复数的意义上成立的，而作为个人，我们

难免会思考个体性在其中的位置：既然人民是普通而无名的多

数人的集合，那么在这种集合即历史主体形成之时，每一种个

体性便无限地悬置而延宕了，或者说，个体的意义在历史主体

性的意义上才得到了最终的完成。这看起来仍然延续着晚清以

来“个”、“群”关系的讨论，比如鲁迅所说的“人各有己，群之大

觉近矣”。经历了20世纪100年的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思辨不

能不把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种种历史环节，以及新的症候纳入

进来。1990年以后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新工人文艺”、

“富士康诗人”等等的文学现象，几乎每一次都会引发对于“文学性”的再讨论，其意

义还在于能否思考和想象一种劳动者的文化实践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

将所有这些讨论归结为：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谈到了专家怎么与无产阶级结合的问

题，他以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为例，讨论了作者怎么进入到一种生产关系之中，而这

种生产关系能够成为专家与无产阶级，或者说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本雅明谈到，

个人写作原本是一种资产阶级机器，无论多么强调利用这座机器来达到精神性的

目的，最后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关键在于打破这种机器，更新生产工具，在更

新生产工具的过程中，作家才能成为生产者，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也将在这

个意义上被打破。这让我们想到20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和共和国文化

的脉络中，赵树理、丁玲、柳青等人在不同程度上的对于写作与群众动员、以及与

自我改造相结合的强调。文学意义上的生产工具、语言和叙事、意象和风格，新时

期以来，我们将其归结为“文学性”，重要的是，“文学性”不应该是“人民性”的对立

面，而恰恰是要以历史分析的方式，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有机的联系。在今天的大众

文化、网络自媒体的条件下，写作、阅读、批评和传播这些行为本身已经发生了很

大程度的混杂，更是需要我们重新想象文学与种种环境、结构之间的关联。

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也存在着人所共识的

问题，尤其是，面对最近20年剧烈的社会变化，文学却没有创造出更多人与现实的

关系。就拿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学来说，甚至我们仍旧在追问到底有没有城市

文学，实际上是没有创造出人与城市在当今条件下的关系，其中包括城市中的空

间关系、阶层问题、家庭、教育、性别和伦理问题等等。在我看来，一种自觉意义上

的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自觉包含文化自觉，更包含政治

自觉。不过，如果不满于现有的评价机制，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别的什么，那么应

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的评价机制呢？困难在于，任何一种历史上已有的标准

都很难被简单地挪用，我们今天讨论文学与人民，应该是在讨论乃至创造一种新

的形势下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今年是文学革命100周年，100年前鲁迅、周作人等人提出了“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快就落实为“庶民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历史

上我们有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也有过“文学是人学”的争议。今天又有了

新的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所谓新的形势和社会条件，是指中国之所有，也是指世界

之所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历经了全球革命、全球化、全球市场等等冲击，仍然没有

失效，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反而有着强化的趋势。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

中国精神和中国梦，其核心是否是对这些新的形势的一种创造性的回应呢？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其中必定需要包含着一些新的空间的想象，就像我们曾经

在若干次历史的转折关头想象“新人”一样，还有许多新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体的存

在没有得到表述，而这样一些被新的社会条件所生产出来的非主流的、亚文化的

存在，它们在“文学——人民”的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是我们将要面对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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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但文学与时

代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

文学既有可能与时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面，

还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谬。从这个意义上说，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有针

对性地批评了21世纪初中国文艺存在的诸多问题，

更为中国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而

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则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可以谓之大众狂欢的时

代，借助网络与影视，通俗文学悄然崛起，在某种意

义上抚慰了人们空洞的情感与心灵。任何一个时代

都存在着大众的通俗文学和知识阶层的纯文学，从

形式和读者层面的角度不能简单将其进行好坏高下

的划分，但在思想与内容上却有着健康与低俗、崇高

与颓废等方面的本质差异。世俗化与娱乐化本来就

是通俗文学的本质，无可厚非，但21世纪初以来，在

市场与资本的强力推动下，通俗文学迅速向低俗化

嬗变。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历史虚无、理想崩塌、道德

失范、精神贫乏、思想浅薄，不要说英雄与崇高，连起

码的人文理想亦丧失殆尽。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我

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激烈

碰撞，感受不到这个时代人们整体性的精神状态，更

遑论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期既波澜壮阔又严酷悲壮的

现实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恰恰击中了当下中国文艺的弊端之要害。我由此

想到了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它当

然是一种通俗文艺，但通俗绝对不同于低俗，二者之

间的本质差异显而易见。其实通俗文艺的低俗化多

年前就遭到有识之士与批评家的批评与抵制，但在

强大的市场与资本的力量面前，这种声音显得极其

微弱与无力。

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市场吗？当然不能。市场只

是文学艺术运行的一种机制、规则与方式，将什么样

的作品推入市场则是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与道德及

观念所决定的。商品只是文艺作品的属性之一，不

能说有人需求我就制造。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

论，人的某些自然的欲望并不都是合理的和健康

的。人类及社会何以要文化化？就是要逐渐摆脱人

类的自然属性，提升人类与社会的精神品质。因此，

文艺作品更本质的属性当是审美的、教育的功能，满

足人民的情感与精神的需求，所以才需要伟大的作

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去引领与滋养。伟大的作

家、艺术家和优秀的作品也可以是通俗的作品，莎士

比亚的戏剧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眼里只是通俗艺术，

但400年后的今天，它们仍然是世界戏剧的经典，显

示了艰深与浅显的恰切的融合。

对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作家不

能写自己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事实上，对每一个作家而言，这是他最重要的写作资

源，许多作家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他的“自叙

传”。重要之处在于，作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独特的生

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融入到时代之中，要

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

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重要区别。老舍何以被誉

为“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人民性是首要的，还

有就是通俗性与民族性、地域性的融合，比如《茶馆》

《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有赵树理的小说《三里

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齐白石的画从

内容到形式都是通俗的，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绘画

的素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为人民大众

所喜闻乐见的且更具现代性的崭新形式，呈现出极

高雅的审美形态。时间正在日益彰显着他们作品的

思想与文学性价值。换言之，并不是市场效益好的

就不证自明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读者大众的审美能

力与价值观念也是需要真正的优秀作品去引领和培

塑的。文艺批评除了学术性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就是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与现象中披沙拣金，为人

民大众筛选优秀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理论批评的时代，各种

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并激

烈碰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仅用了十几年的

时间就将这些理论批评方法通通操练了一番，学习

与借鉴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的脚步却终止在了学习

与借鉴的路途，而不见自己探索创新的踪迹。陈晓明

对这种现象亦深表忧虑，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在

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

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先不说不见

中国自己的思想与理论批评方法，单说在面对上述文

学艺术与文化思潮及现象时鲜有发声，几近失语与缺

席这一情形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那些学术成果的价

值与意义。这样的文学环境与生态能产生出伟大的

文学作品吗？我深表忧虑。

狭隘的知识分子是指有一定文化及专业知识的

人，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具有“社会良知”的

思想者，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

等）的维护者，他们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

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了社会担

当，放弃了批判的权力，不要说文学艺术，我们将如

何建构自己的民族的精神？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思想

与文化在当下竞争激烈的世界获得生存的权力？似

乎也有些让人担忧。

站在什么角度写作，为谁写作，作家的写作立场

与伦理密切相关。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批

评与写作方法，近年来比较时髦。作家个体和历史

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在本质

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文学文本或艺术

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对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

式进行的叙事伦理的呈现，具体体现为叙事目的、叙

事原则、叙事规约和叙事的文化立场选择等几个方

面。叙事伦理和文学艺术的主题学有着密切的指涉

关系，预示着什么样的主题会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

野，以及这种主题范围深层隐含的关系网络。从题

材或曰主题层面而言，21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学所

描写和表达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

民生活的真实境况，是颇可怀疑的。谢有顺在与贾

平凹对话时说：“现在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在城市生

活，尤其是年轻作家，都穿梭于酒吧、高级商场、写字

楼之间，他们描绘的基本上都是城市生活，甚至还是

城市生活中比较另类、小资的一面，是那种软绵绵的

生活。”“这种文学现实无形中改写了中国社会的现

实，给人一种误导，以为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活着

的。”这种批评显然过于温和，事实要严重得多。作

家们在表现城市生活的时候非但没有选择那些为改

革与发展、为城市建设与人们安居乐业奉献着智慧与

青春、生命与汗水的人们与事迹，以及那些在社会底

层奋斗与挣扎着的人们的艰难的生活，更没有选择那

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与斗争，充斥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

的是官场倾轧、尔虞我诈，是暧昧的情感、阴暗的内

心、丑陋的人性等等黑暗的景象。文学在丧失了起码

的伦理道德的力量之后，沦为精神文化的“垃圾场”。

不能不想起鲁迅，他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

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但鲁迅那10年的作品却是

在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人的自由与理想而战斗。我

还想起草明，在艰苦的1950年代，她在鞍钢与工人们

一起建设、劳作、生活了10年之久，时代确实局限了

她的文学的想象空间，但长篇小说《乘风破浪》仍然表

达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与工人们为祖国建设而奋斗的

充满着勃勃生机的生活，她的描写充满了理想的温

度。从属于政治曾经使中国当代文学丧失了文学性

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现在，从政治的极端

再走向世俗化、娱乐化、欲望化的极端，同样会使文

学丧失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

体”。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国作家的职责与使命——创

造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21

世纪的创造性延续，是中国文艺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将在1942年之后再次明确地、

自觉地把创作的目光聚集到人民大众的身上。聚焦

时代与人民的宏大叙事，它不仅直指当下中国人民

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建设事业，而

且在建构和描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聚焦时代与人民的宏大叙事聚焦时代与人民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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