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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天和我们的文学
□徐广慧

这次坐的是普通列车，等着检票时，我找了

个座位，从背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小说集。闯入

我视线的小说是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青鱼》。

这篇小说语言劲道，画面感强，我很快着迷了。

开始检票了，我刚好读完第一章。上到火车上继

续读。周围人声糟杂，为了能准确捕捉每一字，

我就把声带震动调成跟周围人一样的频率。读

完，我拿出笔记本，以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女人和

两个小孩儿为观察对象写了一篇观察日记。写

完我就我的观察点与他们交谈，检验我的观察力

和文字表达力是否准确。

列车到站晚点了，但我们聊天的时间却更充

足了。我爱人早已在车站等我了。回到家，我一

边吃饭一边看起了电影。什么美女和野兽，其实

单从名字上看，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电影。看完

开头后，果然不怎么样，但是我对自己说一定要

看下去。作为一个作家，我看电影当然不是看

热闹，而是看它的主题挖掘、谋篇布局以及人物

语言，一部电影看完，我要总结出它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既然这部电影不怎么样，我还是想

完整地看完，看看它到底哪里不好。最终的结

果是，到后半部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关掉电

视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浑身难受。这一天

中所有美好的感觉，就这样被一部糟糕的电影

彻底瓦解了。在这之前，我一周要看七八部电

影，在这之后，我再没有打开一部电影的勇气了。

一个胡编乱造、没有正能量的文艺作品像地

雷，又像毒药，不仅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美的

体验，还会伤害我们的生活。

作为作家，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作家是什么，

文学又是什么，如果明白不了这两个问题，我们

不可能在文学上走得更高更远。

作家是要靠文字安身立命的。如果文字

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我想，那不是作家。人类

文明几千年至今，应该没有一个从未发表过任

何文字就称之为作家的。既然文字写出来印成

铅字或发到网上给大众看，就要对大众负责。

因而“文以载道”至今都不应该过时。作家不仅

应该对大众负责，还应该对他所在的民族和国

家负责。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时

代，同时又是一个迷茫和狂飙突进的时代。这里

的迷茫是指信仰上的迷茫，狂飙突进是指欲望上

的狂飙突进。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物质极大

丰富，精神却未免显得贫乏。在动物世界，物质

是第一位的；在人类世界，精神也是不可或缺

的。没有美好的精神，就难以有幸福美妙的人

生。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创

作出弘扬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文学作品，成为

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一部作品可以没有正能

量，但一部好的作品必须有正能量。

作家——一个手提明灯的人，他给人的生活

打上光芒；一个手握画笔的人，他给人的梦想涂

上色彩。文学里有光芒，有色彩，有梦，还有路。

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像喷泉一样，喷出智慧与

欢愉的水花；应该像花朵一样，不仅能用千姿百

态、万紫千红愉悦人的眼睛，还应该能用四散飘

溢、不绝如缕的清香熨帖人的心灵。

好作品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像喷泉和花朵一

样，是根植于土壤的。只有接地气、贴近人民生

活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好作

品。这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成了一个作家

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脱离现实的想象和创作

是不存在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经久不衰、光芒万

丈，说到底是它不仅关乎历史，顺应时代，又源于

现实，体恤人生。

我是搞小说创作的，去年冬天，我住在村子

里采风半个月。

怎么采呢？

我用方便面箱子写了一个广告牌：长故事两

元，短故事一元，笑话五毛。我把纸牌子挂在电

动车上，每天上午哪里有集市就去哪里，在集市

上摆摊。下午集市散了，我就走街串巷，一个村

一个村地转，去寻找那些等在某一条街上，肯于

给我讲故事的人们。我刚开始不好意思吆喝，就

在村口把声音录进手机里，到村里就放，叫手机

替我喊。今年夏天，我找了一所挨着大运河、座

落在村子里的学校，在那里住了40多天，我每天

骑着自行车飞越大运河去山东临清的公园里找

老人们聊天。

扎根生活，深入人民需要体力，还需要吃苦

精神。

摆地集那天，风摇晃着树枝，掀动着人们的

头发与衣襟，也一次次将地上的土抓起来，抛向

天空。我拽着我那在空中飞舞的头发，左手帮

右手，右手帮左手，和风抢夺我的广告牌子。虽

然牙关紧闭，我还是吃了一嘴土。人们在风里

跑来跑去，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给我讲故事，我就

扔下摊子跑到对面的家禽市场看那些装在笼子

里的大白鹅和小兔子，我缩着脖子跟一个卖鸡

的人聊天时，接到了我初中同学打来的电话。

同学说听说我在老家采风要犒劳我一顿。我骑

着车子赶到县城的饭店，一进门站在镜子前才

发现自己满头满脸浑身上下都是土，我的黑色

的翻毛皮鞋前面磨出一个口子都露出了脚趾

头，我竟然浑然不知。我的电动车没电了，挂在

车把上的牌子也被风撕烂了。我想，我那时一

定像个叫花子一样。我在水管前把自己冲洗了

一番，走进暖哄哄的摆满一桌子美味佳肴的雅

间，我很不适应，脸又胀又烫，痒得不行，这才知

道我的脸已经冻了。

夏天采风时，尽管抹了不少防晒霜，我的脸

和胳膊还是晒成了黑煤球。有一次我上午去聊

天，下午瘫在床上突然起不来了，浑身没有一点

儿力气，也不想吃饭。就这样躺了一天半没有出

门，后来去医务室才知道中暑了。喝了两瓶藿香

正气水后我又有了精神。我骑着自行车走在临

清大街上，仿佛走在一个大熔炉里，头被晒得非

常疼，仿佛被一根根带火的箭刺穿，马上要开裂

了。给我讲故事的叔叔大爷们没有来。广场上

空荡荡的，水泥地仿佛被烤化了，在我的眼前流

动起来。我推着自行车拼命往有房子的地方跑，

不顾一切地钻进一个有空调的照相馆，给我的头

降了降温。

我说这些不是叫苦，而是说，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吃苦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样的日子，每

一天都是刻骨铭心的。

在釆访过程中，我录了音，做了笔记，搜集到

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在了解中国农村改革

开放40年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我不仅获得了宝

贵的写作素材，个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个人的思想和修养真的有了提高，产生出一

种想要和祖国和人民对接的野心和担当精神。

我希望自己是个作家又像个作家。如果我

的作品不是太阳不是月亮不是星星，我希望它是

一个萤火虫。当人们把它捧在手心里的时候，能

够看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光亮。

我们的作品不能给读者添堵，它应该像站在

11层电梯口穿着白底蓝花旗袍面带微笑的美丽

女孩一样，对从电梯里走出的每一个人说：中午

好！餐厅在12楼，请这边走！

最美的花在广阔的原野上，如果今天我们交

换一个秘密，我最想和大家交换的就是：一个作

家，要写生活，写人民，真的必须要到生活中到人

民中去。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草心；作家皆殊列，名

声岂浪垂”。作家是时代的摆渡人，好的文学作

品是照亮人类精神世界的夜明珠。现在，祖国呼

唤我们，作家应该用心、用情、用功、创作出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

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古文明中，唯一从未曾中

断的文明传统。八千年历史长河里，古圣先贤和

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

化。直至今日，虽然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等现代化

浪潮冲击洗礼，依然焕发出璀璨的光芒，并将继

续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文明

进程。然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明，一时代有

一时代之受众，“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

法”固然伟大，也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被不同时代

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播接受
面临巨大挑战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人们

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

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

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

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

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

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当今时代进入信息社

会，与传统文化所产生发展的农业时代差别巨

大。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差异，人们生活水平

和方式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传播渠道和接受心

理的日新月异，都使传统优秀文化在当前的传播

中，面临巨大困难。

一是语言差异带来的阅读障碍。虽然古代

经典的“今注”“今译”“全译”等白话文本已汗牛

充栋，但翻译成白话和本来的文言原文，在信

息传递、情感表达、语境营造等方面，都会产生

明显不同，更何况由于今译者水平有限，错译、

漏译等现象时有出现。二是传统经典诞生于

特定时代，距今长者 3000 多年，最短也有近

200年，生活环境、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预设

接受对象等，都对经典的传播有着具体而明显

的影响。中国文论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古今环境现实的根本差异，使今天的读者不可

能完全理解古人的想法，必然会产生接受障

碍。三是人们的现实需求更加直接，传统文

化的实用性不足，影响了接受的动力。市场

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工作选择、发展机会更加

自由多样，但同时也使工作、生活压力空前增

长，经营、管理、财经，甚至“成功学”方面的图

书，受到更多青睐，因为可以产生更直接的助

力。相对而言，传统经典离现实生活较远，难以

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四是传统文化被“鸡汤

段子”所淹没。在电视，特别是微信等新兴媒

介的传播下，鸡汤段子被推送到每个人的手机

里，一个新现象是，引一两句古人的话，加以鸡

汤式阐释，成为行之有效的模式，容易使越来越

依赖手机的人们认为传统优秀文化就是劝人心

理平静的鸡汤，文化的深刻性严肃性，无形中

被消解。

强调传统文化对生活工作的实用性

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事实上被请到了

历史博物馆里。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旗帜下，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被空前强调，

“国学热”也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观念层面，给公众的感觉

是，传统优秀文化更多或者主要是作用于人的内

心，对于生活工作的具体事务没有直接的帮助。

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远期可以追溯到宋明理学

重圣人之学而轻视“俗务”的传统，中期与上世纪

80年代新儒家兴起有关。新儒家的核心观点，主

张儒家“内圣外王”，寻求“内在超越之路”，将东西

方文化区别简单地概括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

对立，认为中华文化重在性理道德，西方文化重

在求取实际学问，解决现实问题。这种观点，表

面上似乎在褒扬中国文化直指世道人心，其实却

将中国文化与现代人的现实需要隔绝开来，在重

事功的时代，将中国文化标签化为“无用”之学。

用一句经济学常用术语，财经、管理、甚至厚黑学，

以及西方来的学问，是“刚需”，中国传统文化，包

括传统优秀文化，是“柔需”。因此，用适合当代人

的方式阐释好传统优秀文化，第一条就是要强调

传统优秀文化对于现实生活、工作的实用性。以

儒家经典《论语》而言，许多人受《百家讲坛》的影

响，认为“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人的光芒下，快乐

成长”就是《论语》的本质。其实，孔子办学，首在

实务。孔子所言“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

是在立功无望之后的次优选择，因此，孔子把继续

从政的希望寄托到弟子身上。《论语》里，有大量如

何治国理政，如何服务国君、大夫，如何处理危机

事件等内容，所以古时一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

的说法，并非虚言，也不是读《论语》学成圣人，然

后就能自然获得超人般的治理能力。所以，进一

步发掘《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的

实用价值，与当今人们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变“无

用之学”为“有用之术”，虽然表面上仿佛降低了传

统优秀文化的层面，由“形而上之道”变为“形而

下之器”，但却顺应了当下人们的普遍需求，也开

发出传统优秀文化的另一天地。

以今视古，用今天的话语解读
古人言行

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朱光潜

《克罗齐的历史学》一文阐发道：“如果它引起现

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

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

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

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这句话再通俗

简洁一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即“以今视古”，用

今天的眼光、话语、现象等，连类取譬地理解、阐

述古代的人物、事件、思想、现象等。

从事专业历史研究，当然强调立足事件发生

的历史背景“还原历史”，对于普通受众，则可以更

灵活地“古今通变”，用今天大众熟悉的观点去解

释历史。中国历来讲究“以史为鉴”，用古代曾经

发生过的事情、存在过的人物和现象解释今天，即

“以古视今”。这种“向后看”的习惯，当然有利于

借鉴历史智慧，但也会产生“死人抓住活人”的效

应。黑格尔《历史哲学》认为，中国历史没有发展，

只有循环。在中国取得空前巨大的成就、前所未

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前所未

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不仅要看到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而且要进

一步发掘中国古代生活、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

代感觉，让接受者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确是世界

上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今天的中国生活方式在古

代已经存在，而且和今天一样有趣生动。不仅使

大家易懂易记，而且可以对增强文化自信起到积

极作用。比如，孔子办的私学，就是全世界最

早、最成功的公务员培训班，其目的不是培养单

纯道德高尚的人，而是训练德、能、勤、绩、廉

全面优秀的、服务国君或大夫的杰出人才。孔门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从政服

务领导的实用技能，甚至包括开车，而且孔子非

常喜欢和擅长开车。《论语》每则字数很少，简

单易懂，类似微博微信。魏晋时期出现了最早的

偶像崇拜、粉丝经济，伪娘、保健品、高跟

鞋，等等。易中天《品三国》之所以走红，主要

原因就是用现代职场之术来解读1800多年前的

人和事，变公众已审美疲劳的历史大叙事，为贴

近个人工作生活体验感受的细节小分析，借助电

视这一覆盖各年龄职业学历类别的传播途径，推

送到公众面前，才产生巨大影响。

全面发掘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秀、百家争鸣，儒、道、

法、墨、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以卓越的智

慧，奠定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根基。汉武帝用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其余各家

或隐于山林，或潜入民间，或消于无形，以至逮于

今日，传统优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传统儒

家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全面实现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就要把诸子百家中优

秀的，可以为今日所用的内容重新发掘出来，成

为先进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凝聚、优秀人才培养

的重要资源。

比如，墨子注重科学技术，墨子及其弟子在

生产实践中发现了小孔成像、滑轮受力、光线直

射、杠杆原理、天平原理、点线面体圆的概念等。

连发出“李约瑟之问”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也

感叹“墨家的科学水平，超过了整个古希腊”。法

家首重法律制度，蕴含“依法治国”的思想精髓。

名家具有严谨的逻辑学思维。道家对宇宙起源

的思考和自然哲学成就。炼丹术之于化学，风水

之于环境科学，勘舆术之于地理学，兵家之于军

事科学，纵横家之于外交和政治学等等。以及王

朝治理的科学性和对现代治理的启示，如科举之

于现代公务员选拔，丝绸之路之于现代国际贸

易，晋商之于股份制和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等。让

今天的人，看到中国古人天才的超前创新，在古

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变“我注六经”为“六经

注我”，既符合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特点，

情感上也更加亲切，容易获得认同。

还有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发掘复兴，那就是实

学传统。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标签化为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道德，重

气节，但无能力，轻事功。这一形象的固化，如

果不是有意为之，也是极大的误解。很难想象，

没有扎实的现实功用，中华文明如何可能经历

八千年风雨而长存。鲁迅说，中国从来就有埋

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替帝王将相

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耀，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真正支撑和推动民族历史

前进的，在“地底下”，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实学自古即

存，至清初颜习斋而成体系，主张“习动”“实学”

“习行”“致用”，反对宋明理学、阳明心学重性

理、良知而轻事功的倾向。可惜无论学院派的

新儒家，还是通过电视、网络、微信传播传统文

化者，都在接着或照着宋明理学或阳明心学

讲。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今天，实学传统无疑

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用适合现代人的方法阐释传统优秀文化的

思想内容，不仅是方法手段的问题，更深层次

在内容的选取和传播的视角。要从有益于增强文

化自信，有益于促进现实功用，有益于全面复兴

优秀文化传统的立场，契合现代人的认知和心理

特点，提升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阐释和传播水

平，取得全方位效能，让传统优秀文化焕发当代

光彩。

让传统优秀文让传统优秀文化焕发当代光彩化焕发当代光彩
□□李晓东李晓东 贺福中贺福中

用适合现代人的方法阐释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内容用适合现代人的方法阐释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内容，，不仅是方法手段的问题不仅是方法手段的问题，，更深层次在内容的选更深层次在内容的选

取和传播的视角取和传播的视角。。要从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要从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有益于促进现实功用有益于促进现实功用，，有益于全面复兴优秀文化传统的立有益于全面复兴优秀文化传统的立

场场，，契合现代人的认知和心理特点契合现代人的认知和心理特点，，提升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阐释和传播水平提升传统优秀文化内容的阐释和传播水平，，取得全方位效能取得全方位效能，，让传统让传统

优秀文化焕发当代光彩优秀文化焕发当代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