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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十几年前，做硕士论文，导师建议的选题是新世纪前

后的官场小说，自然少不了读张平的反腐主题小说，譬如

《抉择》和《国家干部》，直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当年读得热

血沸腾的情景。直面权力之旋涡、人性之幽暗，剧烈的正

邪相斗，张平的长篇小说有一股畅快淋漓的侠意，也有难

得的悲悯之意。他并不简单地将一个人的腐败归于其私

德的堕落，而是在思索腐败之来源，并力图回应一个小说

家与时代的关系。权力的腐败、社会生活风气的腐败、人

心的腐败，在张平的小说中，不是孤立的构件，而是彼此

依存的整体。

因为有了早年的阅读体验，在读到新作《重新生活》

时，阅读欲望被瞬间勾起，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多年前的

阅读感觉重新复燃，张平依然在热切地关心腐败问题，在

回应现实生活的困境。一个作家的良心依然还在。在如今

小说创作的环境下，一个小说家的良心和文学价值似乎

没什么关系。在反腐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谓良心就是一

个小说家的责任，就是对道义的辩护、对正直的回应、对

公心的维护、对艰难生活的正视、对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

的同情、对理想生活的关切。在腐败与反腐败的现实语境

中，腐败常常作为一个事件被小说家盘问，腐败分子被作

为这一事件中的人被小说家提审。经过险象环生的殊死

较量之后，因为上一级领导的介入，小说中最终的胜利当

然属于代表正义的一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反腐小说

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有着出人意料的清晰思路，其主题就

是反腐。在这样单向度的角度里，人性的幽暗多数不是人

性本身的幽暗，而是权力浸染之后的幽暗。一种小说题材

被单独命名后，它本该有的丰富性就将忽略，人们所看到

的就只会是“单独性”，这也就导致了官场小说抑或是反

腐小说的文学性较弱的缘故。

与前作相比，张平在《重新生活》中试图打破这种“单

独性”。张平没有选择腐败抑或是反腐败者作为小说叙述

的主角，而是将叙述视线从官场拉回到日常生活中，即身

处腐败场域但并没有参与腐败的人群。这当然是文学的

方式，也是腐败题材小说回归文学的曲径。质言之，当腐

败已经发生，并且是以人所不知的方式在发生，那日常生

活中的家人会受到哪些影响？由此导致的生活的落差，就

是小说家需要直面且加以细细分析的内容。当腐败者被

抓捕，他的家属如何重新开始生活，这真是很好的题目。

权力加印过的生活不是真的生活，一旦权力被剥离，生活

就将回到原形。那艰难的却又正确的生活，才开始露出凶

狠的獠牙，随时向人张牙舞爪，或者咬下人的皮肉来。而

为权力渗透过的社会生活，将对被权力抛弃的人和家庭

展示温情面纱被撕去之后的残酷，其真实程度取决于权

力的在场与否，犹如开关，一拉就是黑暗，再一拉可能就

是光明。从光明到黑暗，就在那一拉一关中。小说家张平

这次做的，就是合上了权力开关，让权力磁场消失了那么

一会儿，即从权力生活过渡到了被权力影响的社会生活，

教育的集体性焦虑就是其中一种。

如果说在张平之前的小说中，腐败者是一个人，或者

是一个小团体时，那在《重新生活》中，腐败场域扩大了，

由一个群体变成了一个场域。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染上

了权力烙印，人人皆在其中。贺绍俊引用了汉娜·阿伦特

“平庸之恶”的论述，来解释和命名这种被权力浸润过后

的社会生活。这是文学的警示和提醒，当权力生活开始向

社会生活大规模扩散时，危险信号已经拉亮了。社会生活

的伦理基础是公共道德以及建立在基础上的私人道德。

在权力面前，道德是软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当权力

游戏的各种规则通过某种渠道，越过道德边界，悄然进入

社会生活，并大规模地影响公众生活，破坏的不仅是社会

秩序，还会扰乱人心。换言之，当社会生活发生了质的变

化，私人的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遭殃了，因为规则被腐蚀

了，新的规则变得单一，就是利益交换。这种环境下的人不

可能是安全的，如此一来，新的生活需要重新开始，那就

是让权力的负面因子从社会生活中撤离，还生活于生活。

这就是重新生活的意义。权力的腐败者一旦被关进

笼子里，曾经打着权力旗号招摇过市、狐假虎威的人们，

或者有意无意享受着权力之荫的人，该怎样继续被权力

抛弃的生活？这个题材具有后置意义上的前瞻性，因为在

官场小说中，腐败者被抓后，亲属如何重新生活显然不是

小说家要关注的问题，读者也谈不上有多少兴趣。甚至可

以说，在反腐小说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人

们所满足的是腐败者被惩罚，一个有公心有公德的清官

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反腐小说其实是已知

答案的证明题，而不是未知情况下的分析题。生活作为一

个文学词汇，在张平的小说中，重新成为一个新问题，需

要我们思索并给予回答。正常的生活，理想的生活，作为

生活该有的样子是什么？答案就是艰难。

小说中有一段话：“从今以后，你一定要重新认识家庭，

重新认识生活。别说你爸你妈不是什么领导干部，即使真的

是个领导干部，你以后也只能自食其力，自己靠自己，你的

未来只能靠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可不是什么唱高调，这

是针对所有人越来越明确的行为准则，谁越过了这个准

则，谁就出局，谁就被淘汰。大家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的生

活，就是所有人的生活。”这段话还是乐观的，也是小说家

对现实留下的情面。倘若社会生活和权力生活可以分割得

那么开的话，那《重新生活》就不会从教育话题开始叙述。

张平写出了教育之痛，尤其写出了普通人群所经受

的折磨。还有什么比教育更容易与权力和资源分配发生

联系呢？即便权力的影响正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司空见惯，

但毕竟不像教育那样有着难以改变的时效性。一个家庭

在日常生活中与权力直面遭遇可能并不多，但教育是无

法回避的社会性问题，正常的家庭都需要渡过子女教育

这一条河。进什么学校、读什么班，在权力的庇护下，这些

问题都不是难题。相反，没有权力的影响，这些就都是难

题。张平选择从孩子入学的教育问题进入小说，显示了小

说家的敏锐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社会生活的规则

变幻不定，权力的隐形作用也就越来越大。权力及其附属

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才是结构性的难题，那意味着权力

之外的人群没有渠道去表达诉求和争取正当的权益。

张平写了一群父母为了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难题，在

校外租房子照顾孩子复习。做饭、等待、聊天和打牌，这是

一群热气腾腾地在生活的人。他们期望改变孩子的命运，

没有机会去攀附权力的高枝，只能用遵从规则的“笨办

法”坚持。这些“笨办法”是否合理，于他们而言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期望在漫长的忍受中获得命运偶然的奖

赏，孩子能考上更好的学校。这些父母都是什么人呢？沉

默的大多数，是不断更迭的遭受教育之难的普通人群。他

们的沉默中，有无奈、有忍受，也有对未来所抱有的朴素

的希望。他们相信，惟有通过努力，忍受煎熬，他们的孩子

由此就能获得机遇。如果他们有机会获得权力的垂青，从

而毋须忍受这些折磨会怎样呢？这些伴读父母在日常聊

天时，也无奈地说谁让咱们没有关系呢，只能这样靠本事

了，有什么办法呢！既无奈又乐观的心态正是社会生活中

正常的情绪，也是正常的伦理和价值。只有一个人的努力

和他的收获能够对等时，这才是一个理想的正常的社会。

权力浸透的社会生活正在破坏这一理想。我更愿意从这

个角度来理解张平的出发点。

小说中的教育现象，在社会焦点和小说文本之间搭

建了桥梁，从而具有了读者共鸣的感知基础。普遍性的社

会问题上，汇聚了普通人的关切。由教育问题到反腐问题

就显得别有匠心了。权力腐败下的教育问题，最终伤害的

会是谁？沉默的大多数父母？不仅仅是，损害更大的是孩

子。当孩子们从小就感到权力的非法魔力，他们的未来令

人忧虑。《重新生活》严峻地提出，当腐败渗入到了社会生

活，意味着反腐的未来是重塑正义的精神生活。人们反感

腐败，在于腐败破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我们无法相信和

依靠那些通过破坏规则成长起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

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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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生活》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对此我十分清

醒，从来没有过任何自足、自满，更没有过任何自我陶醉。

事实上，每次作品一出来，我更多的是战战兢兢、诚惶诚

恐，每时每刻都如惊弓之鸟。一个细微的信息、几个散乱

的传言，就会让自己坐卧不安，心烦意乱。更不用说，一部

《天网》曾让我吃了整整 10 年官司。从《天网》到《抉择》

《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一直到今天的《重新生活》，我的

心境历来如此。

现实题材的写作太艰难了，特别是涉及社会矛盾，涉

及党群、干群关系，涉及社会焦点、难点问题的现实题材，

尤其太难写了。曾经有人说过，能把这类题材把握好，并

能把这些题材改为电影电视的，全国也就那么几个人。很

多人看了《重新生活》之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分寸、火候掌

握得到位，说我如果没当这几年副省长，不可能写出这样

的作品。对这种说法，我也搞不清究竟是在褒扬我写作中

的一种成熟还是在暗示我所具有的一种局限，看问题究

竟是更全面了还是越来越缩手缩脚了。在写作中，我一直

在审视自己，作品出版了，我依然在读者的种种反馈中继

续审视自己。

对《重新生活》的评价，从出版社的审读之初就开始有

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其中议论较多的

是，我在《重新生活》中一改过去的风格，看不到我之前作

品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了。的确，我过去的一些作品，在结

尾中常常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说是有一个光明的尾

巴。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包括很多批评家都认为完全不需要这样。为此，我

曾做过无数的解释和阐述，但批评声依然持续不绝。《重新生活》是以绵绵晕

倒在考场上作为整个作品的结尾，然而这样一来，很多读者、编辑又担心起来

了，你不能让读者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这个结尾太沉重、太悲切了。

武祥是《重新生活》的主要人物，他的心态和心境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

普遍的那种心态心境。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文革”，经历过由极度

贫穷到快速致富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和一步步深入的改革开放。其实，现在面

临退休和即将退休的大批职工干部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这是这个年龄

段人人都无法避开、无法脱逃的社会印记，是至死都不会忘却的生命印记。

这一印记同今天所有在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言行作为之

间，有着一个必经的铺垫和精准的对应。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贫困的过去

是无法也不应忘却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他对社会底层的背叛和悖逆。这是

他们惟一同底层百姓可以产生共鸣的血缘和根脉。

有人说，愈是贫困的过去就愈会滋生贪婪的当下。对这样的判断我不认

可，也无法认可。穷怕了，才会拼命贪污，才会疯狂地敛财和受贿，这几乎是

在说，每一个经历过苦难贫困的中国人，都会成为巨贪大鳄。《重新生活》中

的魏宏枝和魏宏刚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事实上，作为市委书记的姐姐

魏宏枝，她也同样可以有许多敛财的机会和办法，但她没有，她甚至想都没

有想过。那种最朴素的底层百姓代代相传的道德意识与自律意识，绝不是毫

无价值和毫无抵御力的。而《重新生活》就是在努力展现这种价值和抵御能

力，也就是要告诉世人，同样的生活，会产生完全不同类的人生和世界观。

《重新生活》整部作品就是以一个姐夫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小舅子，如何

从市委书记蜕变为腐败分子，以及小舅子成为腐败分子以后，给他全家的生

活带来的两重天地般的巨大变化。从而也让大家都能感觉到，反腐并不是抓

一批腐败分子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一切其实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

进入正常的、正当的、健康的、有规则、有道德的生活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一个艰巨的过程。因此也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腐功德无量，拒腐人人

有责。这是心里话，也是必须要讲出来的话。

这些年，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关注很多当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然而

我们的文学却还有那么多的领域无人去涉足，或者无法去涉足。即使对当代

共产党人，对当代改革者、开拓者的文学创作和描写，现在也越来越少，近乎

绝迹了。面对着一座座文学的富矿，文学却无力去挖掘和描写，无法去挖掘

和描写，不能去挖掘和描写，这对当代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将是巨大

的、长期的、致命的。希望文学界不要对这类直面现实、描写现实的文学作品

过于求全责备，一定要宽宏大量，手下留情。这不是拒绝批评，更不是容不得

批评。事实上当代作家中，注重现实题材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现实题材的

写作也越来越不讨好。现实题材的创作需要激励，需要呵护。当代现实题材

的写作需要一个适合它成长的空间，我们要像善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一

些让它逐渐长大长壮的生存条件。现实题材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大家都太熟

悉了，特别是对眼下各种各样的现实人物和社会现象，孰对孰错、孰是孰非，

大家心里各自都有一本账。一部作品如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同身受，都能产生

共鸣共识，在现如今确实太难了。

（上接第1版）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故

事一直是中国作家讲述的基本内容，时代

的风云变化一直在作家的表达之中。

2012 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此后曹文轩、刘慈欣等又先后获得国际大

奖。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各国应有的尊重，

中国文学豪迈地进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

国”。在这样一个“联合国”，各国文学不仅

相互沟通交流各种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

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

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

个不断相互认同、不断相互了解和理解的

过程。现实可以表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

过程。从学习到对话，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

学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从“跟着说”，

实现了“接着说”、“对着说”。中国文学主体

性和文学自信的获得，是改革开放40年中

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我们面对西方文学

的挫败感终于成为历史，中国文学进入了

新时代。

越是了解世界，才会更深切地了解我

们自己。弘扬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本土文

化/文学资源倡导和实践，一直是一个没有

中断的思想文化潮流。这个潮流的形成，与

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

系。或者说，40年来欧风美雨的再次东渐，

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和感知了欧美

文化的性质和价值观，让我们对世界的历

史和今天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对世界的

认识和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本土

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才有可能明确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这时，我们强调

弘扬传统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

性，就不再是“唯我独尊”、“华夏中心”的天

朝心态，而是一种对他人、对自己都了然于

心的文化自觉。这方面，近年来中国文学创

作的价值取向证实了这一点，文学创作向

本土文化汲取资源创作的大量丰富、生动

的作品，不仅深刻表达了传统文化资源经

过现代转化，仍然可以有效地传承；同时，

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相互融

汇，也使中国文学无可避免地具有了可以

通约的世界性。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传

统文化”，不应该仅仅指我们的古代文化，

或者说，不应该仅仅指经史子集——那些

具有中国本土元话语性质的文化。传统文

化更是一个不断构建、不断丰富的文化。如

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应该包括中国本土

文化、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创造的现代

文化以及西方介绍到中国的优秀文化。这

三种文化的合流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传统

文化”。这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

认识和理解。

讲述中国故事，提炼中国经验，不仅是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方式和手

段。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即百年中国

内忧外患的状况，使中国文学逐渐形成了

创作方法上具有中国特点的主流，这就是

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知识界的启蒙诉求，

还是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通过文学艺术实

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

学观念，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

疏离过。即便是80年代，现代派文学、后现

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风靡一时，试图用形

式的意识形态打破“一体化”的文学场域，

建立多元的中国文学，但是，当这一期许实

现之后，诸多先锋文学作家，还是重新回到

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余华、格非、苏童

等是最典型的例证。近年来，小说在用现实

主义的方法表达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生

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学在总

体上不仅书写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而

且对人性更深入的开掘，对人性更丰富、更

多样的书写，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越来越多

的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

读者的喜爱。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改革开放

40年来的中国文学感到乐观和自豪。我们

拥有了这样的现实和基础，我们就一定会

拥有更加辉煌的文学未来。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2月4日至9

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

话剧《特赦》在国话剧场进行首轮演出。

该剧改编自民国时期施剑翘枪杀孙传芳

一案，通过一场场高潮迭起的庭审戏，引

领观众思索义与理、情与法的两难命题。

《特赦》讲述的这起举世震惊的枪击

案发生在1935年的天津。围绕此案，辩

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激烈辩论，审理过

程反转不断，社会舆论也扮演了重要角

色，最终让这场充满情法之争的命案以

国家特赦的方式结案。为更好地贴近角

色，主创团队前往施剑翘故居、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等地体验生活、搜集素

材，翻看施剑翘案卷宗，与历史专家座

谈，为二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该剧追

求现代感的视觉风格，台上台下的双层

演剧结构浓缩成两个时空，在庄重而冷

静的氛围中透露出民国气韵。

《特赦》由徐瑛编剧，李伯男执导，刘科栋

任舞美设计，江佳奇、高发、彭博、石展、王楠

钧、李晔、郭犇、夏奇等主演。主创团队表示，

全剧兼具热烈朴素的人文情怀和理想深沉的

法治精神，希望通过对民国奇案的探究，让观

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芒。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 21日，第三届

“我们与你在一起”公益好诗歌终评会、第二届

“万年浦江·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终评会

分别在浙江浦江举行，评出各奖项的获奖作品。

两项赛事均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

研究院、浦江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018年是“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

公益活动的收官之年。本年度的征文主题为“向

往”，要求作品以汉语新诗形式写出留守儿童的

向往、留守妇女的憧憬、留守老人的期盼，以细腻

生动的笔触温暖他们追求火热生活的内心。经

过刘向东、黄亚洲、卢楠、木汀、赵依等终评委评

选，最终从4300余首征稿作品中评出公益好诗

歌金奖和银奖作品。

早在700多年前，月泉吟社曾以《春日田园杂

兴》为题向全国发起征诗活动。2016年，浦江县

人民政府与中国诗歌学会签订了“打造浦江诗意

流淌的地方”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举办包括诗歌

大赛在内的一系列诗歌活动。第二届“万年浦

江·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以“脊梁”为征

文主题，共收到来自中外的2700余首诗作。经

过吴思敬、蓝蓝、树才、木汀、刘莹等终评委现场

评选，最终评出金奖、银奖、铜奖的获奖作品。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在日前举行的媒体探班活

动上获悉，作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的闭幕剧

目，由樊冲执导、作曲，陈铭章担任监制的人工智能题材原创

音乐剧《我AI你》，将于12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上演。

《我AI你》的故事背景设定为未来的2050年，通过机

器人与人类之间发生的一连串曲折的故事，映射出日常生

活中关于家庭、情感、工作等方面的各种现实问题。主创团

队介绍说，全剧将着力刻画一系列身份和性格不同的人物，

呼吁人们学会珍惜，用真心陪伴身边的人，珍惜每一份来之

不易的情感，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我AI你》由李莎旻子、田依凡、苑子豪、赵磊等新生代

演员主演，其中不少都是首次出演音乐剧。他们表示，将抓

紧时间认真排练，力求在表演中做到细节的精益求精。

本报讯 日前，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

清明杂志社荣获先进出版单位奖。作为我国出版

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自2008年以来

已评选4届。在本届评选中，《清明》与《收获》一同

获奖。

《清明》是安徽省文联所属文学期刊，创刊于

1979年，以原创性、文学性、现实性为办刊理念。

近年来，《清明》围绕安徽省文联“打造全国一流文

学期刊”的目标，推出了一批聚焦“四个讴歌”、反

映现实生活、展现改革进程、关注时代变迁的文学

力作，以跃动的时代脉搏、厚重的历史感、浓郁的

生活气息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清明》执行副主编赵宏兴表示，这次获奖是

清明杂志社的重要收获和成果。“这么多年的工作

受到肯定，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我们将以此为动

力，更上一个台阶。”赵宏兴表示，《清明》办刊一直

坚持“两条腿走路”，动静结合。静态工作是指一如

既往地办好刊物，比如选登重大节点的作品，开辟

一些名家专栏，争取发表的作品获奖等。动态工作

包括办好特色活动《清明》读书会，在社会上推广

《清明》，坚持下基层，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等。

（欣 闻）

本报讯 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罗

季奥诺夫·阿列克谢、俄罗斯吉彼里昂出版社社长斯

莫利亚科夫·谢尔盖带着广西作家4部俄文版作品来

到南宁，与广西部分作家和广西民族大学师生进行交

流。广西作协主席东西主持交流会。

此次由斯吉彼里昂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作品包括长

篇小说《篡改的命》《天等山》和《广西作家小说集》《广

西当代诗歌集》。其中《广西作家小说集》收录了12位

广西作家的小说，《广西当代诗歌集》收录了广西49位

诗人的诗歌作品。

罗季奥诺夫·阿列克谢、斯莫利亚科夫·谢尔盖在

交流会上介绍了这4部作品的翻译情况以及他们阅

读作品的感受。他们表示，东西的《篡改的命》、凡一平

的《天等山》、朱山坡的《骑手的最后一战》、光盘的《达

达失踪》等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性价值，特别是小说中

人物面对命运困境时那种不妥协的态度，令人印象深

刻。广西诗歌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象征意味，《广西当

代诗歌集》中的作品就是生动的例子。

在会上，卞成林、石才夫、张柱林分别向俄罗斯汉学

家介绍了相思湖作家群、广西诗歌与小说的创作情况。

黄晓娟、张旭、凡一平、黄佩华、朱山坡、李约热、田耳等

分别发言，希望有更多广西作品走进俄罗斯。（杜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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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我AI你》呼唤情感和陪伴

《清明》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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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诗歌赛事在浦江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