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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文学在关注今天的中国文学在关注

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历史和现实的同时，，需要学会需要学会

想象未来想象未来。。无论是社会的现代无论是社会的现代

化发展水平化发展水平，，还是全球化时代还是全球化时代

的世界状况的世界状况，，都要求文学家更都要求文学家更

多地面向未来去展望和书写多地面向未来去展望和书写。。

以以““文学文学””的方式来把握的方式来把握
““中国中国””概念的价值内涵概念的价值内涵

□□周展安周展安

““文学与中国文学与中国””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

色的论题色的论题，，在我看来也相当精准地抓住了在我看来也相当精准地抓住了

当下文学发展的核心关切当下文学发展的核心关切。。自近代以来自近代以来，，

在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一个多世纪当中在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一个多世纪当中，，

我们曾在民众启蒙的意义上触及过我们曾在民众启蒙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文学

与国民性与国民性””的论题的论题，，在民族救亡的意义上触在民族救亡的意义上触

及过及过““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的论题的论题，，在文化普在文化普

及的意义上触及过及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和大众文学和大众””的论题的论题，，

在革命的意义上触及过在革命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和阶级文学和阶级””的论的论

题题，，在文明接轨的意义上触及过在文明接轨的意义上触及过““文学与世文学与世

界界””的论题的论题。。所有这些论题在它们各自的所有这些论题在它们各自的

阶段都有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历史意阶段都有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历史意

义义，，但是在今天但是在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能够将过可以说到了一个能够将过

去的这些论题都加以对象化思考的去的这些论题都加以对象化思考的、、崭新崭新

的历史时刻的历史时刻，，立足立足““中国中国””、、深刻理解深刻理解““中国中国

性性””，，正是这一时刻的最大特征正是这一时刻的最大特征。。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奋起是中国人奋起

抵抗抵抗、、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争取独立自主的历史。。但是也应该但是也应该

看到看到，，在这段历史的很多时刻在这段历史的很多时刻，，我们抵抗的我们抵抗的

对象也往往同时就是我们试图模仿和接轨对象也往往同时就是我们试图模仿和接轨

的对象的对象，，这导致奋力抗争的同时又带来了这导致奋力抗争的同时又带来了

对于中国自身价值的压抑和否定对于中国自身价值的压抑和否定，，我们努我们努

力变得更像别人而非更像自己力变得更像别人而非更像自己。。在哲学在哲学

上上，，可以说是从一个外在的普遍性出发来可以说是从一个外在的普遍性出发来

审视中国审视中国，，在思想的深处视中国为一个停在思想的深处视中国为一个停

留在特殊性阶段的客体留在特殊性阶段的客体。。这种自我贬抑的这种自我贬抑的

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近代以来的中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近代以来的中

国积贫积弱的物质性现实所决定的国积贫积弱的物质性现实所决定的，，而新而新

世纪以来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世

界格局的巨大变动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前所界格局的巨大变动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契机未有的契机，，那就是正面地那就是正面地、、以我为主地来以我为主地来

看待看待““中国中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深厚的实践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深厚的实践

内容和理论表达内容和理论表达，，不只是回答别人给我们不只是回答别人给我们

所导致的难题所导致的难题，，而是要自己设置议题而是要自己设置议题。。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提出““文学与文学与

中国中国””的论题恰逢其时的论题恰逢其时。。论述文学和中国论述文学和中国

的关系的关系，，首先就意味着要在文学中来讲好首先就意味着要在文学中来讲好

““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很多评论家很早就论述过这很多评论家很早就论述过这

一点一点。。如李云雷说过的如李云雷说过的：：““讲述讲述‘‘中国故中国故

事事’’，，就是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就是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

独特的经验与情感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

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并想象与创造一

个新的世界与未来个新的世界与未来。。””以此为出发点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我们

还可以说还可以说，，““文学与中国文学与中国””不仅意味着将文不仅意味着将文

学的对象瞄准在人口学的对象瞄准在人口、、疆域疆域、、民族构成等等民族构成等等

意义上的实体化的意义上的实体化的““中国中国””，，而且也需要作而且也需要作

家和文学研究者在主体意识上立足家和文学研究者在主体意识上立足““中中

国国””，，以以““中国意识中国意识””和和““中国视野中国视野””来展开文来展开文

学写作和文学研究工作学写作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体性地以主体性地以““中国意识中国意识””来写作和研来写作和研

究究，，意味着将意味着将““中国中国””化成一个包含崭新价化成一个包含崭新价

值维度的理论概念值维度的理论概念。。鲁迅鲁迅19271927年在评论陶年在评论陶

元庆画作的时候指出文艺作品中应当有元庆画作的时候指出文艺作品中应当有

““中国向来的魂灵中国向来的魂灵””，，毛泽东毛泽东19381938年强调文年强调文

艺作品应该有艺作品应该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都都

是在一个新价值的维度上来理论性地把握是在一个新价值的维度上来理论性地把握

““中国中国””。。要理论性地把握要理论性地把握““中国中国””，，不能只不能只

是停留在对于是停留在对于““中国中国””的同义反复之上的同义反复之上，，而而

要深入阐发要深入阐发““中国中国””的价值内涵的价值内涵。。在在2020世纪世纪

的思想和文化史上的思想和文化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力图从很多思想家都力图从

““中国中国””历史的内部去发掘历史的内部去发掘““中国中国””的价值内的价值内

涵涵，，比如章太炎从魏晋宋齐梁五朝的法律比如章太炎从魏晋宋齐梁五朝的法律

中总结的中总结的““重生命重生命、、恤无告恤无告、、平吏民平吏民、、抑富抑富

人人””的传统的传统，，吕思勉吕思勉、、蒙文通从前秦和汉代蒙文通从前秦和汉代

的历史中所总结出的的历史中所总结出的““大同大同””传统传统，，都是明都是明

证证。。在文学上在文学上，，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推重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推重、、

周作人从明末小品文的角度对于新文化源周作人从明末小品文的角度对于新文化源

流的阐发也都可以看作是对流的阐发也都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中国””内部所内部所

包含的新价值的发掘包含的新价值的发掘。。

在欧风美雨长期的侵蚀之下在欧风美雨长期的侵蚀之下，，要正面要正面

但又不是复古性地阐发但又不是复古性地阐发““中国中国””的价值内涵的价值内涵

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工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工

作作。。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上述先行者的努上述先行者的努

力自然应该予以自觉地继承力自然应该予以自觉地继承，，但更重要的但更重要的

恐怕还是接续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恐怕还是接续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

学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学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置身于变动的中置身于变动的中

国现实内部国现实内部，，忠于现实忠于现实，，以惊异的眼神去体以惊异的眼神去体

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每一细微的变化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每一细微的变化。。这这

要求作家要有一种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的自要求作家要有一种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的自

觉意识觉意识，，打破所有外在的既定的教条性话打破所有外在的既定的教条性话

语语，，紧贴在中国的地面上紧贴在中国的地面上，，去写出中国大地去写出中国大地

的每一次律动的每一次律动。。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是一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是一

个需要个需要““中国中国””焕发出新的价值内涵焕发出新的价值内涵，，但这但这

一价值内涵还未定型的历史阶段一价值内涵还未定型的历史阶段。。旧的由旧的由

外部所赋予的普遍性还没有完全退场外部所赋予的普遍性还没有完全退场，，以以

““中国中国””为表征的新的价值也同时是新的普为表征的新的价值也同时是新的普

遍性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遍性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价值观正新旧价值观正

处在一种冲突处在一种冲突、、缠斗的状态之中缠斗的状态之中。。在文学在文学

写作上写作上，，个体性视角个体性视角、、启蒙视角启蒙视角、、阶级动员阶级动员

视角视角、、革命视角革命视角、、文明论视角等等都显示出文明论视角等等都显示出

其在把握新的现实变动上的局限性其在把握新的现实变动上的局限性。。在这在这

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阶段，，内部性地体察中国的现实内部性地体察中国的现实

脉动就成为首当其冲的要求脉动就成为首当其冲的要求。。从现实内部从现实内部

来体察现实来体察现实，，意味着把所有原来既定的视意味着把所有原来既定的视

角都相对化角都相对化、、语境化语境化。。

除了主体性地彰显除了主体性地彰显““中国中国””的价值内的价值内

涵涵，，在在““中国中国””这一宏大领域中来书写作为这一宏大领域中来书写作为

整体的整体的““中国中国””的现实之外的现实之外，，““文学与中国文学与中国””

这一课题在今天还意味着一种以这一课题在今天还意味着一种以““中国中国””为为

单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参与意识单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参与意识。。梁启超梁启超

19011901年在年在《《中国史叙论中国史叙论》》中曾提出中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之

中国中国””、、““亚洲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说的说

法法，，他以乾隆末期以来的中国为他以乾隆末期以来的中国为““世界之中世界之中

国国””。。我想说我想说，，中国作为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特的特

征在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显示出来征在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显示出来，，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和和““人类文明共同体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提法正的提法正

表现了这一点表现了这一点。。和梁启超时代的中西交涉和梁启超时代的中西交涉

竞争相比较竞争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参与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参与

更广泛深入更广泛深入，，也更从容主动也更从容主动，，作家们对于这作家们对于这

种参与的感受和由主动参与而带来的世界种参与的感受和由主动参与而带来的世界

视野的拓展也应有相当的敏感和书写意视野的拓展也应有相当的敏感和书写意

识识。。正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正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

的过程中的过程中，，在在““人类文明人类文明””这个更大的平台这个更大的平台

上上，，““中国中国””独特的价值内涵才能更充分也独特的价值内涵才能更充分也

更直接地被意识到更直接地被意识到。。实际上实际上，，晚近以来晚近以来，，正正

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此有不少作家致力于此。。这是中国当下文学这是中国当下文学

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正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在“人

类文明”这个更大的平台上，“中国”独特的价值内涵才能更

充分也更直接地被意识到。实际上，晚近以来，正有不少作

家致力于此。这是中国当下文学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理论，如今已为

全世界的人文社科学人所熟知。文艺尤其是

叙事性文艺对于体量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具

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不过，学界所关注的想

象，主要在于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也就是起

源于神话和共同命运。祖先形象的建构和尊

崇、荣耀和苦难的重温，都能够催生血脉相

连、荣辱与共的认同感；共有的工作和生活场

域的讲述，则营造出休戚相关、共同进退的整

体意识。但事实上，要使共同体获得精神上的

安定，这两个维度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只回应

了“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

去？”中的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在古代并不

是问题，因为在退步史观、循环史观或宗教史

观的支配下，关于“向何处去”的诠释都是相

对确定的。到了进步史观兴起的现代，前进的

方向要靠人自己去摸索，想象的未来维度就

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大革命酝酿时期，梅西

埃憧憬未来的小说《巴黎2440年》风行一时；

无独有偶，辛亥革命之前，以梁启超为首的许

多思想者和小说家也对经过立宪或革命而复

兴的中国展开了奔放的想象。蔡元培写道，重

新回到世界中心的中国，不仅领导世界各国

实现了永久和平，还大刀阔斧地推行社会改

革，最终引领人类走向星辰大海。现代中国需

要救亡图存，还需要生存之上的目标、使命和

担当，需要对未来和理想的想象。

当然，未来维度只有在共同体的生存已经得到充分保障的

时候才有可能充分展开。在尚未摆脱现实威胁的情况下，谈论

理想是一种奢侈，更多的时候只能停留在“天下为公”“世界和

平”之类的模糊表述。而当中国的安全无虞，社会现代化的想象

就会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这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在改革开

放之初风靡全国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关于未来的想象变得

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节点。

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寻求一种更加美好的、取现代化之利而

去现代化之弊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履行先贤们的期待，对人类做

出较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命

运共同体”，是一种着眼于区域发展、涵纳历史而面向未来的愿

景，这样的愿景是一种想象，一种追求，一种影响其他国家但首

先凝聚中国自身的愿望。它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

以独善其身的方式去解决，中国自我完善和升华的希望只能在

区域和世界的联动发展中才能实现。有了“兼济天下”的想象，

中国这个共同体在精神上会更加完满。

今天的中国文学在关注历史和现实的同时，需要学会想象

未来。无论是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

状况，都要求文学家更多地面向未来去展望和书写。方兴未艾

的中国科幻文学，是这种时代趋势的重要表征，但想象和思考未

来的任务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由为数不多的科幻作家来承担。

如果有一天，对于科技、人类、社会、世界之未来的想象在中国的

文学文化中普遍存在、此起彼伏（早已进入工业甚至后工业社会

的美国是一个范例），我们便可以说，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进入了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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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延误的机场，看着来来往往的

人们，他们并不焦急，几乎有着一样的

面孔，让人无从知道他是要去约会许久

未见的情人或是在奔丧的路上。这无

疑是我所见的机场，因为我猜不到或懒

于想象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一些作家

那里，可能这就真的成了他们笔下的“中国”。

孟繁华先生曾在很多地方提及当前文坛的“情

义”缺失——“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

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告

知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这

是一个颇具中国情怀的问题，也是一种日益突

显又无法回避的文学困境，似乎只要面对“现

实”，就要竞相描写生活的惨剧，好像悲剧就等

于现实，无奈就相当于关怀。

在一些讲述“进城”的小说里，死亡几乎成

了某种普遍的结局，成了小说里强化冲突、凸

显选择最有利也最直截了当的武器。但死亡也

仅仅是一个手段或一个鲜明的符号，《世间已

无陈金芳》中农村姑娘想在城里“活得有点人

样”的惨败，《北妹》里钱小红拖着巨乳爬下天桥

“要活下去”的虚妄，与涂自强的死、《生命册》里

骆驼的死、《篡改的命》里汪长尺的死，到底有

多大区别？在死与不死背后，讲的都是不可承

受之痛，都是无法拒绝又不能挽回的代价。但

是，有的小说在不断地强化着分裂、强化着冲

突，它们在一种鸡飞蛋打一无所有的叙事走向

和结局中消灭了一切可能。这些小说固然讲述

着不同的进城故事，书写着不同的现实经验，

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某种

创作趋势，甚至是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叙事模

式。那么，这种愈演愈烈的城乡冲突是如何在

作家们的叙述中走向极致，而在这种叙述和极

致的选择里又潜藏着对近40年中国社会变迁

怎样的认知，就都成了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进城”中生存的障碍被轻易地转化为道

德和伦理的障碍，那些试图改变自己命运和生

活境遇的人们只需在黑与白、是与非、善与恶、

尊严与耻辱之间做一个简单的

选择题，城市的大门便会向他们

或真实或虚假地敞开。有的作

品当然也在某些程度上展现了

选择之难，但总体上看，这些选

择在“进城”中的作用是被绝对

化了的。那么，求生何以等同于

屈辱，城市如何变成鬼门关？当

这种简单的道德预设被事先架

构起来并左右着小说的走向，即

便其中加入怎样波澜起伏的故

事，注入多么蜿蜒曲折的线索和

情节，它终将被诱导着进入一个

指定的场地，那就是“进城”无

门、生存无望、阶层跨越的艰难

以及个人在早已预设好了的社

会现实面前的惨败。因此，被简

化了的现实以及简单的道德选

择犹如一条封闭的单行道，无论

从哪个进口驶入，终点是惟一

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进

城”故事读过之后总有似曾相识

之感，也是为什么面对如此纷繁

复杂的中国，各式各样的人物、

故事、现实场景和生活片段仿佛

被放置于一条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出的却是趋

于模式化的作品。所谓现实或我们所在的中

国之所以被这样描述，道德的预设之所以被急

匆匆地架构起来，终究离不开作家对小说最终

指向的设想，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

的人，如果作家一心打造的就是一个城乡隔绝

二元对立的社会冲突，那么我们怎能期望他的

创作会向复杂的现实敞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文学创作的

理解越来越倾向文学形式的追求，似乎在诗性

与知性之间刻意地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

墙，仿佛包含意义传达的文学必定是失败的、

可怕的、缺乏艺术性的、值得怀疑和批判的。

于是在这种环境下，很多小说家开始把冷漠当

成全部的态度，或是不带目的地简化生活，或

是以漫无目的的反讽、不加节制夸张、求奇求

偏的采样，怀着袖手旁观之心对人和世界进行

嘲讽和挖苦。问题是，诗性与知性之间是否是

水火不容的关系？莫里亚克曾谈到现代小说

的危机，他认为小说家丧失了对善与恶的关

注，不但让语言本身面临着贬值，而且造成了

小说基本观念的崩溃。一些小说在创作时确

实带有某种关切，但这关切背后更需要的是对

中国问题深入的考量和对某些博人眼球的离

奇情节的抵抗。很多小说在对中国的讲述中

缺乏作家的介入感，完全将自我抽离，其间过

分的冷静或者说冷酷，让人对原本存在的关

切产生着怀疑。因此，文学依然需要作家的

主体意识，需要面对复杂而鲜活的中国寻求

更为广阔的理解与讲述方式，需要重新发现

中国的情义，需要以新的方式整合中国的文

学经验与智慧。

前几天我读到孙绍振先生的一篇文章《学术

“哑巴”病为何老治不好》，讲当下的中国文学理

论界已被西方强势话语淹没，而要重新建构中国

文论，则需要对西方文论进行清场。他提到一个

词，是由文学“审美”衍生出来的，叫作“审智”。

我想这个词用到当下重新认识“文学与中

国”之间的关系，再恰切不过了。在文艺复兴的

背景下，“审智”不仅适用于文论界，它还适用于

文学领域、文化范畴，甚至对整个国家概念的认

知上。

“审智”比起“审美”，更强调对时代脉搏的把

握和判断，方向对了才能进行审美，就好比一个

人要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才好谈其他。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过于强调对文学

文本内部的研究，如今，也要重新探讨文学的边

界问题了，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重新建立

自信。这就不得不谈些宏观层面的、主题先行的东

西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如何能够与国家

形象建立起联系。而在这方面，军旅文学作为一个

样本，可为当下的文学困局提供一些思路。

军旅文学如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随着时代

语境的更迭在不同时期衍化为不同的面貌，这是

军旅文学中“变”的一面，也是必然的。“不变”的

地方则在于，军旅文学比任何其他文学都更与国

家、民族这样的宏大意象紧密贴合在一起，它始

终没有放弃尝试运用各种艺术方式打造属于一

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形象。这种看似单一而执著的

写作范式曾让军旅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遭受冷遇，它边缘过、低沉过，也越来越鲜有人进

入到它的内部和细处进行阅读、考察和归纳。但

也因此，它得以以相对独立的姿态持续发展着，

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冲击下，屹立不倒地呈现出了

某些军旅文学的基本精神特质，而这些特质恰能

代表国家品格。

我在朱向前老师的带领下，从去年起应《人

民日报·海外版》之邀，每年选择一个能代表军旅

文学基本母体的议题加以评论阐释。去年我们选

的是家国情怀，今年是英雄主义。在我看来，英雄

主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不仅是军旅文学意义

上的内核，并且是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具有的底

色。这种说法并非我站在军旅文学的立场刻意鼓

吹，而是因为这些优秀的品质是中华民族千年发

展以来经由实践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早已变为民

族心理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学表达所追求

的“真、善、美”有着内在的高度一致性，也并不因

时代主潮的更迭而改变。

拿英雄主义来说，如果梳理近70年的军旅

文学脉络会发现，英雄主义的变现形式在不同时

期也曾经历几度变迁。比如“前十七年”，军旅文

学与家仇国恨紧密相连，于是自然而然处在文学

界中流砥柱的位置，一批短平快的诗歌和小说与

战争进程同步诞生。随后，一批带有鲜明革命浪

漫色彩的抗战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接续而出。武

装斗争历史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之间

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跚起步的现

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于是，在共和国

诞生之后至50年代中期左右，一个庞大的小说

家群体悄然形成并逐渐成熟，一批长篇小说如

《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

后武工队》等作品作为时代主流的重头战争小说

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次和第二次

浪潮。

也许是受制于单一时代潮流的局限，到了上

世纪80年代，社会潮流突变，军旅文学之中的英

雄情结尚在，但在表现方式上有所转变。最能代

表时代特色的南线战争小说有徐怀中《西线轶

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在这些篇目

中，作家的关注点从单一的战争事件转化为对战

争中个体“人”的关注。到了90年代，个体意识空

前崛起，集体在英雄主义的基调“左顾右盼”而无

所着落之时，有不少人对新世纪以后的英雄主义

受众产生质疑，认为新的社会潮流早已覆盖过往

精神传统。但碎片化信息时代的军旅电视剧，诸如

《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等作品的出

现给予许多受众以心灵滋养，它们在商品社会意

外“治愈”了那些对既有美好人性充满无限向往的

人们，而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风声》《十月围城》

在当代时尚元素的包装下焕发出新的魅力。撇开

类型化的叙事技巧不谈，真正打动受众的仍然是

让人切实认同的英雄主义崇高美感。

再比如我一直追踪的军旅“新生代”作家，他

们基本都是“70后”生人，最开始的文学土壤也

是紧紧围绕个人成长经验展开，但现在七八年过

去了，这批人中间也开始出现分化，而转型后的

作品基本都会向着核心价值观回归。我想其中一

部分原因和作家的军人身份脱不开关系，但更多

是一种自觉地靠拢，这种深层的情感动因是可以

读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内心里真正认同一种情

感，那么写出的东西只能浮在表面上，深入不下

去。这些作家并有的已经离开部队，可回望军旅

生涯时，笔下流淌的是真实、自然的感情。

所以说，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需要在新的时期产生新的表达方式。这就涉

及到一个如何表达的问题。这次主题发言主办方

提前设置了一个议题，就是在当下时代语境中作家

如何把个体经验、情感和想象转化为中国的情感、

经验与想象。通过近10年对军旅文学的观察与追

踪，我认为可以有这么几种方式：

首先是关注和追踪大型题材，我们国家目前

在科技、武器装备等领域不断发展，这都是值得

作家深入一线去观察的；其次是对我们过往这近

30年的社会作总结性反思，敢于直面过去，并从

中找到继续前行的动力。在2015年，部队两部

反腐作品，陶纯的《一座营盘》和周大新的《曲终

人在》联袂出版，揭露腐败尺度很大，这在以往的

语境下是不会这么容易出版的。社会发展得太

快不免带来一些弊端，而文学的作用不仅是揭

露，还要在过往的问题中去深入探究，找到人的

合理性，从而寻求新的精神资源。这两方面谈到

的，一个是扩张，一个是内省，目前涉及这两个层

面的作品都有，但需要与文学做更好的融合，也

就是“审智”与“审美”的结合。尤其是扩张型的

题材，需要沉淀，需要拉开距离；再有就是我们有

灿烂优秀的历史文化，站在当下选择何种视角切

入历史是很重要的问题。面对驳杂丰繁的过往，

一些军旅作家已经写出了历史新意。比如王树

增的《抗日战争》、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

征军在缅印》，还有范稳的《吾血吾土》等等。这几

年写历史的风潮又开始兴起，我想回望历史的同

时就是在寻找新的精神指引，而文学需要这种指

引。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期，遇到了许多问题，

同时又有新的机遇等待着我们，召唤好的文学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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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依然需要作家文学依然需要作家

的主体意识的主体意识，，需要面对需要面对

复杂而鲜活的中国寻求复杂而鲜活的中国寻求

更为广阔的理解与讲述更为广阔的理解与讲述

方式方式，，需要重新发现中需要重新发现中

国的情义国的情义，，需要以新的需要以新的

方式整合中国的文学经方式整合中国的文学经

验与智慧验与智慧。。

““审智审智””时代时代，，
文学需要重建认知基础文学需要重建认知基础

□徐艺嘉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期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期，，遇到了许多问题遇到了许多问题，，同时又同时又

有新的机遇等待着我们有新的机遇等待着我们，，召唤好的文学作品召唤好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