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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
代，你是否能静下心来阅读
一本书？是否会去主动参加
一场文学讲座？近年来，中
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
社、十月文学院等各大团
体，都积极开展文学公益讲
座，吸引不少文学爱好者积
极参与。文学讲座对文学的
普及与传播有深远的影响，
扩大了文学的受众面，在社
会上产生了正能量，显示出
文学的魅力所在。

缘起：转变定位，
提供文化服务

谈到为什么举办公益文
学讲座，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
部主任宋强说：“这与我们出
版社的定位转变有关，由过去
的传统出版商转变为现在的
文化服务提供商，通过提供
更多的文化服务，让读者在
阅读中得到滋养，享受到更
多的文化资源。”

当我们走进书店，面对
琳琅满目的图书，该如何挑选
和甄别呢？以外国文学来讲，
译本的选择就是非常重要
的。不合适的译本不仅会影
响阅读感受，导致阅读障碍，
更会影响读者对文学的认
知。面对现在市场上版本混
乱的状况，出版社一直都在
通过文学讲座的形式来帮助
读者走进文学，增强版本意
识，提高品牌认知度。

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对文
学的需求也更旺盛。文学不
仅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
更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一
盏明灯。除了通过阅读书籍
接触文学，他们走近文学的
路径相对较少，对文学讲座
的渴求度也就更高。从 2015
年 5 月到现在，中国作协已
经在全国各地开展了 26 场

“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
讲堂，足迹遍及了祖国大江
南北，直接受众面达万余
人。参与大讲堂授课的老师
有铁凝、王蒙、李敬泽、格
非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和教
授。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
学明说，文学讲座的策划与
开展是缘于作协的服务目
标：拓宽服务视野，延伸服
务手臂，为文学服务，为更
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服务。

彭学明介绍，他每次到
全国各地开展讲座，都会被
各地读者的听课热情和激情
所感动。这是一种对文学的
敬畏和虔诚。“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普通读者对文学讲
座的渴望和热爱，看到了文
学在广袤中国大地上的顽强
生命力。”

发展：走近经典，
点亮阅读之光

通过文学讲座，在专家的
专业指导下，可以帮助读者更
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读透一本
书。因此，文学讲座的开展也
是为读者走近文学经典打开
了一扇天窗，可以在阅读中上
下贯通，豁然开朗。

2019 年 6 月 29 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余中先教授在首都图书馆开
讲，主题为“巴黎圣母院与

《巴黎圣母院》，彼此造就对
方——兼谈雨果历史小说的
真实性”。这是人民文学出版
社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的

“阅读文学经典”系列讲座，
讲座计划每年举办一季，今
年已是第二季，主题内容是

“世界文学阅读”，邀请资深
专家为广大读者深度解读文
学作品的魅力所在，以普及
性为主，兼顾专业性，帮助
读者以更好的方式深入理解
世界文学经典。

雨果在 《巴黎圣母院》
曾不吝笔墨地描写建筑的宏
伟，普通读者在读到这些文
字时基本上都是没有兴趣读
下去。但是在讲座中，余中
先教授详细讲解了为什么雨
果要花费这么多笔墨去描写
建筑，如果不读这些章节，不

利于理解整部作品，更不利
于理解雨果的思想。宋强在
回忆这次讲座时谈到：“经典
名著离我们往往很遥远，读
者容易因为历史原因与作品
产生很多隔膜，如果没有专
家的解读，阅读障碍会很
多，我们邀请专家为读者解
读，也是帮助他们理解作
品，进入作家的世界。”

未来：继续开展，
不断改进方式

“ 朝 内 166 文 学 公 益 讲
座”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
来主打的一项活动，今年已经
是第三季了。为鼓励读者积
极参与讲座，人民文学出版社
会给每位读者发放听课证，
根据读者听讲座的数量赠送
相应价值的书目。通过这种
方式，鼓励更多圈外人走进
文学，感受阅读的魅力。

策划一场文学讲座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
要财力的支持，前期策划与后
期整理都非常繁杂。宋强说：

“讲座这么多年都办下来了，
今后也一定会坚持下去。我
们就是想提供一个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让读者可以近距离
接触作家、学者。如今每次
讲座结束后，都会有读者来
主动询问下次讲座在何时，
这对我们既是鼓励，也是动
力，督促我们赶紧策划下一
场活动。”

读者对这样的活动是非
常认可的，哪怕是遇到雨雪等
恶劣天气，也总是会去准时听
讲。读者童梦经常参加各大
文学讲座，她提到：“参加文学
讲座，能够检验我的阅读深
度。阅读不是娱乐，更是思
维的触发与训练。这些讲座
也能够开拓我的阅读视野。”
童梦表示，希望今后能听到
更多更大范围的文学讲座，
提高自己的文学阅读能力。

彭学明表示：“我们办的
每一场讲座都在当地影响很
大，媒体也进行了广泛宣传报
道。文学的理念、文学的价值
和文学的正能量都得到普及、
传播和弘扬。连续 5 年的坚
持，使得文学不再是坐井观
天、自我陶醉，不再是小圈子、
小众化，通过这样的文学公益
讲座，不但让文学进了基层、
得了普及、接了地气、入了人
心，还让大众看到了文学在社
会上的功用、光芒和力量。”

如 何 借 助 新 的 传 播 方
式，以更好的方式满足读者
需求，是每个主办方需要面
对的问题。主办方表示，将
继续开展与文学讲座相关的
活动，传播文学经典，让文
学阅读真正深入人心。

回顾 70 年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
创作，出于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衔尾相
随，构成了经典作品川流不息的流动长
河；而那些独特而典型的人物形象簇拥
而来，也构成了人物形象交相辉映的艺
术长廊。

70 年小说中的现实题材创作，正是
通过一个个鲜活而新颖的人物形象，特
别是富于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向人们
报告着新的时代阔步行进的确切气息，
传达着社会新人在生活中茁壮成长的可
喜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人形象已
成为新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标志性符
号，循着他们的身影与足迹，我们在回
顾 70 年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可籍以重温那些令我们热血沸腾、心
潮澎湃的辉煌历史。

勤劳质朴的农村新人形象

新中国的建立，使祖国山河改天换
地、万象更新。但在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而传统文化又影响深厚的广大农村，却
要经历一个除旧布新的艰难转型过程。
长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一些小说家，为了
亲历和见证这一变化过程，更好地把握
变动着的农村生活与农民心理，纷纷以
下乡兼职、落户农村等方式，深入到农
村与农民之中，创作出了一批表现农村
新生活、描写农村新人物的优秀之作，

使得农村题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
年”，成为小说创作中与革命历史题材
双峰对峙的艺术高峰。

决心写出“表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
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
程”的柳青，经过在长安县皇甫村 6年
多的工作实践和生活体验，在这样坚实
的生活积累和超凡的艺术想象的基础
上，写出了史诗性的作品《创业史》。这
个作品精雕细刻般地塑造了农村各个阶
层的代表性人物形象，其中尤以梁生宝
的形象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经历
过童年苦难生活的梁生宝，在新中国成
立后获得了新生，正是这样翻身做主人
的主人翁意识，使得他把追求自己的幸
福与为庄稼人谋幸福的目标统一起来，
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影响着周围的群众，
引领着他们前进，成为立足于坚实大
地、产生于群众之中的社会主义新人。

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
“十七年”间也产生出许多优秀作品，
其中一些作品主要以新人形象的着意塑
造而让人过目难忘。王汶石的收入《风
雪之夜》的短篇小说，几乎就是农村新
人形象素描的集锦，尤其是《新结识的

伙伴》，张腊月与吴淑兰两位性格不同
又同样出色的妇女队长的形象跃然纸
上。一系列精彩的对手戏，充分展示了
两位队长各有光彩的性格特征，也反映
了社会主义时代新型女性不让须眉的全
新精神风貌。同样堪称典型形象的，还
有李凖的短篇小说《李双双》中的主人
公。在李双双身上，除了中国妇女勤劳、
坚韧的美德之外，还散发着无私公道、泼
辣敢闯的思想作风，在一定意义上是正
在成长中的农村先进妇女的代表。她既
体现着农村妇女的觉醒与进步，也显示
着农村生活的新变化与新走向。

求真务实的新型工人形象

工业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迅
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体现新的建设成
就、展现新精神风貌的前沿领域。一些
较为熟悉工业领域的作家，或者以城市

生活书写见长的作家，都在“十七年”
时期写出了一些引人瞩目的作品，并塑
造出一些有过硬技术本领又有强烈主人
翁意识的新型工人形象。这样一些新型
工人形象，往往又带有知识分子的某些
鲜明特点。

从 50 年代起一直在鞍山钢铁公司
深入生活的艾芜，在 1957年发表了长篇
小说《百炼成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较
早出现的工业题材作品，围绕生产劳动
的种种矛盾斗争，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工
人形象，其中的青年炉长秦德贵堪为具
有新人素质的典型形象。这个从农村进
入工厂的青年，不仅刻苦钻研技术，成
为革新能手，而且以热诚的态度和坦荡
的胸怀应对一切矛盾冲突，表现了新中
国产业工人的优秀品质和崭新风貌。

工业题材创作中，故事引人入胜、人
物又饶有新意的，是张弦 1956 年创作
的短篇小说 《甲方代表》。这个作品主
要描写的是检查员白玫和技术员路野在
工作中的矛盾与情感纠葛，表现了青年
一代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这是小说作
品中较早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形
象。作品此后被改编为电影《上海姑
娘》，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
里》，不仅写出了发生在工程建设中的
各种矛盾，而且在与蜕化变质的干部梁
建的对比描写中，塑造出了阎兴这个新
型工人干部形象。作品把人物始终置于
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充分揭示了阎兴
不带任何杂质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高
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

勇于开拓的改革者形象

文学进入新时期，“伤痕文学”“反
思文学”率先拉开小说创作的序幕，

“知青文学”“归来者文学”随之而来，
小说创作在 80 年代初期呈现出百花竞
开的景象。但从捕捉生活新变动、塑造
时代新人物的角度看，“改革文学”更具
有标志性意义。也是从“改革文学”开
始，一个时期小说创作上“向后看”的写
作，由此实现了“向前看”的重大转折。

“改革文学”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作
家，是有着多年工人经历和工厂生活的
蒋子龙。他于 1979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

《乔厂长上任记》，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背景，写某
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毛遂自荐，自愿出
任电机厂厂长，以严格的科学精神和认
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刀阔斧进行改
革，义无反顾破旧立新，终于把落后又混
乱的电机厂治理得井井有条。作者笔下
的乔光朴，明智果断，知难而进，他敢作
敢为、敢干敢闯的不凡魄力和英雄气
概，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家。这个
人物形象的出现，向我们展示了改革者
的能量与作用，也向人们显示了改革时
代已然到来的确切信息。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较早反映
改革开放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
改革初期发生在重工业部的复杂斗争，
作品展开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并在显见
的矛盾冲突和隐性的心理较量中，成功
塑造了一组改革者的形象，尤其是副部
长郑子云、厂长陈咏明等改革者，更是
熠熠生辉、光彩照人。作为第一部改革
开放题材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的把握上，还是人物
形象的塑造上，都为日后的小说创作提
供了新鲜经验。

在反映改革开放沸腾生活的同时，
又塑造出别具新意的改革者形象的，还
有柯云路的长篇小说 《新星》。作品紧

紧围绕乡村基层改革中两种势力的明争
暗斗，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写出了新
任县委书记李向南的清正廉明和改革锋
芒，表现了这个年轻干部的远大政治抱
负、积极生活态度，以及志存高远的理
想主义情怀。

自立自强的青年新人形象

进入新时期尤其是 80 年代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生活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
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作为社会基层中
最为敏感和最具活力的群体，得风气之
先的青年一代，无疑是人们了解社会生
活种种变动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一些擅
长描写青年题材的作家，在这方面，不
仅写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说力作，而
且也塑造出了一些引人激赏又令人难忘
的青年新人形象。

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
衫》，描写了 16岁的女中学生安然，因为
喜欢没有纽扣的红颜色衬衫，而令不少
人侧目而视，但她宁愿不当“三好学
生”，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本有心愿。安
然对于天性和个性的顽强坚守，使得这
个学生形象蕴含了不少时代新人的气
息，令人觉着可爱又可敬。

一直对现实生活保持高度关注的蒋
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接
连写出了 《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
盆交响曲》等青年题材作品，塑造了一
群生动活泼的青年形象，其中尤以《赤
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格外独特和
典型。作品把一个普通工人中的奋进者
描画得栩栩如生又熠熠生辉。刘思佳如
同一个报春鸟，向人们预告，随着社会
改革的发展，一代改革新人也在日渐成
长的喜人景象。

描写改革开放在中国农村的艰难进
取，并塑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
的作品，当推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
世界》。作品在社会的时代转型和个人
的命运转机的紧密勾连中，写出了改革
大潮呼唤新人，新人引领改革新潮的辩
证关系。而少安、少平因为紧紧“扼住
命运的咽喉”不放手、不松懈，也成为
农村青年励志和有为的典型，给广大青
年读者走向自立自强树立了效仿的榜
样，提供了有益的助力。

小说要写好故事，写好人物，优秀
之作更要切近生活热流，书写鲜活的中
国故事，感应时代的脉搏，塑造新颖的
人物形象。这是 70 年来一些经典小说
作品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小说生活》 是我和批评家张莉对
谈文学的书。跟张莉聊文学很开心，因
为张莉有很好的知识储备，最关键的是
张莉真的很懂文学、懂小说。批评家不
做虚构性工作，所以每当谈起文学时都
是从一套体系出发，时代、美学背景、文
化风格、人性、民族，从这些话题出发去
映照小说。批评家真正用手指摸到小说
的人不多。而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其实
不懂文学，我们就知道写，我们感受到
一些东西，用种种方法把它表达出来，
人们把它命名为小说。通过一篇小说呈
现怎样的历史、呈现怎样的时代，这不
是作者想的事情，是他这个小说呈现的
过程中，很可能跟这些话题合上了。

所以批评家和作家，理论上是很好
的聊天伙伴，其实是过不到一起去的

“两口子”，一个是川菜，一个是淮扬

菜，如果两个人相敬如宾，你吃吧，你
吃吧，过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但生活在
一块不一定行。张莉是可以跟我吃到一
块的批评家，从我俩“过日子”的方式
里面能感觉到，我也是一个可以和她吃
到一块去的小说家，所以我们在一起聊
就很容易。

张莉在出发之前，大的思路捋得特
别清楚，我甚至都不用考虑吃完午饭聊
什么，她开一个头，聊三四个小时，等到
吃晚饭我们就吃晚饭，晚饭之后进入哪
一个话题，我就顺着她走就行了，特别简
单。我聊得很简单并不意味着我对这本
书没有要求，我内心是有要求的。我这
本书给读者之后，它不是我一个人的，
而是我和张莉一起完成的。从我这边来
讲，我要让读者看到的是具体的那个叫
毕飞宇的人，他的文学、他的小说。

虽然我们两个都不是学哲学出身，
聊哲学可能更有意思，那些大概念，你
刺激我、我刺激你，谈完以后两人都很
嗨，那些问题有很好的批评家、学者、
教授去做，它们是学问，是历史。我坚
信读者从我这要得到的应该是非常具体
的文学话题，甚至可以说是跟具体的个
人生命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文学，或者
个体生命在小说里的具体体验，我们两
个彼此挖掘、激发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本书是小的。一
个好作家让读者最后发现的是这个人的
生命，他的内心，这才是一个作家最牛
的事情。否则人家去看哲学、看历史，
看一个作家的诉说干什么呢？你要有能
力把你的胸膛打开，通过一个特殊的光
学装置，你必须把自己提供出去。所以
我所有的愿望就是小，就是具体，具体

到把这么大一个包装盒子打开，里面有
一个小盒子，再打开，里面又有一个小
盒子，再打开，里面有一个塑料的小袋
子，最后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是一
个光学装置，因为他有很好的信誉，他
的读者透过这个光学装置知道他不骗
人，这才是成果。

虽然我现在是南京大学教授，但我
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
踏踏实实地把一个作家该说的话说好。
而不是因为做了教授，出于虚荣我必须
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教授，以教授的
身份去说话。多亏了这本书，我避免了
我的虚荣，我收获了我的诚实。我避免
了一本糟糕的书，我收获了一本不完美
但是特别像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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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形象与时代影像
——70年小说创作回望

白 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聚焦

小说家和批评家的相互激发
毕飞宇

小说家和批评家的相互激发
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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