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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全

表现时代发展，
表现时代发展
，呼应时代发展脉搏，
呼应时代发展脉搏，关注国计民生，
关注国计民生，是近五年来报告文学最鲜明

阐释中国梦，
阐释中国梦
，成为五年来报告文学这种时代文体的强音。
成为五年来报告文学这种时代文体的强音。

五年来，报告文学变化很大，中国作协和中
丽场景。
《塘约道路》关注贫困地区如何实现跨
国报告文学学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培植扶持
越式发展，蹚出一条农村变革图强新路，具有标
报告文学新人。在江苏华西村、沙家浜、河南鲁
本示范的价值。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刻画
山、山东济南和浙江南浔接连召开了五届全国
文朝荣这位时代先进楷模，表现贵州省脱贫攻
报告文学创作会，每届平均约 200 名作者与会， 坚、决胜小康社会的艰难历程。纪红建的《乡村
通过短期集中的培训交流，激发起了一大批作
国是》则是全景式反映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扶贫
者参与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情。鲁迅文学院开办
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梦想的作品。杨黎光将
了有 55 名学员参加的鲁二十四报告文学作家
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探
高研班，今年 9 月还要办一期非虚构作家班。全
索与思考，推出了追寻中国现代化的脚印三部
国各省市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报告文学学会。这
曲，特别是他的《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
些都是在为报告文学培养后续力量，使报告文
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通过解剖个案，思考探
学作者队伍呈现出崭新气象。
析改革开放未来走向，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张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在报告文学的创作理念
胜友、徐锋的《百年潮·中国梦》是对中国人民百
方面。
2010 年非虚构创作这一概念的提出，
客观
年伟梦的思辨性表达，产生了很大反响。
上对报告文学创作理念起到了反拨或者激活、刷
在践行新的发展理念中，绿色生态文明建
新的作用，
一批受到广泛关注的非虚构作品让报
设至关重要。五年来涌现出一批报告文学反映
告文学作家看到了自身不足，
同时也看到了非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美丽中国、美丽乡
构的缺陷。
在非虚构创作潮风行之际，
报告文学界
村建设主题。何建明的《那山 那水》以浙北小
也进行了反思，
并且努力从非虚构的漫溢中汲取
山村余村和安吉县的发展为例，点面结合，揭
有益的滋养，
逐步澄清了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课
示乡村绿色发展、生态立县的新路径，正面表
题，
刷新了创作观念。
现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均有一两部现象级
辩证关系。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
的报告文学作品发表或出版。如李春雷的《朋
中国》关注外来物种危害，提出应对措施。陈启
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何建明的
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大河上下——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王
黄河的命运》、哲夫的《水土中国》、裔兆宏的《美
宏甲的《塘约道路》等，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丽中国样本》、秦岭的《在水一方》、李春雷的《水
响。因为《塘约道路》，全国众多的省市县纷纷前
中国》等关注水资源保护、水利建设等以水为主
往塘约取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经，作品的影响
题的作品，均为生态报告文学的有机组成。
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这提示我们：深刻关注现
反映创新创造主题的作品也是近五年报告
实、呼应时代发展脉搏的报告文学的影响力一
文学的突出亮色。反映智能人研发历程、揭示即
直都在，而且非常巨大，定会受到老百姓和全社
将到来的智能时代的有王鸿鹏、马娜的《中国机
会的认可。
器人》，反映航天工程进展的有陈新的《嫦娥揽
月》，反映海洋深潜事业前沿成就的有许晨的
亮色鲜明：
《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反映超
级计算机事业的有龚盛辉、曾凡解的《决战崛
抒写时代主题 表现中国精神
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描写高铁发展的有
回顾这五年报告文学创作，确实出现了新
王雄的《中国速度》等等。
格局新特点，也有很多新变。其中最重要的创作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占报告文学很
内容是表现时代发展，呼应时代发展脉搏，关注
大分量的一部分作品就是英雄叙事。当下的英
国计民生的主题，这是近五年来报告文学最鲜
雄叙事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这些英雄
明的特色或亮色。一批作品聚焦讲述中国新故
人物更多的开始走向“俗世化”
、凡人化。这些英
事，刻画时代新人，以文学方式解读和阐释中国
雄，包括“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楷模、全国
梦，成为五年来报告文学这种时代文体的强音。 优秀共产党员等，更多的是从普通人之中涌现
在举全国之力决胜小康关键阶段，表现脱
出来。关于英雄的报告文学更多凸显凡人身上
贫攻坚内容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着力的一大重
的英雄性、英雄情结、英雄品格，同时注重表现
点。去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
英雄身上的凡人性、平民化。这种创作理念包含
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描写的是
了这样的含义：所有的英雄首先都是普通人，都
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并提出“精准扶贫”的十
是从普通人中间诞生的，只是因为他们身上集
八洞村为代表的湘西大地开展扶贫攻坚战的壮
中体现了我们时代发展前进的方向，集中而典

从故事走向话语

张志强

□

文化崛起的时代是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异彩纷呈
的背景，
“ 讲好中国故事”又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提供
了积极的推动力，高品质的、耐读的、有文化品位的报告
文学作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报告文学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发生了一些认识上的
变化，比如，传统报告文学所强调的“三性”问题，在今天
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变异。
“三性”，即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论说性、文学性。报
告文学的“新闻性”指的是什么？是要代替新闻报道还
是站在事件外部的重述？这与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有
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作品中叙事人不断的现身发声、过
多的论说与评价已经使得作品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还
能够强调其道德的、伦理的、哲学的评价吗？报告文学
“文学性”的特征也正在受到冲击。报告文学当然要有
“文学性”，但创作的实践可不是这么回答的，某些作品
已经完全消解了文学叙事的审美品格，以更加客观的、
冷峻的叙事方式在呈现事件与人物。2015 年诺贝尔文
学奖的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如《切尔诺
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锌皮娃娃兵》等作品都是
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事件当事人的经历与苦难。
为了客观与真实，作家几乎就是一个诚实的、机械的声
音记录者，并无个性的独立的文学声音的出现，正是因
此而让人感到了一种切肤的震憾与惊讶。作家在这里
追求的并非是“文学性”，而是追踪本相与真实。现代报
告文学创作中，叙事者有意隐藏身份而“粗糙地”
、
“ 原始
地”呈现事件的方式被某些作家所接受与运用。客观的
叙事效果要远比哭天抹泪、跪地长叹的方式带来的张力
要大。
对于报告文学的讨论应当从故事层面回到话语方
略。查特曼在他的《故事与话语》中提出：
“ 故事是叙事
表达之内容，而话语是该表达之形式。”也就是说，我们

型地体现了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因此而被命名
为英雄。如何建明塑造天津大爆炸救火英烈群
像的《爆炸现场》，黄传会刻画以身殉职的歼十
五总指挥罗阳的《国家的儿子》，任林举塑造当
代乡镇干部典型的《此心此念——太行之子吴
金印》，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张子影的《试
飞英雄》、吴玉辉的《谷文昌》、谌虹颖的《放歌天
地间——艺坛将星阎肃》等，都是描写当代英雄
人物的作品，皆可归入英雄叙事范畴。
所有这些关于当下时代发展主流、主旋的
纪实书写与叙事，都是聚焦现实讲述中国新故
事谱就的文学新篇章。这是五年来报告文学最
鲜明的一个特色。

彰显活力：多维度多向度开掘
抗战题材创作取得突破，成就突出。在抗战
胜利 70 周年前后，涌现出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优秀之作，包括
《抗日战争》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此外，张雅文
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站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上，塑造了各国的一些反
战英雄形象。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踏
寻发现已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重要的战地记者
方大曾。丁晓平的《大国博弈·1945：另一半二
战史》和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别出心裁，分
别聚焦二战期间的大国外交战和侵华日军中的
作家文人等，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些作品视野开
阔，人物饱满立体，显示出抗战题材创作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向历史和民族民俗文化等纵深进行开掘，
出现了一批好作品。如伊蒙红木反映佤族历史
文化习俗的调查报告《最后的秘境》，李延国、李
庆华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民心的长篇
纪实《根据地》，铁流、徐锦庚寻根溯源讲述一部
《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的《国家记忆》，铁流、
纪红建反映解放前老党员保持革命本色的《见
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等，都是历史题
材纪实中可圈可点之作。
回望往事和昔日人生的国民记忆、平民自
述类纪实作品大量出现，是近年来报告文学领
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些作品叙事的主体都是
普通百姓，他们追忆和记述自己过去人生历程、
家族记忆的作品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些“草根叙
事”和普通国民记忆，容易激发起有类似经历或
感受的阅读者的情感共鸣，这是近年来一个新
颖的创作取向。
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亦频频有佳作发
表。舒辉波的纪实《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讲述身

讨 论 报 告 文 学 的 真 假 、虚 构 与 非 虚 构 等 等 问 题 是 在
“故事”的范围内考证与自说自话。按照普罗普在《故
事形态学》中的分析，故事是有限的、可数的，在看似丰
富多彩的故事表象背后，其实是一些简单而明晰的世
界，无非是真假、善恶、爱恨、情仇、生死、本能等。但
是，讲述这些故事与事件的方式则千差万别，也就是话
语形式却是多变的。同样的故事，在不同人的叙述下
却有着惊人的不同。因此，探讨讲故事的方式，也就是
话语（形式）方式要比故事（内容）重要得多，但是，报告
文学创作的话题却总是把注意力和精力用在故事而非
话语上。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本源：报告文学是否有自己独立
的话语体系，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是否具有一条鸿沟裂
隙的存在。报告文学在文学性、
“ 真实性”和新闻特质等
方面是否真的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这些问
题涉及到了报告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大计方针，因此是值
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叙事身份的问题。
报告文学创作与其他的文学体裁一样具有叙事文
学的基本特征，它追求的是真实、真相、真理，只是表达
的方式略有区别而已，甚至在某些时候，这种区别都是
没有的。有些人认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就绝对不能
有虚构的成分，但是，
“ 非虚构”的叙事真的可以“绝对”
脱离虚构的方式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当一个作家以
“真实”的状态去叙述某个具有是非问题的事件时，他
真的能够保持“真实”的叙述姿态吗？要知道，在叙事
中，只要作家开口他就是有立场的，他所谓的“真实”与
“客观”仅仅是站在他的角度和立场上得出的，而如果
稍稍换一个视角、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那么，叙事者的
所谓真相便是虚妄，甚至是虚假的，他的真实又如何站
得住脚。

”

处各种逆境的少年自强不息的成长故事，能给
人以激励和振奋。丰收的《西长城——新疆兵团
一甲子》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半个多世纪的
风雨历程，彰显兵团人身上伟大的爱国卫国、
建设国家的奉献牺牲精神。朱晓军的《快递中
国》
《
“乌坎事件”调查》分别关注当下中国两大
热点：迅猛发展的物流快递和基层政权建设，
启人深思。赵德发的《白老虎——中国大蒜行
业内幕揭秘》聚焦大蒜价格大起大落的社会焦
点，针砭时弊，洞察人心。韩生学的《中国失独
家 庭 调 查》
《中 国 人 口 安 全 调 查 ——“ 全 面二
孩”周年回眸》应和全面二孩时代，关注人口安
全，意义重大。
非虚构的创作方式及手法对小说创作也产
生了影响，这也是近五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现
象。如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几乎完全
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寻找一个失踪的青年张
展，董宏猷的长篇小说《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
时，花费数年时间走南闯北，寻找各式各样的各
个国家或民族的、各种年龄段的孩子，了解和探
究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小说家都有
这样向报告文学借鉴吸纳优长的倾向。特别是
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之后，大批作家走向田野走进民间，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采集创作素材及资源。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
非虚构创作也在主动借鉴吸纳小说虚构文体的
优长，运用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情节、精巧的构
思、精致的结构和精美而富于特色的语言来进
行创作，出现了一批艺术性和文本价值较高的
优秀作品。譬如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
康巴传奇》、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
痛与爱》、张敏宴的《吸血的血透——揭开医院
过度医疗内幕》、紫金的《泣血长城》、周芳的《重
症监护室》、丁一鹤的《东方白帽子军团》等。报
告文学与小说之间的相互融汇贯通、取长补短、
互促共长，是文学创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体来说，五年来报告文学成就喜人，出现
了很多很好的变化和气象，产生了一大批优秀
作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报告文学参与现实的
力量有所削弱，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受到一定程
度的忽视，邀约式“被动写作”过多，如何变被动
写作为主动写作，是广大报告文学作家直面的
一个严峻课题。报告文学还须增强战斗性、批判
性，对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报告文学的艺术性
和理论建构亦应引起高度重视。言而无文，行之
不远。只有精美的艺术作品，才能赢得广大读者
长久的喜爱。而理论上的建设对报告文学作家
更是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因此，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只是站在一定立场从一定
身份出发的真实。从通常意义上来讲，我们自然会表达
“真善美”，但所有的价值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都是相
对的，是具有身份性的。在“时代报告”的文学中，提倡
“歌颂”还是“揭露”更具有相对性。世界其实是杂性的，
虽然有价值判断与道德规范，却要看判断的权利在谁手
上。也就是说，谁来说，决定了说的方式、说的结论，以
及说的美丑。叙事身份决定了叙事的指向。
第二，呈现与讲述的问题。
单一的叙述带来的是单一的视角与声音，是固定的
受限的视域，因此得出的结论与效果也是单一的带着偏
见 的 。 对 于 一 个“ 犯 了 错 误 的 好 干 部 ”我 们 怎 么 去 描
写？对于一个“有缺点的英雄”如何表现？在单一的视
角下，我们的叙述会停留在极端的好与坏的判断、简单
的善与恶的评价中，单一的叙述给我们带来的是成见与
符号化的结论。
当我们的这个时代提倡正面歌颂与“正能量”写作
而使作家忘记了追求真理与真相的“初心”时，我们会变
得固执己见，
我们会失去冷静的判断。但是，
当我们只以
歌唱者的姿态去描写事件时，我们就会自然地排斥那些
矛盾与阴暗的存在，有时我们看待对象的错误都是带着
爱怜的心态，把丑陋装扮成可爱，把污言秽语粉饰成亲
民，把霸道匪气说成是自信大度，这就失去了作家们念
念不忘的“真实”和对真理的追求。
如此，报告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摆事实”，无关乎“讲
道理”，甚至有时是拒绝“讲理”的。作家所讲述的事实
就是一种倾向，就是在“讲道理”。因此，作家讲什么本
身就已经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展现这一个
“事实”，而不去讲其他的“事实”，为什么这样讲而不是
那样讲，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一个作家没有可能
把全部的事实都呈现出来，这就使他有了选择事件的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 绿 色 发 展 是 我 们 这 个
时代的主题。其实，这句话也
是一句文学语言，是对绿色发
展的诗意描述。何谓绿色发
展？我的理解，绿色发展就是
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目标
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
式。绿色发展对任性的蛮横
的发展说不，对掠夺性的、以
□
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发展说
“ 不 ”。 绿 色 发 展 是在环境容
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
将生态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
重要支柱的发展理念和发展
模式。
“ 文 脉 与 国 脉 相 牵 ，文 运
与国运相连”。回眸和梳理五
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不
难发现，此间，生态报告文学
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
象。生态报告文学是以自觉
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
系的报告文学。生态报告文
学把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
平等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
与担当。
生态报告文学在记录中国绿色发展的进程中，
或许还是治理雾霾、治理江河污染、治理沙漠，天然
林禁伐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和重大生态事件的另
一种形式的档案和备忘录。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
报告文学，但生态报告文学的使命却是为了消除生
态问题。虽然生态报告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
况，而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
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报
告文学的作用似乎又是巨大的。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生态报告文学
通过独特的视角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生态问
题中人的问题。或许，人的最大问题就是逐渐丢失
了人性。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的行为开始变得理智起
来，随着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一批生
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
重要变化。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已经成为可耻的事
情，没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猎杀野生动
物了。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这些重
大生态工程的建设过程，而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
使命和责任要求我必须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于是，这些年相继创作了报告文学《共和国：退
耕还林》
《林区与林区人》
《一种精神》
《乌梁素海》
《油茶时代》
《薇甘菊》
《老号森铁》
《貢貂》
《首草有
约》
《鸟道》
《文冠果》等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我逐
渐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
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因
此，生态报告文学除了呈现绿色发展中的困惑与无
奈、阵痛和艰难、失望与绝望，更要呈现绿色发展中
的勇气和力量、抗争与奋进、希望与幸福。这就要
求生态报告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
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
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
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报告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
生态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除
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同时，它还有一
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还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
系应该是怎样的；绿色发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发
展；我们心底的那个绿色中国梦是什么样的。
我最近在创作《塞罕坝时间》时，就做了一点探
索和尝试。行文用“反问推进法”——塞罕坝，
塞罕
坝，
塞罕坝是啥意思？这种不断的追问，
在文中出现了
十几处，
，
强化
“塞罕坝
塞罕坝”
”
三个字的分量。
三个字的分量
。塞罕坝意味着
什么？
什么
？ 塞罕坝代表什么
塞罕坝代表什么？
？ 其实
其实，
，塞罕坝
塞罕坝就
就 是绿水青
山，塞罕坝就是金山银山
塞罕坝就是金山银山，
，塞罕坝就是
塞罕坝就是我们心底的绿
我们心底的绿
色中国梦。
色中国梦
。这个梦并非虚幻
这个梦并非虚幻缥缈
缥缈，
，并非无根无蒂
并非无根无蒂，
，这
个梦是真实的，
个梦是真实的
，就在眼
就在眼前
前。
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 我们是不顾一切地
奔向毁灭，
奔向毁灭
，还是诗意地踱向未来
还是诗意地踱向未来？
？ 这个问题不需要
我们每个人做出回答，
我们每个人做出回答
，却需要每个人都进行思考
却需要每个人都进行思考。
。

李青松

的特色或亮色。
的特色或亮色
。 一批作品聚焦讲述中国新故事，
一批作品聚焦讲述中国新故事 ，刻画时代新人，
刻画时代新人 ，以文学方式解读和

为绿色发展助力

在激荡中发展并呈现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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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这个自由就是作家的价值取向。
第三，叙事时间。
时间指的是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的问题。这里依
然存在着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两个具体的时间系统，是
报告文学较少涉及的技术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叙述都是事后的追述，无
论是报道刚刚发生的事件，还是报告 100 年前的某个事
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的补述。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所谓的“现实”是指多长时间跨度的“现实”？一个月前
发生的事件就要比 100 年前的那个时间更“现实”吗？
无论事件的跨度多长，作家所要做的是“复元”现场，从
相对客观的视角恢复到事件的“现实”中去，因此，与事
件保持的时间距离是没有意义的。今天的“现实”10 年、
20 年之后都是“非现实”。因此，从本质上说，故事时间
的长度并不重要，话语的时间长度才具有叙事意义。
时间涉及到三个特性，一是时间的顺序，二是时间
的跨度，三是时间的频率。报告文学创作追求的是“真
实”，因而对于时序的要求就过于苛刻，乃至于早晨、中
午、晚上的次序从未出现过变更。但事实上，我们的话
语有时并非完全以此为据，甚至是“语无伦次”地讲述，
这使得报告文学严格恪守的时间“真实性”受到了某种
嘲弄——谁说一定要开始、中段、结尾地去写？谁说一
定要从左至右地读？故事时间指的是报告文学所描述
的时间系统，而话语却未必。
今天的中国报告文学需要探讨的领域等待着扩展
与深化，不能仅停留在真假是非等那些被讨论过无数
次，并且很少出现新意的问题上，也就是我们需要稍稍
离开报告文学的“故事”领域，而要更多的去探讨报告
文学的“话语”系统，也即形式问题。这是基本观念的
建立问题。形式与手段是提高报告文学创作品质的根
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