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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建昌

这些年来，大家都在强调文学理论创新关
键是要有问题或问题意识。的确，生活中各种
层出不穷的问题，正是文学理论创新不竭的动
力源泉。但是，问题不是自明的，问题之所以成
为问题，关键取决于在怎样的知识学背景或知
识学框架下提出问题。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理
论习惯于从经验和感受出发提出问题，而不习
惯在特定的知识学背景或知识学框架下提出
问题，结果导致“问题”或“问题意识”薄弱以及
各种“伪问题”的泛滥。从经验和感受出发提出
问题，还不足以促动文学理论的创新，因为经
验和感受只是偶然的、个别的，无需论证的“事
实本来如此”
的表象感知，
而知识学背景或知识
学框架下的提问，则是研究者带着特定知识装
备进入文学的结果。从知识学背景或知识学框
架看所谓
“问题”
或
“问题意识”
：
首先，
问题是在
已有的知识前提下被提出的，人不可能在完全
无知的状态下提出问题；
其次，
这个问题凭借已
有的知识不能解决，人面对作为“问题”的对象
呈现出无知的状态；
第三，
人对这
“无知”
是清醒
而自觉的。
显然，
问题是
“有知”
与
“无知”
的能动
结合。靠单纯的“知”或“无知”都不能有效地提
出问题。
文学理论要创新，
必需有能力在特定的
知识学背景或知识学框架下提出问题。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曾经发生过几次影
响较大的学术论争。一次是关于形象思维的，
一次是关于反映论与审美反映论的。形象思维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传入中国先后经历了至少三
次讨论。新时期之初围绕形象思维讨论的焦点
问题，
是文学如何通过形象认识生活。本来，
从
形象思维的讨论可以逻辑地通向文学形式论和
文学符号论之类的理论建构，
但是，
这个讨论在
1985 年戛然而止。内在的原因在于，支持形象
思维论争的各家各派，
都遵循同一个知识型，
即
在认识论的框架下提出问题。即使形象思维对
情感的强调，也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下完成的。
因此，它在知识学模式上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
的。关于反映论与审美反映论的论争，这场论
争的结果，
在于文学情感特征论和审美反映（意
识形态论）的确立。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场论
争，
就不难发现，
论争者的双方其实依然是在认
识论框架下讨论问题的。只是，审美反映论把
关注的焦点从过去偏重于向客体一极的倾斜，
转向了向主体一极的倾斜。童庆炳先生曾经谈
到：
“所谓审美就是对美的认识和欣赏。
”（童庆
炳：
《文学概论》上册，红旗出版社，1984 年版，
第 47 页）把审美看作是对美的认识和欣赏，这
显然是一种认识论框架下的问题描述。认识论
在知识学属性上属于本体论或本源论，其意义
在于解决精神与物质何者本源的问题，但局限
在于预设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而文学作
为复杂的精神存在，显然需要从更为开阔的知
识背景下去理解。例如形式主义文论对于“陌
生性”
的强调，
新批评对于
“文学性”
和
“细读”
的
推崇，
中国美学对于艺术意象的理解，
等等，
都可
以说是不同于认识论的一种文学理解方式，
是值
得重视和吸纳的思想资源。但是，
同样的道理，
我们文学理论的知识谱系里，
还缺乏这样的知识
传统或知识型，
因此这场讨论所给予的文学理论
的创新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
审美文论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就表现出了与时代状况的龃龉，不
能有效解释新的社会文化实践。审美文论的命
运沉浮说明了一个道理：
理论的创新短期看可能

知识学属性与理论创新
文学理论的

学习十九大精神
推动理论新变革

是某种社会、历史、文化促动的结果，但从长远
看，
则体现某种知识传统或者知识型的内在逻辑
的更替。而文学理论各流派的论争，
其实是某种
知识型之间的一种博弈。
这里需要对知识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
性做一个特别的说明。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
和思想是有矛盾的，强调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
性会抑制文学理论的思想性和创造性；而过分
学科化、专业化的文学理论知识，也会削弱理
论与公共空间的有机联系，进而为体制所规
训。实际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我想强调的
是，这不是强调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的过错，
恰是对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的误解所导致。我
们强调文学理论在知识学属性上的特殊性，即
非实证性、解释性以及解释学属性。文学理论
在知识学属性上的这些特点，内在地要求文学
理论研究不仅要高度重视对个别、偶然、边缘
的“人文事实”的关注，重视对默会的知识的理
解，同时还要保持一种思想的能量。正因为如
此，我们说，有生命力的文学理论是一个包含
着观念、视野、方法，保持着“应然”尺度的话语
体系。用这样一个话语体系观照文学，文学被
赋予全新的理解。首先，文学作为对象，是属于
“文学事实”的。
“ 文学事实”是被解释者赋予存
在特征的，或者说是被解释者发现、选择和建
构的“人文的事实”，是向人敞开的“结构”。法
国解释学大师保罗·利科在谈到“历史事实”时

本报讯 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勠力同心、奋发
图强，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6 月 12 日至 17 日，由西藏自治区文联、西
藏高山文化发展基金会、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的“迈进新时代——汉、藏书
画艺术作品大型慈善公益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
宫展览馆举行。其中藏文译汉文书法作品由书法
家张飙创作，共 156 幅；藏文书法作品 11 幅，由来
自西藏的书法家们共同创作；还有唐卡作品 15
幅，画家郑山麓创作的西藏风情国画作品 41 幅。
展览作品展现出汉藏文脉相承、民族团结的历史
脉络，讴歌新时代，唱响中国梦，彰显中华民族文
化的深厚底蕴，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光彩。
（黎 华）

宜兴市博物馆受赠尹瘦石塑像
本报讯 6 月 3 日，
《内蒙古画报》向宜兴市博物馆
赠送尹瘦石塑像仪式在江苏宜兴举行。内蒙古画报社
社长白音宝力高、副社长乌日嘎，尹瘦石之子尹汉胤，
宜兴市文广新局局长许夕华、副局长张燕军等参加。
著名书画艺术家尹瘦石是宜兴人，曾任中国美协
内蒙古分会主席、内蒙古文联副主席等职。在内蒙古
工作期间，他组织创办了《内蒙古画报》并担任首任社
长，使之成为内蒙古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为内蒙古美术
事业的开拓发展和少数民族美术队伍的培养作出了积
极贡献。2018 年是《内蒙古画报》创刊 70 周年、尹瘦
石逝世 20 周年。为缅怀他为《内蒙古画报》创刊发展
作出的贡献，画报社特塑尹瘦石像，并将其捐赠给他的
家乡，以表达画报社同仁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苏 闻）

2018 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
本报讯 6 月 5 日，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
教委主办的 2018 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在中国音乐学院
开幕。开幕式演出分为“同心”
“传承”
“创新”
“圆梦”等
篇章，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数十所高校
的 500 余名师生带来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展现了当
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艺术素养。
据介绍，此次音乐节以“激扬青春，向美而行”为主
题，相关活动将贯穿全年。音乐节期间将陆续开展市
级展演、剧目展示、音乐会、艺术讲堂、工作坊、创意营
等主题活动，声乐类活动将主要集中在前半段，后半段
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器乐类活动。主办方表示，本届音
乐节将坚持先进文化导向，注重创新发展理念，力求实
现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进一步深化活动的覆盖面、受益
面和影响力。
本届音乐节形象大使由歌唱家戴玉强担任。他表
示，北京大学生音乐节不仅针对艺术院校和艺术类专
业，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可以加入其中，这正是音乐教
育的意义所在。希望与高校携手努力，共同培养气质
高雅、情趣高尚、文化底蕴丰富的综合性人才。
（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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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无穷

——关于韩春燕《小焰火
小焰火》
》的点滴思考

□刘恩波

阅读《小焰火：新世纪辽宁作家作品研究》
（以
下简称《小焰火》），我能感觉到经书上说的那种
“是身如燃，从渴爱生”的心灵骚动，那是把文学放
进生命内部的烘烤和燃烧。批评的灵感和灵性本
来就是有骨有肉、有血脉有深情的。换而言之，评
论写到痛痒之处，能够让人看到思维火花的跳跃
闪动，能够触摸到无所不在的评论者的心音和脉
息。
《小焰火》让韩春燕的生命闪亮了一次。逻辑
的、情怀的、诗意的、历史的、人性的。她做着淘洗、
淬炼和熔铸的活计，乐此不疲。
韩春燕笔下的辽宁作家研究，涉猎到了方方
面面的代表性人物，像王充闾、孙惠芬、马秋芬、谢
友鄞、白天光、孙春平、周建新、陈昌平、丁宗皓等
人的创作，都显示和标志着辽宁文学整体的实力
和水准。探究勘测琢磨这些作家的生命意识、审美
风格、艺术追求，无疑是需要眼光和见识的，需要
灵魂上的打通和精神上的确证。
正是由于韩春燕的解读是在场的、及物的、不
隔的，我们在读她笔下的作家论时，就获得了一种
自由自在书写的感知和况味。
以《废墟上青草如歌》来说，春燕对丁宗皓散
文集《乡邦札记》的研读与解剖，是在精神的乡愁
和文化的乡愁这样的哲学底蕴和内涵上引发与洞
察的。
“ 乡邦是什么？它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
们的灵魂栖所，我们可以远离故乡，我们可以告别
故土，但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乡邦，这个乡邦筑在
我们的心里，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在日新月异的
现代化的声浪中，古老的方式和古典的情怀，古旧
的记忆和古色古香的风韵，究竟还有没有位置、意
义和价值？这是丁宗皓的忧虑，也是韩春燕的警
醒。换而言之，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如果被连根拔
起，被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彻底斩断，那么我们的
精神出路究竟会归向何方。须知，乡土中国，文化
中国，诗性中国，这样的理念和感知，说起来就是
动人的动情的。而在盲目逐利的时代，这心灵的
家园恐怕早就荒草萋萋惨不忍睹了。而一个失去
记忆的民族，在什么样的基点上才能创造未来走
向未来呢？
在韩春燕眼里，
“充满生机的批评美文最好”。
那是架在生命感性和思辨理性之间的桥，是架在
情感天地和人文传统之间的桥。
在此价值基点上出发的韩春燕，也的确在用
自己的实践亲历着文学批评的诗化和美文化。
我读《小焰火》里收录的《挂在墙上的马车》
《我们该从哪里出发》
《西装上衣抿裆裤》等等妙
文，仿佛走在风景怡人的山荫路上，踏过水花溅湿
的桥索，或者问路白云深处的人家……
批评不再沉闷，也不再玄奥，它接地气，它通
人伦，它融汇生命的神奇与复杂，它探究人情世故
的动态与静态，它透视着创作的冲动和玄机，洞察
着作者心意和个性，描绘着文学的品质与风神。这
才是批评之美，是论者和读者的双重福音。
《挂在墙上的马车》，是对孙惠芬长篇小说《吉
宽的马车》精到的剖析与阐释。围绕着家园意识和
故土情结、流浪精神和对归属感的认同，展示了物
欲年代人心的失重与重归、梦想的搁浅和重塑。
农民工进城讨生活，是我们时代最敏感的话
题，是作家们最喜欢描绘的人生画卷，也是评论者
津津乐道的现象和事件。对于孙惠芬，主人公吉宽
告别了马车，离别了乡土，是去寻梦，踏进生活的
洪流，是到那个他不熟悉也不亲近的异地淬炼命
运的模型。挣扎，历练，淘洗，漂泊，失落了故乡的
神性，走失了心的自由，带着破碎的情感的空壳，
伫立在城市的霓虹灯里安抚着残缺的魂魄。在韩

春燕走进小说纵深腹地的阅读中，她一一辨识着
吉宽的来路、出路、退路和归路。
“ 空荡荡的大地，
金灿灿的稻田，吱扭扭的马车”，人们已经和故乡
的一切隔在了两岸，
“就像隔在银河两岸的星光”。
乡下人到城里找不到生命的彼岸。城里人停留在
他们的此岸，也找不到彼岸。这是人性的终极迷惑
和困扰。
韩春燕的解析，某种程度就是心灵的舞蹈。
《我们该从哪里出发》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论者的眼
神、手势、体态和征象。该文评点了宋晓杰的儿童
长篇小说《暖暖的星星索》。但它的与众不同在于
那是两个女性作家的生命对话，情感交谈。整篇文
章散发着一层迷离的醉意，有酒发酵的气息。
“一
段经过心底窖藏的历史”，
“ 是一截被记忆酿出芬
芳的时光”，小说写给孩子看，也写给大人们看。因
为这是关于童年、童心和童趣的文字，里面储藏着
人类的纯真、美丽、澄澈和晶莹的梦境。
尼采说，我们每个大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 5
岁的小孩。用孩子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世界，当
然充满了诗的想象和灵性的激发。
“《暖暖的星星
索》就像一个小女孩的宝盒子，打开它，我们会看
到里边装满了花花绿绿形形色色的各种小物件。
而每一个小物件的后面都有一个生动的童年故
事，都牵连着一份难忘的记忆。”
宋晓杰笔下的童年，有自然的生态、社会的倒
影、人性的烙印，还有一种属于形而上的淡淡的迷
惘与哀伤。童年之美、童年之恋、童年之梦的剪辑
偶尔也笼罩着一层悲剧幻灭的色彩。在韩春燕眼
里，作者“交给读者的是一幅儿童视角完整圆融的
20 世纪 70 年代图画”。
这样诗意的描绘和勾勒，天然有一段美丽的
风情。读着这样剔透晶莹的文字，让人感到评论不
再是冷硬的、枯燥的、乏味的，而是流淌着别致的
心灵光影，凝聚着个性的思维浪花的跳跃。读此，
我们知道，那评论已经活在它自己的生命体里。
《小焰火》以其特殊的味道、特有的风情和特
别的感知及理性见证了辽宁作家群体的生长、崛
起、辉煌乃至不足。韩春燕在此讲述、阐释、剖析了
一系列创作者的精神渴望、生命冲动与艺术探求。
如果仔细研读，我们就会触碰到高晖《康家村
纪事》的逆向生长，向下的，向着大地深处掘进的
一种姿态，其实是回归本源的努力和尝试；王秀杰
在关于鹤、关于芦苇荡、关于大自然风情的描绘
里，沉淀下来的美好心性、情怀以及理想主义的追
求；谢友鄞小说中的边地情结，那在多元文化冲
突、渗透、交融之中形成的苍凉气势混沌底蕴，读
起来如歌如戏，慨叹淋漓；马秋芬则以“一个外来
都市知识女性的视角，进行着北疆火辣、壮观的另
一种女性叙事”；孙春平在晚近小说创作中充满浪
漫意味的转身，也被论者看在眼里，留在了文字的
深处，
“ 从晦暗的智力角逐到明媚的善的称颂，从
文本的朴实笨重到叙述的轻盈灵动，语言上唯美
的努力，氛围上宗教气息的弥漫，神秘色彩的氤
氲，使文本虚实相宜韵味悠长”，于是惊呼，孙春平
小说中，终于有了对“虚”的营造。还有对那个“说
谎者”陈昌平的高超说谎技巧的认定和推许，其实
是对小说游戏精神和虚构能力的耐心咀嚼和咂
摸，谎言和错位，骗局与真相，洞察和拷问，往往构
成了叙事者在精神领地自由探索的方向与路
标……
我读《小焰火》，看着生命中的这个论者，这个
精彩的分析师，用性情、心意、思想和智慧，点亮了
自己的灯，留下了自己的火。在为我们提供的广阔
的精神空间中，释放了属于她自己的能量。

北京舞蹈双周七月举行

本报讯 6 月 5 日，由中国戏曲学
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主办的“青
春筑梦新时代”第十四届五月青春艺
术节在京闭幕。本届艺术节为期一个
月，秉承“青春、靓丽、成长、超越”的宗
旨，其间分别推出了五四表彰大会、校
园歌手大赛、母亲节送祝福、
“ 年轻的
传承”大学生艺术团专场演出、阳光体
育节、心理剧《魔椅》、
“ 韶华”服装秀、
“我的班级我的家”等一系列特色活
动，为该校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与相
互交流的平台，对加强学生组织建设、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促进作用。
闭幕式上同期举行了“音为梦想，
乐动青春”校园歌手大赛总决赛。比赛
分为“天籁悠扬，曲韵流长”
“ 巅峰对
决，梦之歌声”
“ 佳秀返航，激情飞扬”
“昂扬青春，强国梦想”
“ 王者加冕，扬
帆起航”等板块，一轮轮精彩的对决传
递青春正能量，充分展示了国戏学子
的艺术修养和不俗实力。为更好地展
示选手们的歌唱优势，本届大赛采用乐队现
场伴奏的方式，选手与乐队在排练过程中进
行了反复磨合，努力做到精益求精。
（范 得）

本报讯 6 月 8 日，陈卫平、沙永
玲《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新书发布会
在京举行。部分专家学者、出版方代
表和作者与会展开对谈交流。
《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由中南博
集天卷旗下品牌小博集策划出品，湖
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共
9 册，选出了自远古至清末一系列对
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
并以说故事的方式为小读者介绍了这
些历史人物和相关重大历史事件。每
本书还附赠了有声故事音频，与文字
版互不相同又互为补充，与图书配套
的 完 整 版 音 频 将 在 蜻 蜓 FM 平 台 上
线。出版方表示，该书的出版也标志
着小博集的少儿产品集群已初具雏
形，博集天卷开始在少儿出版领域全
面发力。
谈及创作该书的感受，陈卫平表示，自己
在筛选浩瀚的中国历史故事时，
尽量选择低年
龄段儿童可以接受的代表性人物和事件，
并配
以与图书相得益彰的音频，
力求让孩子们在学
龄前就能接触和学习历史，
拓展思考的深度和
广度。他希望大人们在给孩子讲述历史故事
的同时，还能进行更深层意义的阐释与探索，
引导孩子明史、
知己、
观世界。 （博 文）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
团日前在京宣布，今年 7 月 19 日至 31 日，2018 北
京舞蹈双周将与广大观众和舞者再度相约。届
时，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和现代舞爱好者们将齐
聚一堂，分享不同艺术舞蹈理念的交融与碰撞。
作为每年颇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现代舞艺术
节之一，北京舞蹈双周由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和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中国舞蹈发展计划联合主
办、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协办，自 2008 年创办以来，
今年已是第 11 届。本届北京舞蹈双周仍分为教
学周和展演周，包括国际知名导师参与教学的“舞
蹈营”
“ 大师班”和集中展示不同风格原创作品的
“焦点舞台”
“ 另类平台”
“ 青年舞展”等板块。其
间，
《无梦可梦》
《漂亮漂亮》
《本初》
《同一天空下》
《易季》
《冰树芳华》等中外现代舞作品将亮相“焦
点舞台”，
“ 另类平台”中的《踩过界》
《糖黐豆》
《走
西口》等作品将彰显现代舞的大胆创新和实验性，
“青年舞展”则将展出从报名作品中精选的 50 余
个节目。
北京舞蹈双周艺术总监曹诚渊表示，现代舞
有三项内涵特质，即个性的表达、创新的追求和对
人类时代的关注。希望今年的北京舞蹈双周能以
“打开眼界，认识自己”的精神，让身处其中的艺术
家和观众不断有新的收获。

以多种形式传承中国酒文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从日前在京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二届山西（汾阳·杏
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将于今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山西吕梁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办。
据介绍，本届酒博会由吕梁市人民政府、中
国酒业协会主办，以“举杯汾阳，品味世界”为主
题，其间将举办酒祖大典、世界酒文化高峰论
坛、
“一带一路”酒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酒

类采购商大会等酒类文化专业论坛和大型活
动，通过品牌交流、技艺展示、交易订货等多种
形式传承和弘扬中国酒文化。
谈及家乡酒文化的独特魅力，汾阳籍电影
导演贾樟柯在会上表示，酒和电影一样是一种
独特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甚至萍水相逢的人，
借助一杯酒就可以沟通情感。
“酒是我们山西汾
阳人血脉相连的纽带，因此我也会把这种情感
带入到我的电影中。”

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五月青春艺术节

汉藏书画艺术作品在京展出

说过：
“ 在历史学家还不想对它提出问题之前，
文献并不是文献，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在他
后面和根据他的观察建立了文献；历史学家同
样以这种方式建立历史事实。在这方面，历史
事实和其他的科学事实并无根本不同之处。”
（[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 页）如果说，
“ 文学
事实”是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那么，通向新的
“文学事实”就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其次，
作为解释的知识，文学理论提供“应然”的价值
理想。文学理论不是文学被动的叙述者，而是
积极的参与者。它要根据理想性的目标厘定什
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蹩脚的文学；什么是伟
大的文学，什么是平庸的文学；它也要和文学
一起，以悲悯的情怀去发现生活的残缺，抗议
人性的异化，时时提醒人们“生活并不如你想
象的那么简单”。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从来不
排斥价值，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是“文学理论
知识”的应有之义。那种认为知识与价值二分
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只是文学理论的价值
判断，应该努力避免廉价的个人主义的主观
好恶，防止缺乏根据的“过早给出意义”。
既然包含着价值判断，那么，文学理论知
识的合法性如何得到说明呢？这里有三点可以
提出来。第一，文学理论价值承诺的正当性。任
何一种理论叙事，都不应当回避价值承诺。价
值承诺在理论叙事中犹如“元理论”或“宏大叙
事”——最低限度的“共识”是理论展开的起
点。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里把
“拆解元叙事”作为后现代话语的知识特征，这
的确是一针见 血 的 判 断 。利 奥 塔“ 拆 解 元 叙
事”，体现了后现代理论家们无畏的怀疑勇气
和解构精神，是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但是，
“拆解元叙事”，不应成为拆解一切“共识”的
借口。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塞德曼在《有争
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一书
中，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后现代知识的种种变
异 之 后 ，明 确 提 出 了 社 会 学 的 价 值“ 承 诺 ”：
“不忌惮道德倡导，坚持人文研究应服务于创
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初承诺。这种社会学
应该担当起对它所参与创造的世界的责任。”
（[美]史蒂文·塞德曼著，刘北成等译：
《有争议
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徐迅：
《关于本书及其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显然，从“共识”出发，是文学理论知
识合法性的第一个根据。第二，反思性。文学
理论的知识是反思性的。反思性强调文学理
论知识的自我批判意识。自我批判意识是保
证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的第二个根据。同哲
学一样，文学理论不仅能够把对象——文学
作为反思的对象，而且还可以把自身作为反
思的对象，即把思想（意识）本身作为反思对
象。反思意识使文学理论知识获得了一个可
贵的自我审视的视角，能够不断地审视自我，
矫正自我，从而永葆活力。惟其如此，反思性
成为世界范围内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
科的一个基本特征。第三，协商和交流。文学
理论不是专业人士自娱自乐的“室内游戏”，
而是不断向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开放的。不独如
此，文学理论知识还是可磋商的，因为没有人
能够垄断知识。知识是共享的，可磋商、可交流
的，也是不断接受质询和批评的。正如马丁·华
莱士所言：
“ 文学理论只有在批评家们进行对
话和争辩时才会繁荣。对话与争辩防止我们自
满 的 假 定 我 们 已 经 理 解 有 关 文 学 的 一 切 。”
（[美]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吴晓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 页）对话是
平等的邀请，是互为主客，是相互参照，相互说
明。通过对话形成的文化多元互动，正是文学
理论知识合法性的机制保障。

《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首发

第二届昌耀诗歌奖揭晓

本报讯 第二届昌耀诗歌奖评选结果
日前揭晓。吴思敬获得特别荣誉奖，张清华
获得理论批评奖，宋琳诗集《口信》、阿信诗
集《那些年，在桑多河边》、陆健诗集《一位
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获得诗歌创作奖。
昌耀诗歌奖 2016 年设立，由青海省作
家协会、国际汉语诗歌协会主办。第二届昌
耀诗歌奖评奖 3 月 1 日启动，其宗旨是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激发当
代诗人创新创造和人格修炼，倡导汉语诗
歌的本土气质、原创精神、独立品格，推动
新时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征稿期间，评委会
征集到来自国内外的作品（含诗集、长诗、
组诗）共 291 部。评委会经过提名、阅稿、初评、终
评等环节，以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最终获奖者。据
悉，第二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将于 6 月下旬在
青海举行，还将举办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主
题的诗歌朗诵会等采风、研讨和创作活动。
（青 文）

理论与争鸣/新闻

高艳国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学院
副院长、山东文学社副社长高艳国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在
德州逝世，享年 50 岁。
高艳国，中共党员。2011 年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无人的夏夜》，
散文诗《今夜无眠》，散文集《昨夜的灯
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