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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
听…… ”一曲 《英雄赞歌》 将英雄的
形象嵌入几代人的心灵，留下了关于英
雄的深刻概念；“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一曲 《八路军
进行曲》 以铿锵有力的旋律、激昂奋进
的歌词，激发了无数热血男儿的报国之
志。这些经典歌词、感人诗篇，都出自
一人之手，他就是著名诗人公木。

一

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年夏生于冀
中平原乡下的一户普通农家。他自幼聪
颖好学，中学时代就酷爱诗歌，如饥似
渴地阅读古代诗词。1928年，他考入北
平师范大学，并在天津 《大公报》 上发
表了自己的处女作 《脸儿红》。1930
年，他加入中国共青团，同时加入北平
的“左联”组织，积极投身革命文学运
动，成为“五四”精神的传人，这使得
公木的人生理想和诗歌追求逐渐融入到
奔腾向前的社会潮流中。

公木的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正是中
华民族烽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年代。从
小生长在河北乡村的他，满眼皆是受剥
削受压迫的农民。写于1933年的《父与
子》 是他童年苦涩回忆的凝结，也是他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作。

你们忍受，
我们却要动手。
你们去向他乞怜，
向他磕头；
我们，
我们却要动手！
如今已是穷人翻身的时候。
诗中儿子的觉醒与父亲的隐忍麻木

形成了鲜明对比。《父与子》 反映出农

民的抗争精神和青年一代思想观念的变
化，这种抗争意识成为公木诗歌的重要
特点。

时代磨砺了公木的笔锋，也锤炼了
他的斗志。他看到的是人民的苦难，他
发出的也必是战斗的宣言，他有了一个
特殊的身份、一个响亮的名字：“战士
诗人”。

二

1938年，28岁的公木来到革命圣地
延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了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到了延
安，他的视野进一步开阔起来。正如他
在 《我爱·后记》 中说的那样，“我不只
阅读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
甫、苏东坡以及惠特曼、聂鲁达、歌
德、泰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
可夫斯基，而且还发现了信天游、兰花
花、骑白马、打黄羊、走西口、绣荷包
以及像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般无数无数
生动活泼的民歌小调。凡此一切，都启
发并助长了我的审美意识，都在我的诗
作历程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写于
1938 年的 《岢岚谣》，正是公木对民歌
体叙事诗的初啼之声。

三月里，
三月三，
春风不上岢岚山。
河滚冰，
鸟啼寒，
塞外黄沙遮青天。
东流一道川，
西流一道川，
两川之间好田园，
两川之间有好庄子名叫三丈湾。
开篇即显示出强烈的民歌风采，主

题内容也是公木农民题材诗歌的延续。
比 《父与子》 更为进步的是，《岢岚
谣》 中父子两代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的关头，都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在
抗战时期，这些诗作对于激起更多民众
的觉醒和抗争，启发他们去发现和凝聚
自身的强大力量，具有强烈的鼓舞和指
引作用。

此时，公木的诗歌创作在形式上更
多地包含了他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探索。
除了长篇叙事诗之外，他还创作了一大
批短小精悍、反映尖锐斗争形势、深受
工农兵喜爱的“歌诗”，《八路军进行
曲》组歌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38年冬天，公木与作曲家郑律成
商量要合作 8 首大合唱献给八路军。在
延安的窑洞里，公木凭着对部队的深
情、对战士的崇敬和参加抗战的亲身感
受，写下了一生中最闪亮、最辉煌的诗
篇——《子夜岗兵颂》《八路军军歌》

《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
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 和

《军民一家》8首歌词。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几乎是一夜之间，嘹亮的歌声从延

安传遍陕甘宁，再到各个根据地。正如
刘白羽所说，“这支歌如狂飙天落，旋
卷整个艰难困苦而又英勇卓绝的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英雄年代”。1988 年，
这首 《八路军进行曲》 被中央军委确定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延安的阳光温暖着他，延安的雨露
滋润着他，延安的灯塔指引着他。1942
年，公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了
更好地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让诗歌在战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公木
在诗作中愈发追求运用通俗晓畅的语
言、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广泛汲取不
同艺术形式的精华，增强诗歌的感染力
和传播力，探索新诗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之路。这种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效，被认
为“既具有民歌的朴素美，又富于古典
诗的音韵美，还含有现代诗歌的色彩和
外国诗的技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公木诗风’”（王广仁、周毓
方：《公木年谱》）。

三

新中国成立后，公木以炽热的爱国
激情、真挚的赤子深情高唱着一曲曲气
魄雄浑的赞歌。为胜利欢呼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颂歌》，讴歌如火如荼社会主
义建设的 《鞍山行》，描绘人民幸福生

活的 《难老泉》 等作品是他这一时期的
代表作。

1963年的一天，长春电影制片厂编
导武兆堤、《英雄儿女》 主演田方和作
曲家刘炽一同找到公木，希望他能为电
影写主题歌的歌词。听完几人叙述的电
影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后，公木被这部
作品深深地感动了。他不禁想起自己所
经历的那些风烟滚滚的岁月，想起自己
50年代初曾写过的那首《烈士赞》：

当你抱起爆炸筒，
和敌人一同粉碎，
敌人永远化作脚下的污泥，
你就变为一颗灿烂的金星……
以此为依托，《英雄赞歌》 的歌词

很快就酝酿完成了，公木将自己热血沸
腾的感受融入其中，将对战士们的真挚
感情灌注笔端，谱曲后通过与电影故事
情节的巧妙嫁接与情感氛围的自然融
合，使这首诗作具有了更为动人的魅
力，家喻户晓，传唱至今。

人近暮年，公木的诗作在生命与思
想的交互向前中螺旋上升。他晚年的作
品苍劲雄浑，融入了全部精神历程所沉
淀与升华的省察思辨、诗情哲思，成为进
入另一境界的“人间词”——一种哲学式
的审美思索与艺术表达。这或许与他晚
年醉心哲学有关，抑或是他思想发展与
学术研究的必然归宿。但这并不妨碍他
依旧是一个具有赤诚胸襟的战士歌者。

公木一生在文学、哲学、美学、历
史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
他正直博大、赤诚宽厚的人格魅力令后
人崇慕。诗歌创作70余年，他留下诗作
近千首，风格各异，百态万方，对中国
诗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将自己生命的
轨迹与民族的脉搏、时代的肌理融为一
体，发战士之心声、发民族之心声、发时
代之心声，绘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作者系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
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人设原先只是动
画中人物设定 （英文
character） 一 词 的 简
称，尤其是指从漫画
修改为动画的二次制
作或绘制过程。为了
符合动画的要求，漫
画家笔下的人物往往
需 要 重 新 绘 制 和 设
定，以凸显角色的外
貌 特 征 、 个 性 特 点 、
生活背景、人物能力
等。所以人设也即人
为地赋予对象新的形
象与内涵，在这一过
程中，需要对形象适
当地放大和提升。

明星或公众人物
往往通过人设来塑造
自身形象，吸引公众
和媒体关注，这本是
一件平常的事。在大
众 文 化 发 展 环 境 中 ，
在策划、创作、制作
活动中，人设环节是
有必要的。但近年来
出现的一些“人设崩
塌”现象也提醒相关
从业者，人设是有限
度的。比如某演员本
想塑造出“学霸”人
设，却在直播中一语
露馅，最终“人设崩
塌”。过度赋予人设的
背后，往往有着一定
的商业目的，明星或
公众人物在塑造个人
形象时还应实事求是，避免卖弄人设。大众对于
过度渲染的人设也不是照单全收。人设的复杂性
和偶然性就在于受众的评判可能逆转。人设与受
众之间原本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旦被打破，还可能
引发不可预期的后果。

虽然人设有着种种商业考量，但人设诞生于
社会评价与网络互动中，并涉及社会性声望的预
期与调节，所以人设在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同时也
受其制约，它的影响力高低也会直接受到社会价
值取向和文化形态的影响。

人设面向大众文化需求，在促进文化传播方
面，也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爆
红的李子柒，让广大网友认同了田园牧歌式的生
活，正是因为她实现了人设形象的情境性认同，
完成了受众的心理期待，广为海内外受众欢迎。
所以人设是一种很好的大众文化包装手段，以往
借助文学、影视作品传递出的文化信息和价值
观，现在借助于某些明星和公众人物的人设，能
在互联网时代更好抵达受众。如何运用这种情境
转化的特性，制作更好的文化产品，而不是利用
其隐蔽性一味牟利，是文化从业者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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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文 一） 为庆祝中国
诗歌网创办五周年，由 《诗刊》社
中国诗歌网与腾讯新闻联合主办的

“云时代：诗人与媒介生态研讨会
暨读诗会”线上直播活动6月18日
晚举行，20余位当代诗人相聚直播
间，围绕云时代的诗歌写作展开研
讨。活动受到诗歌爱好者热烈欢
迎，累计在线收看人次达23万。

中国诗歌网 2015年 6月正式上
线以来，在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下，
以“诗人家园，诗歌高地”为宗
旨，以建设成中国诗歌大型数字化
平台和海量诗歌电子数据库为目
标，至今注册用户数近30万，日均
访 问 人 数 80 万 ， 日 均 投 稿 3000
件，官方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近 40
万，成为广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交

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中国诗歌网陆续推出

“新时代歌咏”“奋斗在抗疫第一线
的诗人”“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
人”等特辑，成为引领新时代诗歌
创作的平台和阵地，成为凝聚诗坛
力量的重要平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吉狄马加表示，中国诗歌网是
文学界融媒体建设的重要成果。期
待中国诗歌网进一步发挥优势，让
诗歌更好地走入公众生活。

近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编制的 《2019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
书》（下称“《蓝皮书》”） 正式发
布，从创作、评论研究、队伍及引
导、产业发展、海外传播 5 个方面
较为全面地回顾了网络文学过去一
年的发展。

《蓝皮书》 指出，总体来看，
2019 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数
量和质量进一步提升；新生力量不
断涌现，进一步壮大了创作队伍；
研究评论更受重视，理论方法更趋
自觉；传统收费阅读模式受到免费
阅读模式冲击，产业开始升级转
型；“网文出海”规模进一步扩大，
从内容输出向模式输出转变，成为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亮点。

在创作方面，网络文学传播正
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主流化趋势更加明确；幻想类创作
依然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类型，读者
群庞大；历史题材创作继续活跃，
穿越架空类作品占比降低，正面书
写历史的作品持续增长；革命历史
题材创作取得重要突破，涌现出一
批新作佳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层
面的倡导和扶持下，网络文学现实
题材创作势头强劲，表现抢眼。一
批反映创新创业、社区管理、精准
扶贫、物流快递、山村支教、大学

生村官等领域的现实题材作品脱颖
而出，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不
少作品重点表现小人物的现实生活
和奋斗精神，努力发掘他们身上的
真善美，集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一系列“时代新人”形象脱颖而
出。从创作水平看，现实题材作品
质量大幅提升，成为网络文学主流
化、精品化的重要标志。

如何实现网络文学特有呈现手
法与现实题材的结合，是不少网络
作家探索的方向，《大美时代》《百
年复兴》《大国航空》等作品将严肃
的人生思考纳入具有鲜明网络文学
表现特点的“爽文”之中，表达

“大我与小我”“时代与世界”“传统
与变革”“理想与真实”等基本命
题，是网络文学作家追求可读性和
文学性统一的体现。

在作家队伍和网络文学组织方
面，目前全国已有各级网络文学组
织 115 个，其中 2019 年成立的有 26
个，省级网络文学组织相继建成；
截至 2019年，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达
1755 万人，签约作者超 100 万人，
活跃的签约作者超60万人。

在海外传播方面，《蓝皮书》指
出：中国网络文学成为中华文化海
外传播的新亮点，输出方式从出版
授权到建立线上互动阅读平台，再
到开启海外原创，对外传播不仅实

现了规模化，而且完成了从文本输
出到模式输出、文化输出的转变。
仅阅文、掌阅、中文在线、纵横、
咪咕、晋江等几家主要网站，对外
授权作品已有 3000多部，上线翻译
作品近千部，网站订阅和阅读 APP
用户上亿人，覆盖世界大部分国家
和地区；阅文集团在海外上线的

“起点国际”，累计访问用户超过
4000 万，实现网络小说中英文双语
版在海内外同时发布、同步连载；
起点国际海外原创作者超过 45000
人，共审核上线原创英文作品72000
余部，不少作品蕴含众多中国文化
元素；掌阅的“iReader”数字阅读
国际版的海外用户超 2000万，中文
在线的“视觉小说平台”（Chap-
ters），注册用户超 1500 万，移动阅
读平台用户高速增长，覆盖广泛。

据悉，从 2018 年起，中国作协
网络文学中心每年发布 《中国网络
文学蓝皮书》，旨在对网络文学年度
发展状况进行回顾总结，给业界和
网文作者提供参考。中心研究员、
首席专家肖惊鸿认为，“未来我们应
进一步加强适应网络文学特点的评
价体系建设，真正实现理论引领创
作实践；进一步关注网络文学产业
IP 全方位开发的相关问题与趋势，
以及免费阅读模式对行业创新的影
响。”

6月19日晚，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八角水寨广场
上，“好风传家·家风夜话‘讲廉’故事会”正式开
讲。今年以来，双流区把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汲取家规家风、乡规民约中的精华，作为推动
社会风气持续好转的重要抓手，在全区广泛征集优秀

家风故事，在通过媒体广泛传播的同时，创新开展
“家风夜话”活动，利用晚间时间组织好家风故事会。
“家风夜话”故事会活动每月将开展 4场，用群众身边
的典型讲述好家风故事，实现传统文化教化育人润物
无声的目的。 刘 伟、向 月摄影报道

《2019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发布

网络文学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新亮点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黑土留师表 白云载战歌
——纪念公木诞辰110周年

陈耀辉

中国诗歌网上线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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