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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曾

坚持文学创作四到位
□黄军峰
好自身明辨是非的“慧眼”，以笔为器，用正能量的作
品来进行对抗和反击。
“ 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
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书写新时代的史
诗，我们要给人民大众播撒更多温暖，让人们看到美
好、希望和梦想，切不可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
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要敢于向炫富竞
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
忘义的陋行说“不”，这是一名作家责任和担当最直
接也最重要的体现。
行动上要到位。创作是作家惟一的行动，这其中
包含着选材、思考、呈现等多个方面。总书记在关于
文艺工作的两次重要讲话中，始终强调一句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使我想到俄国作
家托尔斯泰的一则小故事：尽管托尔斯泰出身贵族，
但他时刻都心系最底层人民的疾苦。为此，他时常混
迹于市井。有一次在火车站的月台，有位妇人把他
当成了搬运工，使唤他搬行李。托尔斯泰搬运完行
李，坦然地收了工钱。一枚小小的硬币，来自于人
民；一部伟大的作品，又何尝不是来自于人民？我
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在中华民族遭受罹难的那段艰
苦岁月，还是在当下繁荣发展的辉煌年代，人民永
远是最伟大的史诗缔造者。只有充分开掘人民生活
与壮丽时代的宝藏，我们创作的作品才经得起历史
和时间的检验。
落实上要到位。文学创作体裁多样，但无论什么

时间敞开 空间洞明

然至高点上，人的敬畏、慈悲、爱与死的考验
是如何至诚；不至西南高山丛林，不知中华民
族的根系，一直延续在千年云杉松柏之间；不
到黄河长江，不能看见古今文明的对照，现代
建筑和古老工艺精神的对话，在大江大河上
演绎中国神话。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
明、工业文明，在同一片国土上发出各自的光
彩，只有在对照中才能更深地反思各自的本
质，体现地理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的新史诗，将是融合了《史记》
传统、
《离骚》精神、民族神话、世界图景、宇宙
□
意识的新篇章。
“ 史”的视野，就是时空的打
开；
“ 诗”的精神，则更是基于文学的人性观
照、审美体验而谈。对诗与史二维空间的把
握，常常有的侧重史，有的侧重诗，有的在二
者之间徘徊或兼得，理想的状态是对二者的
超越，以文学艺术的形态超越文学艺术格局，
以历史的时代内涵超越历史时代的局限。史
诗是诗与史之上的第三空间，弹拨出美妙旋
律的，是粮食与水酿成的酒。史诗的精华是创
造主体的超越与再创造，是作家的思想意志
和情感生命的整体世界。
长篇小说、长篇史诗等新时代的不同体
裁的史诗巨作，最根本的成就，就在于写出这
个时代人的灵魂。新史诗必然是生命化的，返
回大地的真实，紧贴着生命生长所需的阳光、水、空
气，在作品中还原历史时代。史诗作家不能“躲进小楼
成一统”单纯作“小我感觉呻吟”，要在人性心灵细节
和命运中发现历史现实和时代的阵痛。在特定时空内
深度精神探索、追问，才能对历史、世界、现实发出自
己的声音。作家不仅仅要通过望、闻、问、切观察历史
风云，而且要投身时代，进入历史深处，把握历史时代
的潜在脉搏和细微律动。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以史为诗的传统，
“诗”
与
“史”
，
就如“根”与“花”
、
“车”与“轮”，史得诗意如虎添翼，诗
得史意如神龙入海。这是一个呼唤新史诗也在创造新
史诗的时代。
时间敞开，
空间洞明，
文学将秉承
“通究天
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的精神，
创造时代新篇章。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
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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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是人类历史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运
交响曲，
它常常包括历史背景、命运意识、神话
思维、英雄主义、理想色彩、诗意情怀，体现人
类的本质力量、人类的思想深度与高度，是作
家发现历史现实和人类命运的微观细节、场景
和背景，并使之定格在永恒时空中的经典追
求。
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
必然是经典，
而经典
是需要时间来评判的。在时间评判之前，写作
者自身，
必须打开时间天眼，
洞察空间万状，
以
自觉的历史意识、悲悯的大地情怀、深刻的人
性体察，
洞明宇宙和时代的真实。
“藏之名山，待之后世”。这是中国古人常
有的创作观。这种创作观，一定程度上超越个
体的现实功利，将反思的深度和影响寄希望
于未来。时间不仅是此时此刻，更是彼时彼
刻。执著于此岸的现场观察，仰望人类历史的
过往和未来，这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宇
宙意识。站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边，这种时间
感特别强烈，中华民族在黄河边诞生，而今历
尽沧桑后赫然屹立于世界，历史向前奔流不
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带来历史巨变。时间
是洪流，也是一滴水珠，每一滴水珠都能反映
河流的品质。一条河流的历史是史诗，一滴水
珠的历史也是史诗。最关键的是，时间在历史
长河中是敞开的，惟有自觉者，才能领悟生命
的时间存在、历史的时间本质、人类精神的时间超越。
依此精神烛照现实，当下的中国正处于 21 世纪世界
版图的重要地位，正处于一个科技深化、经济发展、国
际地位和政治影响越来越重要的历史时机。文学家的
视野，必然要放在敞开的时间点上，探寻历史和现实
在时间长河中的多重意义。
中国拥有多样化的地理空间、多民族的多元文
化。行走在中国大地，在横向空间内，能看到各种地理
空间造就的不同文化，每一种地理形态的奇观，都以
超现实的力量超越着个人想象。一个以文字表达世界
的文学创作者，惟有敬畏天地，真实地感受梦境般的
自然和人文现场，才能看到那些在一定空间发生的中
国故事；以低到尘埃里的姿态，才能在苦难和不懈的
奋斗中找到历史发现的根本力量，追寻人性的光芒。
在中国，空间的洞明相当不易。不上青藏高原，不知自

样的文本，都需要真实的生活作为基础构架的支撑。
总书记也不止一次提出：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
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
中 发 现 伟 大 ，从 质 朴 中 发 现 崇 高 。 闭 门 造 车 要 不
得，凭空臆造要不得，扭曲历史和事实更要不得，
作家作品的好与坏，人民永远是最真实的评判者。
因此，只有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常态化，时
刻与人民群众保持亲密接触的状态，我们才能真正
创作出社会满意、人民认可的有温度、有筋骨、有道
德的优秀作品。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伟大史诗的创造者永远
离不开人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 今天，在我
国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 亿多人民正上演
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
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
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
彩斑斓的画面……”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我们只有
坚持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
哀乐倾注在笔端，才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才能在中华民族新史诗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写就此文之时，党的十九大的钟声即将敲响，未
来的文学之路任重而道远，拍拍身上的灰尘，让我们
再踏新征程！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
研班学员）

本期话题：

寓史于诗，
寓史于诗
，寓诗于史
史诗者，寓史于诗，寓诗于史。身处一个史诗般的时代，
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沿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一幅不断延展的画卷记录着历史的巨变，各种打动人心的故
事像潮水一样涌入作家的书斋。梦想的星空下，万家灯火在
大地上繁衍着希望和暖色，不忘初心的人们正在寻觅着诗和
远方。新史诗或许即将诞生，或许正在诞生，或许已经诞生。
站在时代航船的甲板上，我们除了热情呼唤新史诗的诞生，
还能做些什么？
人民创造历史，作家记录时代。火热的生活，就是新史诗
的诞生之地；平凡的人民，承载着诠释伟大的重任。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位作家必须自觉践行和恪守的准
则，也是讲好当下中国故事的立场和追求。时代是构建核心
价值观的现实基础，人民的需求是推动文艺繁荣的牵引力。
对作家而言，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念，才能在纷繁的现实世界
中找到创作的重心，写下无愧于灵魂、无愧于读者、无愧于时
□
代的优秀作品。作家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传承文化血
脉的实践者。明白了“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
高”的道理，才能于日常生活中开垦出文学的沃土，才能于茫
茫人海中遇到写作的对象。任何伏案写作的人，都应该明白
生活才是源头活水，读好社会的大书，才能“思接千载、神游
八荒”，拿起笔来才能如有神助。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中写
道：
“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有
志于创作新史诗的作家，必定是满怀理想和抱负的勇士，必
定敢于将目光投向辽阔的现实。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有勇气不
断挑战自我、勇攀艺术高峰，不惮于命运的群山之巅和沟壑
谷底间辗转，用心灵体验迎接灵感和顿悟，将生命体验融入
中国经验。
阅读经典作品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史诗总是拥
有非凡的品质，即便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依然能够持续散发
出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新史诗也要以这样的光芒
照亮伟大的时代，照亮平凡的生活。在群星璀璨的穹顶之上，
在大地深处的静水深流之下，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理应给人
们留下心灵的开阔之地、思想的纵深之地。但是，作家对时代
的认知能力、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应不断地予以提升，关注现
实永远比逃避现实更有意义、更具吸引力，弘扬爱国主义永不过时，传颂真善美
与鞭挞假恶丑同样重要。只有通过饱含真情的作品升起榜样的标杆、展示信仰的
力量、传播时代的强音，才能让作品在读者的心灵中激起共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没有强大的
心灵世界就难以日复一日迎接叙述的挑战。置身于人群之中，我们能够写下的故
事不仅属于周围人，也常常属于自己，我们同样可以从中感受到疼痛和温暖。一
条河流是大地的脉搏，一个村庄是心灵的绿洲，一座城市是穿越风暴的巨舰。从
平凡、质朴到伟大、崇高，作家讲述着芸芸众生拉开岁月帷幕的壮举，同时也记录
着史诗般的伟大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史诗不应是具体的文学体裁，而是
一种创作的情怀和理想。没有为时代放歌的胸襟和气度，就不可能明白“何为新
史诗、新史诗何为”的问题。对作家而言，只有扎根于生活的低处，行走在人民之
中，灵魂中常有清泉之声叮咚作响，才能在文学的田野上获得收成。
对作家的写作而言，创作的过程总是存在着辩证法。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同
时也充满着挑战，史诗情怀的本质还是要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发声，悲欣交集的
生活、众生万象的人间让文学拥有了可以呈现的细节。无论作家以何种方式创
作，都要对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怀有敬畏之心。否则，写作就
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沦为虚掷光阴的徒劳之举。在呼唤新史诗的今天，作
家心系人民就要为人民写作，热爱祖国就要讲述中国故事。我们不能低估人民的
审美，不能让创作与生活相互割裂，不能忘记人民最有权利判断作家是否合格。
只有满怀对人民的真情，奏响时代的主旋律，写作才能真正成为高尚的事业，为
人世间留下诗意和远方。时代呼唤新史诗，一支信念的火炬正在文学的版图上传
递，让我们携手向着梦想的前方走去。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写作与时代同频共振
□沈文慧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
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及取得的伟
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
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史诗般的变革，
举世震惊。
文运牵国运，
文脉连国脉，
因时而
兴、乘势而变，与时代同频共振是古今中外
文艺发展的必然规律。震古烁今的伟大事
业，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
人心的伟大作品。置身史诗般的伟大时代，
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中华民族新史诗“新”在何处？简
言之，
“新”
在思想高度、精神力度、情感深度
和艺术广度。中华民族新史诗不是一个“文
类”或“题材”概念，而毋宁是一种价值导向
和品格追求。
它聚焦中国人民恢弘独特的实
践创新，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形成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传达真挚深厚的民族
情感，建构真醇美善的中华美学。创造新时
代的史诗需要正确处理个体与社会、平凡与
伟大、
质朴与崇高的辩证关系。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近代以来，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高举诗界
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大旗，积极
倡导文学的社会功能，从五四文艺、左翼文
艺、抗战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文艺始终与
社会历史同呼吸共命运，文艺工作者走出
个人主义的象牙塔，投身时代洪流，涌现出
鲁迅、茅盾、冼星海、徐悲鸿、赵树理、路遥
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作
品既饱含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又有深厚的
社会历史根基。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至
今，被不断强化的却是文艺的主体性与个

除了呼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时间的手指再一次按响了 10 月的门铃。回顾过
往，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正翘首以待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的胜利召开；立足当下，今天的这个时
候，我们享受些许收获之余，也应该对照总书记的讲
话再进行一次深度的反思。是的，对于作家而言，反
思何其重要！它不仅帮助我们解决写什么与怎么写
的问题，更帮助我们解决了应该写什么和应该怎样
写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方向，更决
定着使命责任和职业操守。
过去的日子里，我始终对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的其中一段念
念难忘。总书记指出：
“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们党
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
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
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
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面对这样一
个艰巨的任务和宏大的课题，我们应该怎样做？作为
一名作家，我觉得应该把握住四个关键要素。
认识上要到位。
“ 前所未有”和“绝无仅有”两个
词，不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恢弘画卷，更
为我们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一名作家心中有多大的
格局，就有多大的作品。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局限于
小范围、小圈子内，只是一味地关注儿女情长、家长
里短、尔虞我诈，终究写不出大作品、好作品，充其量
只能算作自我情感的抒发者。一名合格的作家，应该
与国家、与民族、与人民融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只有胸中存大
义，才可笔下有乾坤。
方向上要到位。不可回避的是，在当下我们这个
繁荣昌盛的时代里，依然存在着一些道德沦丧、谣言
散布、跨越“规矩”底线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作家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千千万
万人民的生活场景就构成了历史进程中当下的时
代。对作家而言，只有扎根人民，贴近人民生活，才能
保障智力源泉永不枯竭；只有写好了人民，我们的作
品才在根本上拥有了最好的经验、最真的情感、最深
的记忆。为人民的命运写真，为人民的精神立传，文
学工作者责无旁贷。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形
而上的范畴，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歌颂人民，就要
“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
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
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在
把握时代脉搏的前提下，文学作品的职责就是要忠
实、客观地记录时代，清晰、厚重地刻录历史。人民的
喜怒哀乐，人民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
角色地位，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库，文学作品“既要反
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
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
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这也
是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属性之一。
在文学作品中，人民及人民生活的参与度是一
把最重要的标尺，衡量着作品的高度和厚度。作家的
责任，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
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
生，刻画最美人物”。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如何把

“人民”这个饱满的符号转化成丰富的能带来启迪、
温暖、鼓舞的具体内容，既是历史任务，也是新的命
题。任何伟大、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对社会生
活的独特认识和感受理解的结晶，需要作家具有深
刻、准确、独到和艺术的解释力。因此，行走于广泛的
社会生活，是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作家
要用扎根人民、体验生活的硬功夫炼就文学创作的
真功夫，要让我们的作品有更多的泥土味、更浓的百
姓情，更接地气，更有生气。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到
作家的笔下，就是带烟火气的民生问题，是鲜活的民
情展示，是听得到、看得见的民意反映。
作家尤其要关注社会大众的生活与内心。普通
百姓构成了中国人的主体，他们的故事是更广泛、更
典型、更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只有走进他们的生
活世界，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触摸到时代变化
的脉搏。人民也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创作者只有
参与到他们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才能切身感受到
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刻画出中国人的
生活史与心灵史，才能创作出为他们所接受喜爱的
优秀作品。也只有把底层民众的生活反映到作品中
来，
“ 人民”的含义才是真的完整，作品才能经得起历
史的考验，经得起当代的检验。
书写最真实的生活，是对当下社会的客观存档，
也是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温情憧憬。中华民族的新史
诗，是一部不断前进、不断更新的壮阔诗篇，是横亘
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美好展望。人民是史诗的书写
者，也是被书写的具体构成，人民的真实生活，正是
这部新史诗不可回避的开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
研班学员）

人性，
“为自己写作”
、
“表达自我”成为时髦
口号，文艺创作的个人化、圈子化成为时
尚。这种孤芳自赏、自言自语的文艺与人民
脱节，与社会脱节，与时代脱节，注定是没
有生命力的。
“ 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
弘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
只能被时代淘汰。”每个人都生活在总体性
社会历史进程中，鲁迅说：
“无穷的远方、无
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广大文艺工作者
切勿“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
小悲欢为全世界”，而必须走出象牙塔，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将
自我生命体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融为一
体，用天下眼光、天下胸怀在大地行走，在
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中观察生活、思考问
题、锤炼思想。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
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时代、真诚的感情
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
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当代中国是风云际会的大发展大变革
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书写英雄、礼
赞英雄是史诗的永恒主题，从古希腊的《伊
里亚特》
《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
《罗摩衍那》到中国的《格萨尔王传》，莫不
是对神圣家族和民族英雄的颂唱。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不是抽象的
符号，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一个有血有
肉、有情感、有梦想、有追求的个体的集合。
英雄也不是“高大全”的神祇，具有呼风唤
雨、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特异功能，而是

陈海强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精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文学。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
不朽作品，那些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情感、记忆的
作品正是中华民族的史诗。
这共同的经验、
情感、
记忆，
归根结底，
都指向一个来源，
那就是最真实的生活。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根本
方向，然而文艺创作方法却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就是扎根人民，深入人
民的生活，也是我们文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要把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学和文学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人民是文学工作者的母亲，人民最真实的
生活场景给予我们文学创作最富足的滋养，所以我
们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
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书写人民最真实
的生活，心中有人民、笔下有百姓，作品才会有力量，
我们的文学之树才能常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关
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
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
魂的躯壳。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
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
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文学工作者自觉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惟一正确
的道路，也是作家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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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身边的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爱恨情
愁、矛盾纠结、困境坎坷，一样要面对生活
的油盐酱醋和人性的复杂幽微。然而，英雄
之所以是英雄，关键在于能超越平凡、超越
自我、超越时代。中华民族新史诗要倾情礼
赞平凡而伟大的人民英雄。文艺工作者要
以真挚的情怀观照他们的生活、命运、情
感，以生动的笔触表达他们的心愿、心声、
心情，在平凡中见出伟大，在普通中发掘卓
越，在困境中彰显成功的艰难和喜悦。
史诗是一种崇高庄严的文体，中华民
族新史诗应该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的作品，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
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
的先导”，要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
力、形式的创造力”，因而，崇高、庄严、厚
重、博大理应成为其基本美学特征。但这并
不意味着宏大题材和宏大叙事成为惟一选
择，更不是以思想正确、理念先进为惟一
圭臬，使文艺作品成为生硬的政治读本和
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历史早已证明此路不
通。“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
的创作、多么崇高的立意追求，必须从最
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
质朴中发现崇高”。没有坚实质朴的生活
根基，崇高庄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无法汇成浩荡江河，无法长成参天之树。
今天，国家的蓬勃发展，家庭的酸甜苦辣，
百姓的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
景象，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创新创造提供
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文艺工作者只有
扎根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大地，用心用情
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倾听各种各样的声
音，探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人民的实践和
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深刻提炼生活，生
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才能形成大气
磅礴、隽永浩荡的精品力作和真醇美善的
中华美学。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
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