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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与与““重述重述2020世纪中国世纪中国””
□□周展安周展安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

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

最强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应以中国人正在展

开的实践为主体，记录、书写新时代所发生的重

大变化，回答时代的课题。同时，当下中国是历

史中国的产物，尤其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讲

好中国故事”因此就不能仅局限于记录和书写这

几年的巨变，也需要重新讲述中国的历史，特别

是重新讲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一种长时

段、连续性的视野中，把握作为动态的文明体的

“中国”。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述20世纪中国的历

史，正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的核心论题。这些年

围绕“新清史”、“蒙元史”的辩论溢出历史专业的

领域，成为当下思想论辩的热门话题就是表现之

一。在“20世纪中国”的论域当中，“新革命史”、

“社会主义儒学”等话题也折射出“重述”所带来

的张力。这种“重述”的潮流是中国这些年飞速

发展的伴生物。“重述20世纪中国”，重新讲述中

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情感，以新的视角讲述中国

故事，这种“重述”的潮流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

社会的巨大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崛起”的历史图

景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对于“中国道路”的自

觉自信，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对“中国道路”的自

觉自信。文学向来以对现实变动的敏锐性而著

称，理应对当下社会发展和思想论辩的动向做出

回应。

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取材、讲述“20世

纪中国”的故事，也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

的重要取向。但是，相比于过去对“20世纪中

国”历史进步潮流的乐观描写，八九十年代文学

对于“20世纪中国”的讲述多以悲情化叙事为

主；相比于过去侧重于对集体的描写，八九十年

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的讲述多以个体化叙

事为主；相比于过去的宏大叙事，八九十年代文

学多以日常生活化叙事为主。去政治、去历史、

去现实成为作家们的普遍追求。“20世纪中国”，

尤其是“20世纪中国”中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的历史被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对立

起来，似乎要肯定后者就一定要否定前者。

上述创作特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

学”在面对“20世纪中国”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

特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创作取向有

其历史意义，但在今天，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

下，作家们应当在一种更加综合的视野中逐步

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话语模式，重新讲述20世

纪中国的历史。就此而言，“讲好中国故事”与

“反思新时期文学”及“重述20世纪中国”是同

步的。

所谓“重述”，是指相对于“新时期文学”的

历史观点，作家们应该以一种更具内在化和现

实感的态度来理解和呈现“20世纪中国”的独

特历史道路、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应该基于

20世纪中国人自身的历史逻辑对于“20世纪中

国”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或者这一存在当中的

某些重要时段、重要事件进行书写与重构。在

“重述”中，必然伴随着对于“启蒙”、“救亡”、“革

命”、“文明”、“个体”、“人性”、“世界”、“国家”等

等概念更具主体性的理解，对于启蒙与革命、文

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等等二元对立观念的松动

与综合。

在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中来“讲好中

国故事”，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主题：

第一，对“20世纪中国的战争和革命”的重

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中，战争与革命被做

了较为纯化的单面的描写；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战争与革命在人道、人性等概念底下趋于解构而

多呈现出压抑性的特质。在这些时期，传统、启

蒙、革命等常处于相互否定的对立关系中。战争

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主题，当下中国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当中浴血奋战

的结果。战争与革命有其残酷性，但严肃与正面

的态度应是战争和革命书写的基本态度。

第二，对“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述。在20世

纪文学当中，对城市的描写一直是薄弱环节，同

时，城市对于乡村又一直扮演着“不在场的对立

者”的角色。相比于“现代的”尘世，乡村或者被

描写为愚昧的、破败的，或者被抽象化为诗意的

园地。城乡关系在文学中常处于对立地位。进

入新世纪，客观上具备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野

中来看待乡土变迁和城乡关系的契机。在长时

段的视野中，对20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的

乡土世界应有更具动态性和内在性的描写，不仅

表现出乡土世界的苦难，也表现出这种苦难的变

化轨迹。对于城乡关系，也应逐步尝试摆脱对立

的思维格套，以“中国”的整体视野来理解城市和

乡村的关系。

第三，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重述。在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知识分子常被表现为

“受难者”的形象，民众多呈现为愚昧的群像，知

识分子和民众常处于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当

中。这种关系模式在当下不少作品尤其是影视

改编作品中还有表现。新时代文学更强调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基于此，作家应对知识分

子的精英意识和自我崇高化进行深刻反思，促使

知识分子的形象摆脱理想化和理念化的套路。

在大时代的动荡中，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不再

显示为简单的启蒙与被启蒙，而是一起在时代的

发展中成长和进步。过去作为“精神史”和“心灵

史”的知识分子历史，在新时代作家笔下，应逐渐

丰富化为“社会史”。

第四，对“少数民族与边地”的重述。上世纪

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中，少数民族和边疆世界常

被选择来传递“先锋”和“奇异”的文学效果，少数

民族和边地常流于“景观化”的地位，这是对“20

世纪中国”真实图景的遮蔽。20世纪中国是各

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中国。对“20世纪

中国”的重述，应包含对多元一体历史图景的完

整呈现，从不同的族群、地域、文化的视角对20

世纪中国进行书写。

第五，“重述”中对传统文学形式的重新评估

和选用。上世纪的文学书写，在文学形式上布满

了向西方学步的痕迹，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在多数时间表现为空白。新时代文学应自觉

在语言、结构等各方面重新认识和汲取传统文学

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史之学的书写特点，在文体上

同时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对传统文学形

式的采用不是对传统要素的现成摘取，而是结合

讲述中国故事的需要，致力于创造新时代的美学

风格。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以上主题对“20世纪

中国”加以重述的作品已经涌现出不少。徐贵祥

的《历史的天空》、胡学文的《血梅花》等对于战争

的描写，王安忆的《启蒙时代》、韩少功的《日夜

书》等对于新中国成立后重要历史时段的描写，

都展现了对“20世纪中国的战争和革命”的重

述；付秀莹《陌上》对如画的乡村风俗的表现、陶

少鸿《百年不孤》对乡绅道德力量的关注，更呈现

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多维画面，王安忆的《考工

记》、金宇澄的《繁花》、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等从

不同角度对城市的描写，都展现了对“中国城乡

关系”的重述；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宗璞的

《东藏记》、刘继明的《人境》以及韩少功的新作

《修改过程》等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放置到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段中，在和真实历史

的互动当中，展现了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理

解；王蒙的《这边风景》对新疆地区集体化历史的

书写、范稳的《水乳大地》和《碧色寨》对滇藏地区

历史变迁的书写、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对新中

国成立之后西藏地区历史的书写，展现了对“少

数民族和边地”的重述；《生死疲劳》对章回体的

采用、《上塘书》对地方志形式的采用、《老生》对

《山海经》结构的采用、《日夜书》对纪传体的采

用、《古炉》对于世情小说手法的采用等等，展现

了在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中向本土化文学形

式不同程度的回归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

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具备历史视野，

立足当下实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历史统一起来。对

“20世纪中国”这段历史的重述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应在新世纪以来文学发

展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20世纪中国”的“重

述”，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战争、

革命、建设、改革中所表现的一贯的强韧力量和

创造精神。同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只

是新时代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在此基

础上，还需要有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重述”，从

而展示出作为伟大文明体的“中国”持久的、生生

不息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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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玉刚范玉刚

2019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

员，并参加联组会。在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寄

语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

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在语重心长的话语交流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时代呼唤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

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

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

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

德引领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需要强

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伟大的精神力量，只有伟

大才能让一个民族赢得尊严和自豪，精神的伟大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新时代是一个“强起来”的时代，中国之强是

一种文明的感召。所谓“强”是一种精神内涵的充

实和美的力量的彰显，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伟大

与自豪，是对自身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尊奉和遵

循，这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根

基。作为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文学艺术应该书

写的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传

递的是理想信念的温情，凝聚的是人心的共识。

艺术的繁荣、文化的高地、民族文化的高位态，深

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由此熔铸的民族

话语表达与传播能力体现出的持久性文化创新

力和普遍性的人类价值诉求，是建构一个国家有

效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文化能力的关键。

时代是界定“伟大”的关键词。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的深刻用意必须深刻理解这个时代。

时代是我们的现实语境，是我们站稳脚跟的神州

大地，是我们仰望的星空。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

大时代，一个14亿人民投身其中的史诗般改革开

放的创造时代，一个处于民族伟大复兴拐点时

刻，放眼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变动不居，国际

风云诡谲激荡。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

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

凸显。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

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作为时代之担当，文艺与时

代同频共振就要扎根现实，不仅身入人民的火热

生活，更要在情入、心入中提升自己的艺术表现

力，在倾听人民的心声中增强审美创造力，使自

己的创作与国家的需求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关联，

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发出时代的声音。文艺的入

心、理论的接地气、文化的培根铸魂，直接关系国

运昌盛和民族复兴的伟业，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中

华民族以什么样的形象、姿态和追求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文脉的接续及

其如何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面对外来强势

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现实挑战，当代

文艺要在精品不断涌现中建构新时代的文化经

典，要有时代的艺术高峰和大师大作，要有拱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的精品力作，以伟大的精神力量铸就新

时代的人类文明之光。因而，只有包括繁荣文艺

在内的文化大发展，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形成与

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牢牢掌握

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

化安全，有效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和国家文化

安全。

“人民”是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关键词。

人民是革命话语的主题词，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政治文件和习总书记讲话中的高频词。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人民至上

的执政理念就是要把人民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文

艺就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

代的文艺创造。文艺家要把艺术才干的增长、艺

术表现能力的增强深深植根于生活、植根于人

民，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哺育自己，从社

会生活中汲取营养、挖掘素材、提炼主题，才能在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进行艺术创造、实现艺术进

步。文学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不仅要站稳立场，

而且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以精品奉献人民，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坚定文化自信。伟大的

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伟大的人民期盼伟

大的文艺作品。创作精品要力戒浮躁，扑下身子、

潜下心来，增强对艺术的感悟和表现能力，在勇

攀时代高峰中建构当代文化经典。在提高洞察社

会和适应时代能力中，理论创造一定要立足中国

经验、扎根中国实践，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穿其中，才能建构有中国特色和稳定根基的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明德”是悉心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关

键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这是《礼记·大学》的开篇之句，“君子之学”

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性，推己及人，使

人达到完善的道德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以“明德”

纵论文艺和理论的社会功能，不仅有着鲜明的问

题意识导向，还有着立足国际视野的战略思考。

国之灵魂蕴含着一个民族深沉的力量，文艺激荡

着一个民族血性的文化基因，振奋着一个民族委

顿的心灵，而昂扬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豪迈，英

雄情结是民族血气的集体无意识展示，发掘和触

动这个情节于笔端，就会在天地间铸就新时代的

精神图谱。“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

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

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在世

界文化竞争的舞台上，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为国

家培根铸魂。培土植根赓续的是历史的文脉，坚

定的是我们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铸魂挺拔的

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成就的是一个国家的伟大，

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培根铸魂，不仅兴盛

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还以当代文化经典的建

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伟大的精神

力量。

文艺创作和理论阐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最好的传播与践行载体，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一

再强调，当代文艺发展一定要倡导讲品位、讲格

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

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

批高水平创作人才，激励艺术家更加自觉地“明

德”，就是为了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培根铸魂旨在使

中国的文艺高昂起来，以心中的大义书写社会主

义的辉煌和新时代的民族史诗；旨在使中国的理

论立起来，在有效阐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提炼

出标识性概念、范畴、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

究和讨论，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人类文明的阐释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地方和民族的

特殊性中诉求普遍性的世界共同价值。习总书记的

谆谆话语蕴蓄了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理应以高远

志向、良好品德、高洁的情操、高尚的追求为社会作

出表率”的殷切期盼，旨在通过甄别美丑善恶醇化

社会风气彰显正大光明的品德，为中国的发展、民

族的复兴指明了清晰的价值导向。在迈向现代化强

国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传承古代君子风尚，更要有

现代文明意识的培育和弘扬，在历史的创造中实现

文化的进步，以文化人、文德教化，中华民族之伟

大必然显现于文化创造、民族精神之昂扬，必然

显现于国人的精神风貌，最终落实于为人类文明

的新贡献，这是新时代赋予文化生产、文艺创作、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讲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讲

话话，，是继文艺工作座谈会是继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和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和党

的十九大之后的十九大之后，，关于文艺的又一次重要论述关于文艺的又一次重要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

实意义实意义，，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和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和

指南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这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新时代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新时代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矛盾，，面临着新的挑战的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的时代。。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跟随着时代跟随着时代

的步伐的步伐，，感应着时代的悲欢感应着时代的悲欢，，因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因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对于中对于中

国当代文学来说国当代文学来说，，新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新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还是一个空它还是一个空

间概念间概念。。习总书记指出习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文艺创作新时代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

的空间的空间。。我理解我理解，，这是因为在新时代的空间里这是因为在新时代的空间里，，正在发生着历史的正在发生着历史的

巨变巨变，，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毅奋斗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坚毅奋斗，，正在中华大地上正在中华大地上

谱写壮丽的史诗谱写壮丽的史诗。。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近中国价值和近1414亿中国人民的磅礴亿中国人民的磅礴

力量力量，，正在这个空间里淋漓尽致地演绎发挥正在这个空间里淋漓尽致地演绎发挥。。当代文学要注视新当代文学要注视新

时代这个时间时代这个时间，，更要把握新时代这个空间更要把握新时代这个空间。。

新时代是新的时间和新的空间新时代是新的时间和新的空间，，对文学来说对文学来说，，这意味着新的历这意味着新的历

史内容史内容、、新的人物新的人物、、新的情感新的情感。。习总书记指出习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从当文艺工作者要从当

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捕捉创新的灵感。。要立足要立足

中国现实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

生活表现好展示好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中国力量阐释好。。我我

理解理解，，这些话语实际上指出了新时代文学所应具有的内涵这些话语实际上指出了新时代文学所应具有的内涵。。实现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及其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及其伟大成就，，是当代中国的伟是当代中国的伟

大创造和发展进步大创造和发展进步，，这一伟大创造和发展进步和经历着这一伟大创造和发展进步和经历着、、体验着这体验着这

一切的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一切的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以及其中所喷薄以及其中所喷薄、、所涌流的中国精所涌流的中国精

神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是新时代文学应该关切是新时代文学应该关切、、凝注和含纳的凝注和含纳的

历史内容历史内容。。新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更加接近实现伟大新时代是一个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更加接近实现伟大

复兴梦想的时代复兴梦想的时代，，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是走向富强是走向富强、、更加自信更加自信、、满满

怀希望的时代怀希望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精神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张扬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张扬，，正正

是来自这种富强是来自这种富强、、自信和希望自信和希望。。新的现实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新的生活，，既为文学提既为文学提

供了新的主题供了新的主题、、新的灵感新的灵感，，也必然涌现新的人物也必然涌现新的人物、、新的情感新的情感。。新时新时

代文学工作者面临着更新观念代文学工作者面临着更新观念、、调整心态去寻找调整心态去寻找、、去发现去发现、、去捕捉去捕捉、、

去表现新的人物和情感的新课题去表现新的人物和情感的新课题、、新挑战新挑战。。

新时代的生活必然对文学创作的现实题材提出要求新时代的生活必然对文学创作的现实题材提出要求。。习近平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繁荣文艺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繁荣文艺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

而在看望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这次讲话中而在看望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这次讲话中，，习总书记对此更习总书记对此更

有针对性地加以强调有针对性地加以强调，，明确提出了文艺创作者要承担记录新时代明确提出了文艺创作者要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讴歌新时代的

使命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为时代明德。。讲话对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的内涵讲话对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的内涵、、外延和意义进行了外延和意义进行了

界定和阐述界定和阐述，，值得文学界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思值得文学界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思、、领会进而实践领会进而实践、、探索探索。。

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着两个误区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一些作家对现实题材创作缺乏重视一是一些作家对现实题材创作缺乏重视，，缺少自觉性缺少自觉性，，更更

缺少紧迫性缺少紧迫性，，有的甚至对表现现实生活完全不感兴趣有的甚至对表现现实生活完全不感兴趣；；二是一些作家虽然从事现实题材创作二是一些作家虽然从事现实题材创作，，

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缺少热情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缺少热情、、态度消极态度消极，，作品充斥着灰色的生活作品充斥着灰色的生活、、灰色的人物和灰色的情感灰色的人物和灰色的情感，，

作品缺乏生气和创新作品缺乏生气和创新。。这其中的一大原因这其中的一大原因，，我觉得是文学观念的问题我觉得是文学观念的问题。。一些作家刻意与现实一些作家刻意与现实

生活保持距离生活保持距离，，认为现实题材作品无法成为经典认为现实题材作品无法成为经典，，把表现现实生活等同于图解政策因而不屑一把表现现实生活等同于图解政策因而不屑一

顾顾；；一些作家则认为只有灰色生活一些作家则认为只有灰色生活、、灰色人物与灰色情感才是真实的人性灰色人物与灰色情感才是真实的人性，，灰色的文学才是真灰色的文学才是真

正的文学正的文学。。我认为这样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已经陈旧我认为这样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已经陈旧，，已经成为一种已经成为一种

刻板和僵化的观念刻板和僵化的观念。。它对现实的变化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无所知它对现实的变化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无所知，，

它只以一种尺度或者说只以一种陈旧的尺度去衡量生活它只以一种尺度或者说只以一种陈旧的尺度去衡量生活、、衡量人衡量人

性性，，它的视角是单一的它的视角是单一的，，眼界是狭窄的眼界是狭窄的，，思维是缺少辩证的思维是缺少辩证的。。这种文这种文

学观念没有时代性学观念没有时代性，，也没有历史感也没有历史感，，落伍于时代的步履落伍于时代的步履，，也无法把握也无法把握

历史的变迁历史的变迁。。

现实是历史的前进与发展现实是历史的前进与发展。。新时代的生活新时代的生活、、人与情感人与情感，，脱胎于脱胎于

历史历史，，又与历史相区别又与历史相区别。。新时代的现实生活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已与历史拉开距离已与历史拉开距离，，呈呈

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特征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特征。。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理应敏感于这一当代作家理应敏感于这一

点点。。同时同时，，文学既面对历史文学既面对历史，，也面对现实也面对现实，，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的表现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的表现

是辩证统一的是辩证统一的。。学习习总书记的这次讲话学习习总书记的这次讲话，，我想文学界应产生一种我想文学界应产生一种

共识共识，，即反映现实即反映现实、、观照现实观照现实，，希望解决现实问题希望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的回答现实课题的

文学文学，，也是可以具有精神高度也是可以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的。。

践行践行““四个坚持四个坚持””
推动文学繁荣推动文学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