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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李鸣生首次涉足中国教育领域
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徳能无
量》，近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中
译出版社出版。

古人云：“人无德不立，
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
孙中山先生亦说：“有道德始
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
当年，孙中山高瞻远瞩，视

“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
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
两所学校，一所是国立广东大
学即今日中山大学，另一所是
黄埔军校。两所学校，一文一
武，都在广州黄埔岛上。

与黄埔军校旧址相邻而立
的还有一所学校，叫广州黄埔
卫校，曾被人称为“麻雀学
校”。但自2007年起，校长欧
阳焕文首次提出了“徳能教育”
的办学理念，开创了一条当代
道德教育的实修道路。欧阳焕
文认为，近百年来在道德的问
题上，人们没有抓住德的根
本，找到缺德的根源，而德能
理念很好地抓住了德的根本，
指出缺德的根源就在于不明德
又不信德；“德是能，舍是德”，

修德要从信德、明德修起，只有
信德、明德才有德；德能理念就
是明德理念，德能教育就是明
德教育。通过十年的实践，该
校成果斐然，社会影响力越来
越大，招生工作连续九年排在
省属职业学校前列，成为省属
最热门的职业学校。黄埔卫校
以崭新的“德能教育”理念培养
了一批批优秀的医护人员，悄
悄改变着中国教育的现状。

《徳能无量》 记述的正是
黄埔卫校近 10 年来开展“徳
能教育”的故事。其内容真实
可信，质朴感人，观念新颖；
同时对中国教育问题亦作了独
特的思考与深刻的反省，对教
育育人的问题有着积极的警示
作用与启迪意义。（教 文）

刘汀 《中国奇谭》 的出版，是他
对于文学虚构化行为的一次有力的探
索。“新虚构”，这是刘汀想象小说可
能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可能性使他笔
下的现实人生更生动、传奇，继而悲
喜起落，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对于虚
构，刘汀的理解显然是虔诚的。他相信
虚构对于突围主体经验的力量，虚构
成为重新认识和安排世界的方式。

刘汀在小说中试图打通现实与虚
构的界限，揭示时代精神状况。于
是，他从两个互换灵魂的年轻人的命
运中，不仅看到当代人沉重的生存背
影，而且看到他们无法实现人生理想
的精神焦虑，生命随现实左突右冲。
这里的虚构不是叙事的游戏，而是有
意避开了明确的人生定义，在不断改
变的现实命运中显示了命运自身的强
大逻辑。这里，小说中的虚构并没有

推翻现实的意义，反而还成为揭示现
实人生的一个出色范例。

刘汀利用虚构对于现实的洞察，
试图介入社会道德问题。一个为阻止
强拆自家房子的男人被推土机致残，
成为植物人，但却把荒谬的生活经年
累月地延长在自己被封闭的身体里，
并聆听着亲人对他死亡的祈祷。的
确，虚构是一种文学智慧，它不但充
实了死亡的讽刺意义，也使故事的开
端和结局变得深不可测；虚构还是文
学的一种特权，不仅享有道德的豁
免，还攀升为一种认识道德问题的端
口。在这个端口中你可以深入种种复
杂的连环套中，身临其境地触碰那些
无解的谜团；也可以在各种光怪陆离
的表演中，设身处地思考荒唐背后的
无奈；还可以在曲折离奇的故事中，
小心窥探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刘汀不是通过虚构延宕故事中的
矛盾冲突，或者以戏谑/荒诞的方式向
人们呈现底层人生的困境。一方面，他
始终尊奉小说范畴内的“元叙事”，即故
事有头有尾。这个规则很大程度上为
人们理解底层人生提供了解释的逻
辑。因此，其中的虚构体现出对“元
叙事”的服务，它自然也清晰，具有
根本性的意义，也因此，作为一种叙
事的手段，形成与真实分不开的关系。

另一方面，虚构作为一种操作发
挥着自身的作用，它不断地引起接受者
的反应，形成推动故事情节的暗流，尤
其在阅读中即便我们知道虚构本身是
不真实的，但是我们还是对其中虚构生
成的可靠性确信不已，无论是故事还是
文学话语都没有因为虚构而出现断裂
或者破坏，虚构的表述与底层精神困境
的意义生成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

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汀的虚构
不同于牛会飞、狗会说话的魔幻，也
不同于科幻世界里怪物横生、秩序失控
想象，更不同于依附于传统神话素材的
拓展，他对于虚构的处理是以熟悉的
生活为前提，并向现实不断地施加影
响，当真实的事物在虚构的人物身上
得到反映时，这个反映赋予他们在当
下社会里更为复杂的生活困境与精神
状况。因此，虚构使得小说成为更新人
们精神体验的可能，尤其是对于人精
神状态的虚构化处理，成为小说的亮
点，可以使读者通过阅读深入于具体
的现实场景和道德情境之中，努力提供
他们认识世界的新角度和方法。

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新
时代：文学批评何为”研讨会暨“剜
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首发式日前在
京举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
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
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
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
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
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有力量、
敢说真话、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
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钢、陈
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
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 10 位在文
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
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
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

容的评论集。他们代表了当代文学批
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这套丛书
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们
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
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营造“好处说
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指出，新时代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文学批评应该肩负起更神圣
的职责和使命。这套书是文学批评生
态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让全社会对
文学批评有更全面的认识，表明对这
种批评精神的支持和倡导。对名家名
作进行批评，不是对名家名作有恶
意，而是对批评对象的重视。对作品
有话可说，指出缺点，实际上是对作

品的尊重。名家名作被批评，并不意
味着他们的作品被否定了，而是从新
的维度对名家名作存在价值的丰富。
一个好的批评家首先是要做一个优秀
的称职的普通读者。对作家的批评，
要以对作家和作家劳动的尊重和善意
为前提。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要说理，
就事论事，从文本出发，减少情绪
化，用和风细雨、娓娓道来的方式把
问题说清楚，对作家、对读者都会更
有力量。批评家还要尊重审美差异
性，讲学术民主。对文学不良现象的
批评，和对正面价值的肯定，两种批
评模式是彼此互补的。

作家出版社总编黄宾堂认为，批
评和创作是两个相互依存的轮子，只

有两个轮子都发挥相应的作用，文学
的大车才能健康地向前行进，

评论家何向阳认为，新时代的文
艺批评是求真理、扬正气、塑人格的
文艺批评。求真理，是有道德的批
评；扬正气，是有筋骨的批评；塑人
格，是有温度的批评。

评论家梁鸿鹰认为，文艺批评是
文化生态中不可缺少的链条和环节，
选择这个职业，就要做好我们的事
情，坚守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本位。打
铁还须自身硬，批评家要把自身建设
好，才能从根本上把文学批评做好。

批评家张燕玲提出，应以此书为
契机倡导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
因为批评不能止步于讲真话，更需要
讲道理，需要批评者良好的文学感受
力和判断力，需要对批评对象的足够
的善意和对审美差异性的尊重，批评
必须有这样的逻辑起点，“剜烂苹果”
真功夫的具备才成为可能，批评的有
效性才成为可能。

不同的身份会对同一个
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各有优
势。作为一个本土作家，他
本身生长在这里，不管他怎
么写，都是这个地域文化的
自然的结果。只要把自身的
文学规律把握好，地域特色
自然就出来，所以你感觉到
有一种源源不断的东西，你
是在一个源头里面写东西。
这是作为本土作家的优势。

非本土作家也有一种优
势，是本土作家不具备的，
就是陌生化的眼光，他的发
现能力是本土作家取代不了
的。因为本土作家对有些东
西已经是习而不察，对很多
重要的东西有一种迟钝感，
这是他的弱点。而这些东西
恰恰是外来人陌生化的眼光
一下子能够捕捉到的。比如
我写西藏的小说 《天藏》。
我年轻时从北京到了西藏，
等于是西藏的外来者、写作
者、观察者。西藏对我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地域，文化、
历史、风貌，我都有一种全
新的感觉，那种新鲜感对我
形成的刺激非常强烈，强烈
程度是他们本土人所没有
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
规律，叫做“陌生化”，把
一个熟悉的东西写出来，你
要把它陌生化，如果你写的
没有陌生感，大家都认为你
看到和我看到的没什么区
别，所以意思不大，大家希
望你在熟悉的东西里面发现
陌生的东西，所以这个陌生
化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我写了《天藏》之后也赢得
西藏本土作家的认同，他们
觉得我所具有的一些陌生化
的东西是他们身上没有的，
扎西达娃看到我写完之后非
常惊讶，他说这是我梦想写
的东西怎么让你写出来了。
其实文化就是这样，有时候
就是需要不同的文化身份去
反映一个事物不同的方面，
去挖掘它，各有所长。这方
面本土的作家应该向外来的
作家学习，作为一个本土作
家需要用外来的目光审视自
己。

我的 《北京：城与年》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合作者陈
惜惜女士，她是新加坡的纪
录片导演，也是摄影师。她
来北京，每天上下班都在拍
摄北京，每天都觉得北京有
新鲜感。她这种高度的新鲜
感也唤醒了我很多我熟悉的
东西，同时通过她的目光我
又获得了某种陌生感。所以
我用了她的照片。她的那种
陌生感和我在写这本书里那
种自在的、天然的、源源不
断的对北京的感觉，正好构
成一种张力。我也拍过很多
胡同的照片，但我发现我的
照片和我的文字有一种同构

的东西，这种同构性使这部
作品本身带有一种封闭性。
当我看到陈惜惜的照片时非
常惊讶，我觉得她的照片使
我的文字又敞开了一个很大
的不同的空间，形成了一种
印证，是一种双重的目光，
或者说是双重的文化。所以
在这本书中从写作身份来讲
是两种写作身份的融合，两
种目光的交织，构成本书一
个很大的特色。

北京人的很多精神气
质，是跟历史、文化等很多
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写

《北京：城与年》 时写到一
个人，是从事摔跤的。摔跤
来源于天桥，天桥一帮摔跤
的人那时大部分是拉洋车
的、蹬三轮车的，我记得我
们那个胡同开了一个跤场，
开始是我们自己玩儿，后来
听说有一个蹬三轮的，原来
在天桥摔过跤，我们头儿去
请他到我们摔跤现场，他已
经五十多岁，每天蹬平板
车，但是你看到他的精气神
和普通的蹬三轮的大不一
样。他教我们摔跤，我跟他
两个肩膀一搭的时候，觉得
他身上就跟生铁一样，那种
硬朗不是一般蹬三轮的能具
有的，他有一种功夫，有一
种文化，而且他的那个眼
神、那个气质非常从容、淡
定，有内涵，而这恰恰是北
京人的一个代表。所谓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
状元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范
儿。所以我写到他的时候，
觉得他和任何一个学科、任
何一个门类最核心的东西是
一致的，他的境界已经达到
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写北京是要
写出北京的人，写出北京的
人要写出北京人的精气神，
写出它的文化来，就是背后
的东西。看起来非常日常的
东西实际上有一个精神的链
条，有一种文化必须得接续
下来，也就是这种情调、这
种范儿必须接续下来。

所以我觉得无论器物也
好，风俗也好，景观也好，
建筑也好，最终是落实到人
的身上，文学作品要把这种
东西给表达出来。

（本文选自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举办的作家对谈：
老北京·城市范儿）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历史孕育的”，中华诗词无疑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
时代，如何传承和弘扬诗词文化？诗
词应当有怎样的时代面目与时代担
当？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天的诗词创
作与研究实践中深入思考。

内核是民族心智、民族灵魂

中华诗词的内核是民族心智、民
族灵魂，它的表现形式是汉字。汉字
的书写是笔画，读音是声调，形式是
和谐对称的建筑美。四五千年前二言
诗阶段中华诗歌的萌芽，即呈现出诗
的雏形，也奠基了诗歌的基本式样。
如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
肉。”《周易》 爻辞 《归妹》：“女承
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在这一

“诗”一“辞”里，我们注意到，汉字
的“书写”与“声调”，句子的“节
奏”与“对仗”，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
变化，书写还是一笔一画，读音还是
平仄协和，修辞还是那么的讲究意蕴
与形式。

后来中华诗歌经由四言、五言、
七言为主要句式的 《诗经》《楚辞》、
汉乐府阶段，这样生生不息，一路浩
浩荡荡走来，就走到了伟大的唐朝，
成熟的格律诗 （近体诗） 产生了，宋
元时代又产生了格律词和曲。唐以后
的一千多年岁月里，人们对于中华诗
词喜爱不减，备加珍视。郁达夫先生
甚至说过，他不知道不读诗、不写诗

（旧体） 的人是如何生活过来的，那会
是多么的无聊与乏味。

格律诗的出现，把汉语言文字的
美推向了极致。为什么格律诗的句式
止于七言，没有出现八言、九言、十
言呢？笔者在 《南园词》 创作实践中
发现，是因为人们一句话说到7个字正
合适，再往下说就要换气了。诗句如
若换气，而不是一气呵成，诗的意蕴
就冲淡了。后来为了使写作更为自
由，表达更为放松，就把句式拉长，
两个或三四个短句组成一个完整的句
子，这样产生了词与曲，但其语言的
基本形态和语感节奏并没有太多变
化。这就是旧体诗词呈现的汉语言规
律，严谨科学而又简约美丽。

诗词写作中还会发现，这种由格
律的约束来控制的汉语言文学创作不
仅能够反映大千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方
方面面，而且其多义与象形的文字功
能能够帮助作者，或者推动、启发作
者的思维与意识完成其创作，甚至会
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便是汉语言
文字本身具有的神性特征，是区别于
其它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们
为什么那么喜爱诗词的文字理由。

汉语言文字和诗词的美是无以穷
尽的。今天的诗词创作与研究，首要
的是老老实实继承传统，把古人留给
我们的精神财富搬运回家、钻研进
去、学习到位。中共十九大报告说要
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
对于诗词来说同样要做“忠实传承
者”，假心假意不行，半心半意不行，
浅尝辄止也不行，这既应是我们的诗
词立场也应是我们的诗词态度。

创作要实现三个突破

从传统中吸收营养，是为了今天
更好地创作。如何弘扬中华诗词？同
样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追寻历
史，我们发现是经济、文化、政治推
动了诗歌的发展。《诗经》《楚辞》 反
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特
征，而汉乐府与五言诗的流行，则显
示出两汉之际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
隋唐科举制度的出现，开科取士，平
民与世袭士族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上岗，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唐

诗，反映的就是唐朝的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从农

耕社会走过来的，是从近现代积贫积
弱的民族屈辱中走过来的，是从人民
当家作主，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中走过来的。概言之，新时代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亦
应是中华诗词的繁荣复兴时代。

时代巨变给中华诗词创造了全新
的观察视域和发展条件。尤为重要的
是，中华民族己经获得经济自信与文
化自信，中华诗词继唐宋后很有可能
出现一个新的诗词高度。因为在农耕
文明的土壤里产生了唐诗宋词两个高
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进入工商文
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的新时代，
完全可以出现一个新的诗词高度。而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诗词创作的认识
和实践上，要实现三个突破。

一 要 突 破 由 文 言 文 到 白 话 文 的
“语言”障碍，实现中华诗词的当代语
境写作。对于诗词语言来说，承继的
是文言文写作传统。五四以后白话文
对文言文全面覆盖，白话文生态已经
形成。如果旧体诗词写作仍然离不开
文言文，不仅自己感到别扭，还会给
今天的阅读产生语言障碍。今天的诗
词还是要坚持当代语境写作。运用白
话文创作，会使诗词更具有当代面
貌、当代气息。

二要突破诗词创作的理论局限，
实现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理论与西方现
代文学艺术理论成果共享、优势互补
的理论自觉。今天的旧体诗词创作主

要吸收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
的营养与指导。是“诗言志”“思无
邪”，是 《文赋》《诗品》，是 《文心雕
龙》《沧浪诗话》，是 《蕙风词话》《人
间词话》 等等。今天的西方文学艺术
理论，诸如“现实主义”“结构主义”

“现代派”“印象派”等等，也可为我
所用。客观地说，无论是东方的文学
艺术理论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理论，
都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理应受到
尊重。要倡导旧体诗词多吸收西方文
学艺术营养，形成东西方文学艺术理
论成果共享、优势互补的理论自觉，
这才是可取的态度。

三要突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急
剧变革附着在诗词身上的不适应症，
实现诗词的现代化。中国社会从农耕
社会跨入工商社会、信息社会用了不
过三十多年时间。一个不容忽视的事
实是，不少诗人人虽然到了今天，但
想法却还在昨天。也就是人的身体虽
然进入现代社会，但是许多思想观念
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尤其上世纪 70 年
代以前出生的诗人更是这样，念兹在
兹的还是小桥流水、梅兰竹菊这么一
些诗词意象。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快
得令人头晕目眩。农耕社会遗留在人
体内的“观念固化物”是不容易清除
掉的，它甚至伴其终生。而人都有怀
旧的情结，诗人尤甚，这就事实上妨
碍了诗歌创作的新时代发挥。

新时代需要我们的诗人用全新的
视角打量诗词。今天，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与向往日益增长，更好地推
动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
步，新时代因之焕发出民族的强大生
机与活力。写诗其实既是写一个人的
精神状态，也是写一个时代的精神状
态，这是在考验诗词的时代担当。新
时代会出现许许多多与传统诗词不一
样的东西，新事物、新题材，催生新
的表现手法与艺术技巧。我们的诗词
触须要伸向社会生活的细部，这正是
我们的诗词发力并大有可为的地方。
在这么一个新时代，中华诗词一定会
释放出新的巨大能量，重要的是诗人
要增强写作自信，书写出无愧于前贤
也无愧于新时代的诗词作品。

（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
院长）

写出北京人的精气神
宁 肯

写出北京人的精气神
宁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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