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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

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

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

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

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页）这一深刻见解对当前文艺精品创作的启发价值在于：作

家艺术家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扎根当下生活、厚积薄发、以人民喜闻乐见

的形式创作反映时代主题的创新力作，是实现从精品到经典跃升的根

本途径。

经典都是对其产生时代情绪和精神的凝聚，都是那个时代社会

生活和精神的写照，没有脱离时代的经典。经典首先是当代经典。鲁

迅的“国民性”批判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主要针对清末民初的社

会现实和思想启蒙语境。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更是文艺复兴时代精

神的形象书写，以此掀起了反抗黑暗中世纪的热潮；托尔斯泰的《安

娜·卡列尼娜》深刻地揭示了俄国由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制度转型时期

各阶层人物的典型心态。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刘心武的“伤

痕”意识、蒋子龙的“改革”精神、路遥的“平凡人生”叙事、贾平凹的

“浮躁”情绪书写、张炜的“融入大地”诉求等也都浓缩着时代影子。当

代文艺能够创作经典之作，当代精品也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经典。虽

然这一“现代经典”不等同于文学史经典，但也要突出其可接受性及

广泛影响。唯有根植现实，通过典型形象凝聚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才

容易达到上述效果，成为时代的史诗。

现代经典不是神来之笔，不是模仿之作。它需要艺术家积极投身

实践，以“干预生活”的姿态回应现实，以妙笔生花的才能艺术地呈现

现实，书写当代中国人的奋斗与追求，凝聚中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放歌。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当前文艺创作没有达到理想高度，很大

程度在于偏离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去历史化”创作不尊重历史事实，

穿越、玄幻创作不尊重生活真实，游戏、娱乐创作不严肃对待生活事

实，低俗媚俗之作躲避崇高、不揭示社会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改变

上述繁而不荣、多而不精的创作现象，需要呼唤现实主义精神。现实

主义创作不仅在方法上强调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而且在艺术构思上

突出再现性、客观性，在表现手法上强调写实性；现实主义创作不仅

重视细节真实，而且重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这是一种

永不过时的创作方法。在现实主义看来，无论是取材历史还是当前生

活，艺术家都要有一种现实关怀，有一种问题意识，都要直面人生。

需要注意的是，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排斥浪漫主义情怀。“文

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

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

取光明”。（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

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因此，在具体创作中，艺术家应该

将现实精神和浪漫情怀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塑造正面人物，赞颂英雄形

象，以其在平凡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的事迹鼓舞人民，向人民昭示美

好的生活前景，描绘民族发展的美好未来，激励大家为实现各自的“梦

想”而奋斗。

努力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制约当前文艺经典涌现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较差，难以唤起读者兴

趣和观众欣赏欲望，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同质化、模式化、类型化创作盛行。作品取材“反腐”或关注“底层

生活”，意在传播社会正能量，本身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千人一面、

万人一声，看其开头、知其结尾，不能引起读者兴趣，其效果和影响可

想而知。二是琐碎化、离奇化的情节呈现。为了让读者感觉真实，事无

巨细、照搬生活；为了吸引读者目光，夸张化地虚构生活。有些作品虽

然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但总体让人感觉并不“真实”。突破上述“瓶颈”的根本途径在于作

家提高艺术修为，以现实主义“典型化”方式塑造典型人物。作品主要人物既要性格突

出，个性鲜明；又能反映生活中某类人的特点，具有典型意义。为了突出其典型性，作品

既强调细节真实，又注意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加以塑造，凸显社会发展某些本质规律。

如此处理，既能避免“席勒式”创作，又不至于重蹈“琐碎的个人化描写”，有利于典型形

象的塑造。“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

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这一深刻认识为

现代经典创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倾情服务人民，倾

心创作精品，热情讴歌全国各族人民追梦圆梦的顽强奋斗，弘扬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

在文学、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绘画、综艺等领域涌现了大批精品力作，取得了突出成

就。电影《百团大战》、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海棠依旧》等都是传播正能量，具有温暖人

心的好作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中的《长征大会师》《淬火成

钢》等都具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特质。它们是近年来文艺领域筑就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优秀之作。面对火热的社会实践，作家艺术家既要脚踏实地，

心系人民；又要坚守艺术理想，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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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呼唤文学批评的创造性
——关于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些思考 □林东涵

张柠就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提出了一个观点张柠就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提出了一个观点：：

文学批评的微信化文学批评的微信化。。换个更准确的说法是换个更准确的说法是，，文学批文学批

评的朋友圈化评的朋友圈化。。这是一个新鲜又有趣的说法这是一个新鲜又有趣的说法。。微信微信

的朋友圈有三大功能的朋友圈有三大功能：：点赞点赞、、夸耀夸耀、、转发转发。。当下的文当下的文

学批评如同微信里的朋友圈一样学批评如同微信里的朋友圈一样，，对批评家而言对批评家而言，，他他

往往看重的是阅读者对他文章的点赞往往看重的是阅读者对他文章的点赞、、夸耀和转夸耀和转

发发。。点赞数和转发数的量上去了点赞数和转发数的量上去了，，批评家就觉得这批评家就觉得这

个评论应该是火了个评论应该是火了，，就觉得自己写了一个好评论就觉得自己写了一个好评论。。

问题是问题是，，点赞和转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基于内容的高点赞和转发很多时候并不是基于内容的高

质量质量，，而是一种人情社交关系而是一种人情社交关系。。

更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圈化圈化””的问题的问题。。朋友朋友

圈是一个社交圈圈是一个社交圈，，是一个相对熟人化的圈子是一个相对熟人化的圈子，，而当下的而当下的

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也正在渐渐地朝也正在渐渐地朝““圈化圈化””的社交泥潭里沦的社交泥潭里沦

陷陷。。碍于人情碍于人情，，碍于面子碍于面子，，碍于对方的名气碍于对方的名气，，碍于自己碍于自己

的位置等等的位置等等，，这些这些““碍碍””，，恰恰成为了对文学批评最大恰恰成为了对文学批评最大的的

““害害””。。在作家和读者眼里在作家和读者眼里，，批评家的褒扬批评家的褒扬，，很多时候变很多时候变

成成了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情文或者吹捧文的人情文或者吹捧文；；而批评而批评

家的苛责家的苛责，，很多时候又被当成博人眼球很多时候又被当成博人眼球、、借机上位的借机上位的

““营销手段营销手段””。。批评家的脸庞就像冬天里被冻红的苹批评家的脸庞就像冬天里被冻红的苹

果果，，远远看上去挺好看远远看上去挺好看，，走近了发现难以下咽走近了发现难以下咽。。

为什么文学批评在当下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力为什么文学批评在当下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力，，

为什么批评家的位置变得这般的尴尬而不自在为什么批评家的位置变得这般的尴尬而不自在？？是是

的的，，文文学学的现场向来不缺乏批评家的身影和他们的声的现场向来不缺乏批评家的身影和他们的声

音音：：作品研讨会作品研讨会、、新书发布会新书发布会、、专家讲座专家讲座、、奖项评选奖项评选、、

年度排行榜评选等年度排行榜评选等，，但这些更像是一个社交化但这些更像是一个社交化、、功能功能

化化、、流水线化的文学舞台流水线化的文学舞台，，并不是批评家真正的舞并不是批评家真正的舞

台台。。他们真正的舞台他们真正的舞台，，是他们的批评文章是他们的批评文章。。批评家批评家

的声音的声音、、批评家的权威批评家的权威、、批评家的魅力批评家的魅力、、批评家的地批评家的地

位位，，是通过他们的文章舞台打造出来的是通过他们的文章舞台打造出来的。。毛姆说毛姆说，，为为

作家树碑立传的作家树碑立传的，，只能是他的作品只能是他的作品，，而对于批评家来而对于批评家来

说说，，为他们树碑立传的也只能是他为他们树碑立传的也只能是他们的批评们的批评，，而不是而不是

各种头衔和荣誉各种头衔和荣誉。。有才华的青年批评家有才华的青年批评家，，更不应该把更不应该把

才华当成进入这个圈子的敲门砖才华当成进入这个圈子的敲门砖，，刚出道时写出令刚出道时写出令

人惊艳的评论人惊艳的评论，，但一旦进入这个圈子后但一旦进入这个圈子后，，就开始把自就开始把自

己放在聚光灯下己放在聚光灯下，，放在评奖席放在评奖席上上，，而忘了当时为何从而忘了当时为何从

事批评的事批评的““初心初心””。。同样同样，，文学批评一旦把自己圈子化文学批评一旦把自己圈子化，，

自己给自己设定圈子的权限自己给自己设定圈子的权限，，设定进入圈子的边界设定进入圈子的边界，，就就

很容易狭窄化和封闭化很容易狭窄化和封闭化，，甚至自娱自乐化甚至自娱自乐化，，最终换来的最终换来的

可能是不断的萎缩和消亡可能是不断的萎缩和消亡。。这点这点，，不能不令我们警惕不能不令我们警惕。。

在在《《巴黎评论巴黎评论》》一书里一书里，，约翰约翰··欧文这么评价批评欧文这么评价批评

家的作用家的作用：：““我有个朋友说我有个朋友说，，评论家就像文学犀牛的啄评论家就像文学犀牛的啄

木鸟木鸟———不过他说得很宽宏大量—不过他说得很宽宏大量。。啄木鸟给犀牛带啄木鸟给犀牛带

来什么益处来什么益处，，犀牛几乎注意不到啄木鸟的存在犀牛几乎注意不到啄木鸟的存在。。评论评论

家们并未给作家带来什么益处家们并未给作家带来什么益处，，受到的关注却太多受到的关注却太多

了了。。””欧文的观点显然对批评家十分不友好欧文的观点显然对批评家十分不友好，，非常尖锐非常尖锐，，

然而这把尖锐的刀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里的刀然而这把尖锐的刀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里的刀，，戳戳

破了当下文学批评看似繁荣却又虚假的表象破了当下文学批评看似繁荣却又虚假的表象。。

在当下越来越多的批评文章里在当下越来越多的批评文章里，，如果读者有心如果读者有心

留意观察留意观察，，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现象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现象：：你看到最多你看到最多

的的、、最高大的最高大的、、最显眼的标志最显眼的标志，，不是作家的作品不是作家的作品，，更不更不

是批评家是批评家，，而是用一堆堆研究史料和一套套理论术而是用一堆堆研究史料和一套套理论术

语搭建起来的阁楼语搭建起来的阁楼。。这座阁楼这座阁楼，，远远望去炫目头晕远远望去炫目头晕，，

望而生畏望而生畏，，走近了发现是由各种素材拼贴而成走近了发现是由各种素材拼贴而成，，到处到处

漏风漏雨漏风漏雨，，难以留住过路的读者难以留住过路的读者。。对于批评家尤其对于批评家尤其

是青年批评家而言是青年批评家而言，，深厚的理论素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宽阔的学术视宽阔的学术视

野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野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批评家们挥向文学作品它是批评家们挥向文学作品

的强有力的刀背的强有力的刀背，，问题在于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把这个刀背当我们常常把这个刀背当

成了刀刃成了刀刃，，以之来解剖以之来解剖、、分析分析、、鉴赏我们的文学作鉴赏我们的文学作

品品。。而批评家们自身的批评精神而批评家们自身的批评精神、、艺术感觉和个人艺术感觉和个人

创造却难觅踪迹创造却难觅踪迹。。用杰夫用杰夫··戴尔的话说就是戴尔的话说就是：：““他们他们

不是在研究里尔克不是在研究里尔克，，而是在谋杀里尔克而是在谋杀里尔克，，‘‘你将他送你将他送

入坟墓然后去参加学术会议入坟墓然后去参加学术会议，，那儿聚集着几十个别那儿聚集着几十个别

的学术掘墓人想要杀死里尔克并将他再次送入坟的学术掘墓人想要杀死里尔克并将他再次送入坟

墓墓。。’”’”因此文学批评容易陷入僵硬死气的理论圈因此文学批评容易陷入僵硬死气的理论圈，，陷陷

入左搬右借的知识圈入左搬右借的知识圈，，陷入勾心斗角的名利圈陷入勾心斗角的名利圈，，缺乏缺乏

真正通过文本阅读来实现批评真正通过文本阅读来实现批评，，通过对生活感知来通过对生活感知来

达成批评目的达成批评目的，，通过对艺术独创来建立批评空间的通过对艺术独创来建立批评空间的

批评家批评家。。

有作家说有作家说：：““优秀的批评家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那些能做灯应该是那些能做灯

塔的人塔的人，，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这句话是从这句话是从

作家的角度来讲作家的角度来讲，，希望批评家所能达到的高度希望批评家所能达到的高度。。遗遗

憾的是憾的是，，有些批评家把这话当成了自己的基座有些批评家把这话当成了自己的基座，，从而从而

把自己的架势摆到了跟灯塔一样的高度把自己的架势摆到了跟灯塔一样的高度，，再来谈论再来谈论

作家的作品作家的作品。。我总觉得当下批评家的定位给我这么我总觉得当下批评家的定位给我这么

一种错觉一种错觉：：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家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家，，对作家作品的对作家作品的

好坏好坏、、价值以及意义价值以及意义，，钉下一锤子钉下一锤子，，下定好坏的判决下定好坏的判决

书书；；他们是德高望重的医生他们是德高望重的医生，，对作家作品的病症对作家作品的病症、、隐患隐患

进行望闻问切进行望闻问切，，从而判定作品在时间长河里的寿命几从而判定作品在时间长河里的寿命几

何何；；他们是眼光独到的鉴赏家他们是眼光独到的鉴赏家，，对作家作品的结构对作家作品的结构、、材材

质进行打眼琢磨质进行打眼琢磨，，给作品鉴定品级或者颁发收藏证给作品鉴定品级或者颁发收藏证

书书。。这些定位有问题吗这些定位有问题吗？？好像也没问题好像也没问题。。但为什么但为什么

批评家的声音喊得那么大批评家的声音喊得那么大，，侧耳倾听的作家和读者却侧耳倾听的作家和读者却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倘若有的话也是表面上的功夫倘若有的话也是表面上的功夫，，因为批评家因为批评家

大多时候掌握着各种评奖和排行榜的话语权大多时候掌握着各种评奖和排行榜的话语权。。

我对这些定位是表示怀疑的我对这些定位是表示怀疑的，，我以为我以为，，理想的文理想的文

学批评家学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真诚的文本解读真诚的文本解读

者者。。这点是基础这点是基础，，是前提是前提，，可恰恰也是最容易被忽略可恰恰也是最容易被忽略

的的。。我们的批评家我们的批评家，，尤其是年轻的批评家们尤其是年轻的批评家们，，经过长经过长

期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指导后期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指导后，，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理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理

论基础都具备了论基础都具备了。。做得更好点的做得更好点的，，对于文学史对于文学史、、文学文学

作品都有了大范围的涉猎和阅读作品都有了大范围的涉猎和阅读，，从而建立了对作从而建立了对作

品评判的维度品评判的维度、、标杆和参照标杆和参照。。而事实上而事实上，，所有这些学所有这些学

术术、、理论和标杆都不过是评判作品时的潜在武器而理论和标杆都不过是评判作品时的潜在武器而

已已，，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收获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收获。。文学作品本身是文学作品本身是

土地土地，，需要批评家们一寸一厘地读懂需要批评家们一寸一厘地读懂。。有必要指出有必要指出

的是的是，，这个读懂不是简单地复述和解读故事这个读懂不是简单地复述和解读故事，，不是跟不是跟

着故事的鼻子一路嗅着前进着故事的鼻子一路嗅着前进，，然后对故事的脉络进然后对故事的脉络进

行层层梳理行层层梳理，，最后加几句感触的评价作为结束语最后加几句感触的评价作为结束语。。

这样的评论看似很认真地研究了作品这样的评论看似很认真地研究了作品，，而事实上你而事实上你

会发现会发现，，批评家好像说了很多批评家好像说了很多，，但好像什么也没说但好像什么也没说

透透，，原因就在于原因就在于，，批评家在这一刻充当的是化妆品或批评家在这一刻充当的是化妆品或

增高垫的角色增高垫的角色，，于作者于作者、、于读者并无实质性益处于读者并无实质性益处。。

真正意义上的读懂真正意义上的读懂，，需要批评家对作品像品茶需要批评家对作品像品茶

一样地咂摸一样地咂摸、、品读和思考品读和思考，，同时还要读懂作家创作的同时还要读懂作家创作的

内在轨迹和精神世界内在轨迹和精神世界，，是作品的心灵风暴激荡起了是作品的心灵风暴激荡起了

批评家的心灵风暴批评家的心灵风暴，，从而产生了批评的欲望和诉从而产生了批评的欲望和诉

求求。。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需要态度上的真诚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需要态度上的真诚，，还需还需

要能力上的真诚要能力上的真诚，，更需要一种心灵上的真诚更需要一种心灵上的真诚。。外界外界

对批评家一直有这么个误区对批评家一直有这么个误区：：只要是肯定的只要是肯定的、、表扬表扬

的的，，可能多数都是虚伪的可能多数都是虚伪的；；只要是否定的只要是否定的、、批判的批判的，，多多

数要比表扬来得真诚数要比表扬来得真诚。。但其实对于一个批评家来但其实对于一个批评家来

说说，，重要的不是他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重要的不是他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他在对待而是他在对待

作家作品时所持有的姿态—这种姿态应该是尊重作家作品时所持有的姿态—这种姿态应该是尊重

的的、、谨慎的谨慎的、、谦逊的谦逊的、、平等的平等的，，也就是我所说的心灵上也就是我所说的心灵上

的真诚的真诚。。只有心灵上的真诚只有心灵上的真诚，，才能发现作品内层细才能发现作品内层细

微而隐晦的褶皱微而隐晦的褶皱，，才能倾听到作者美或痛苦的灵魂才能倾听到作者美或痛苦的灵魂

之叹之叹。。真诚的姿态真诚的姿态，，才能造就真诚的批评才能造就真诚的批评，，才能真正才能真正

地打动人心地打动人心。。倘若批评家高高在上倘若批评家高高在上，，往往才看到作往往才看到作

品的发际线在后退品的发际线在后退，，就高声疾呼就高声疾呼：：这作家在吃老本这作家在吃老本，，

在倒退在倒退，，在不思进取在不思进取；；却没有看到作品内在的肌理和却没有看到作品内在的肌理和

线条一天天在圆润线条一天天在圆润、、丰满丰满，，而这个是需要批评家们弯而这个是需要批评家们弯

下腰来下腰来，，真诚对话才能得来的真诚对话才能得来的。。

作家是通过叙述故事作家是通过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来表达他对塑造人物等来表达他对

现实世界的看法现实世界的看法，，而批评家在借助作家的作品这个而批评家在借助作家的作品这个

望远镜望远镜，，结合自己的学术结合自己的学术、、才华才华、、经验和感受来分析经验和感受来分析

作品的同时作品的同时，，同样可以来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同样可以来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

法法。。这点上这点上，，批评家与作家是相互缠绕却又分开并批评家与作家是相互缠绕却又分开并

行的行的。。我们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常常把自己狭窄化和阉割化常常把自己狭窄化和阉割化

了了。。有种奇怪的现象有种奇怪的现象，，我们一直要求我们一直要求，，在评价一个作在评价一个作

家作品时家作品时，，不能单个地不能单个地、、孤立地孤立地、、割裂地来讨论这个割裂地来讨论这个

作家的作品作家的作品，，而是要从作家整体的创作谱系而是要从作家整体的创作谱系、、更高维更高维

度的成长轨迹来探讨它度的成长轨迹来探讨它，，甚至是放在历史和时代的甚至是放在历史和时代的

整体性上来进行观照整体性上来进行观照；；但对于批评家但对于批评家，，我们是否考虑我们是否考虑

过过，，当我们把某个批评家的文章罗列在一块时当我们把某个批评家的文章罗列在一块时，，我们我们

是否能够看出这个批评家独有的个人批评理念是否能够看出这个批评家独有的个人批评理念、、思思

想体系想体系、、艺术追求以及精神维度艺术追求以及精神维度？？当批评家把作家当批评家把作家

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量时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量时，，是否建立起这么是否建立起这么

一个观念一个观念：：批评家现在发出以及未来将发出的声音批评家现在发出以及未来将发出的声音，，

也应该构成一个独立于作家存在的创作整体也应该构成一个独立于作家存在的创作整体？？

从这一点出发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我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家理想的文学批评家，，更更

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具备独有的创造具备独有的创造

性性。。““评论只有在自身也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后评论只有在自身也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后，，才能才能

流传于世流传于世。。””这是詹姆斯这是詹姆斯··伍德评价埃德蒙伍德评价埃德蒙··威尔逊时威尔逊时

说的话说的话，，同时詹姆斯同时詹姆斯··伍德也是这么践行自己的批评伍德也是这么践行自己的批评

理念的理念的。。我想我想，，这也是詹姆斯这也是詹姆斯··伍德能够被誉为这个伍德能够被誉为这个

时代最好的批评家之一的理由时代最好的批评家之一的理由。。我以为我以为，，这句话几这句话几

乎可以作为所有批评家的注脚乎可以作为所有批评家的注脚。。把文学批评当成一把文学批评当成一

种独立的种独立的、、创造性的文体创造性的文体，，并完成自主性叙述的批并完成自主性叙述的批

评评，，在这方面在这方面，，詹姆斯詹姆斯··伍德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伍德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他在他

的著作的著作《《不负责不负责任的自我任的自我》《》《小说机杼小说机杼》《》《最接近生活的最接近生活的

事物事物》《》《破格破格》》等等作品里等等作品里，，他没有玩弄各种主义他没有玩弄各种主义，，没没

有照搬各种理论有照搬各种理论，，也没有假惺惺的吹捧或随意的践也没有假惺惺的吹捧或随意的践

踏踏，，他凭的是深入文本肌理内部的阅读能力他凭的是深入文本肌理内部的阅读能力，，凭的是凭的是

自己富有吸引力的叙述语言自己富有吸引力的叙述语言，，凭的是自己深邃而独凭的是自己深邃而独

特的思考特的思考，，凭的是自己对生活和当下的发言凭的是自己对生活和当下的发言。。他有他有

时也观点褊狭得像条金枪鱼时也观点褊狭得像条金枪鱼，，有时也喜欢像孔雀般有时也喜欢像孔雀般

卖弄自己卖弄自己的博杂的博杂，，有时也难免像蚯蚓般专注得过于细有时也难免像蚯蚓般专注得过于细

致致，，可当我们把他的著作摆在一起可当我们把他的著作摆在一起，，我们就能发现我们就能发现，，他他

创作创作出了一套自己的批评理念和批评话语出了一套自己的批评理念和批评话语，，独立于作独立于作

品之外而存在品之外而存在，，自成体系自成体系；；我们发现我们发现，，其其实实，，优秀的批优秀的批

评家跟作家是共通的评家跟作家是共通的，，他完全能够提供跟文学作品一他完全能够提供跟文学作品一

样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理念样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理念。。当我们合上书时当我们合上书时，，批批

评家的形象清晰地跃然而出评家的形象清晰地跃然而出———他把胳膊搭在作家—他把胳膊搭在作家

的肩膀上的肩膀上，，像兄弟像兄弟，，像朋友像朋友，，像谏客像谏客，，像冤家像冤家，，相互抽着相互抽着

烟烟，，笑谈着或者对骂着笑谈着或者对骂着。。这不就是批评的魅力吗这不就是批评的魅力吗？？

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文学创造性的文学

创作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应该大声地跟那些不痛不痒的故应该大声地跟那些不痛不痒的故

事分析说再见事分析说再见，，跟那些端着架子板着学术脸的背影跟那些端着架子板着学术脸的背影

说分手说分手，，跟那些没有自己声音没有自己容貌的木偶跟那些没有自己声音没有自己容貌的木偶

说晚安说晚安。。我们所热爱我们所热爱、、所追求的文学批评所追求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应该是一

种艺术的对话而不是粗暴的诊断种艺术的对话而不是粗暴的诊断，，是一种思想的交是一种思想的交

锋而不是暧昧的拥抱锋而不是暧昧的拥抱，，是一种生活的感知而不是理是一种生活的感知而不是理

论的堆砌论的堆砌，，是一种再度创作而不是跟风的评价是一种再度创作而不是跟风的评价。。哪哪

怕读者没有读过作品怕读者没有读过作品，，依然能透过批评感受到作家依然能透过批评感受到作家

学识的光芒学识的光芒、、思想的敏锐思想的敏锐；；哪怕作品已被时间湮没哪怕作品已被时间湮没，，

依然能透过批评感受到作家精神的严肃和艺术的魅依然能透过批评感受到作家精神的严肃和艺术的魅

力力；；更有魅力的批评在于更有魅力的批评在于，，它还打开了读者想通往阅它还打开了读者想通往阅

读作品本身这一欲望的通道读作品本身这一欲望的通道，，批评家用自身批评的批评家用自身批评的

魅力魅力，，拉着读者的手说拉着读者的手说：：来来，，我带你一起去看作品里我带你一起去看作品里

最美的风景最美的风景。。而读者欢欣鼓舞而读者欢欣鼓舞，，迫不及待迫不及待。。

““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不在自己具

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

的存在的存在。。””李健吾的这个观点李健吾的这个观点，，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振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振

聋发聩聋发聩。。文学批评跟作家文学批评跟作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依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依附

关系关系、、附庸关系附庸关系，，它有其独立的创作意识它有其独立的创作意识，，有其特有有其特有

的作品价值的作品价值。。文学批评是在作品山崖上生长起来的文学批评是在作品山崖上生长起来的

树木树木，，它能够吸收作品的土壤和养分它能够吸收作品的土壤和养分，，从而转化成自从而转化成自

己批评之树里的营养成分己批评之树里的营养成分；；它能够把握住作品的灵它能够把握住作品的灵

魂和精髓魂和精髓，，从而转化成自己批评思想里的智慧结从而转化成自己批评思想里的智慧结

晶晶。。文学批评不仅要呈现出对作家作品的对话文学批评不仅要呈现出对作家作品的对话、、理理

解和评析解和评析，，提供一种文学风尚和审美的未来路引提供一种文学风尚和审美的未来路引，，更更

要呈现出批评家的要呈现出批评家的““富丽的人性富丽的人性””，，呈现出他的创造呈现出他的创造

性和独特性性和独特性。。批评是一种创作艺术的再生批评是一种创作艺术的再生，，同时也同时也

是对批评家精神世界的建构是对批评家精神世界的建构，，我想我想，，这是文学批评独这是文学批评独

特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特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冯牧同志是现当代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我曾在

他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和他有频繁的接触。中国有一句话：“天地

君亲师。”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从搞音乐史、音乐

评论，转到《文艺报》搞文艺理论与批评，是组织的安排，和冯牧的

决定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冯牧是我的导师，是我的领路人，

也是我的培育者，包括生活上，他对我们也很关心。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7年初，当时文化部刚刚恢复，成立

了政策研究室，冯牧、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是负责人，冯牧

排第一。后来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调走了，丁宁、徐非光、

江晓天进入领导班子。冯牧在拨乱反正中有大功劳，可以说

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冯牧是领军人之一。

当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林默涵等同志尚背着“文艺

黑线”的黑锅，许多老同志都没有被安排工作。所以那个时候

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担负了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冯

牧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非常关心创作，他看了很多的

作品，我接触的领导人里面看作品最多的，在我的印象里一个

是陈荒煤，一个是冯牧。荒煤看电影剧本，冯牧看文学作品，

看了之后，还要找政研室、《文艺报》的同志谈，他集思广益，或

者发表文章，或者在报告里面讲，甚至找作者本人谈话。像李

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没有冯牧就不会顺利出来。像邓刚

的《迷人的海》、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诸如此类很多的作

品，他都鼎力支持。冯牧看了很多作品，他不是一个空头理论

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书斋里面做学问的坐而论道者，而是在

实际工作中为党为人民培养了很多文学人才，推出很多文学

佳作。文化部政研室里面分两个组，一个是调研组，我是理论

组成员。当时文艺创作一片萧条，繁荣创作是很重要的任务，

但是有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有的人还在劳改，还在监督劳动，

有的人还戴着黑线人物、黑线头子的帽子。如果当时不拨乱

反正，不恢复文艺机构，不给一些人平反，文艺工作就没有办

法开展。巴老提出一个口号，叫“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

这是很重要的。冯牧在拨乱反正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

时是贺敬之提议的，请冯牧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他们配合

得非常密切，关系很好。研究室调研组调查过小说《刘志丹》

问题、“样板戏”问题、“文艺黑线”回潮问题等等，调查了许多

文艺界的冤假错案。理论组撰写了许多清理“四人帮”流毒的

重头文章。这些都是在贺敬之、冯牧的领导下进行的。我只

举很少的几个例子：

一个是天安门诗歌的平反。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说成是

总后台，如果天安门事件不平反，邓小平能彻底平反过来吗？

文艺界给天安门诗歌平反做了最多工作的，一个是童怀周，公

认的，历史不能忘记他们，写文学史要写这段。周扬在四次文

代会的报告里面讲，天安门诗歌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敲

响了“四人帮”灭亡的丧钟。那个时候“两个凡是”还很厉害，

文艺报刊中最早发表文章给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是《文艺报》。

1978年5月，开文联全委扩大会，决定恢复《文艺报》。1978年

7月，《文艺报》复刊面世，冯牧和孔罗荪是主编。复刊号发表

了周扬、李春光等在全委会的发言。李春光的发言中有大段

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字。我于 1978年 9月初到上海出差，

去了两天，冯牧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马上回来，我说什么事，他

说回来再说吧，我赶紧买了车票回来，他说你赶快写一篇为天

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我很快写出来交给冯牧。在秋末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11月18日，北京市

委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文艺报》早就准备好文章，

在 12 月号上发了署名郑汶和童怀周的两篇平反文章。再一

个，“黑八论”的平反，也是《文艺报》首先提出来的。1977年有

关同志找到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肯定了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

的主流，然后把它引申出来，文艺界也应该平反，那是1978年

秋冬。那时许多同志在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平反的发言、文

章中纷纷说，为什么讲我们是“黑线专政”呢？我们是批判黑

线的嘛，我们和黑线是对立的嘛，胡风的“写真实”论，我们批

判过，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我们也批判过，

我们是红线不是黑线。1977年底，《文艺报》约中央政策研究

室写过一篇文章，是邓力群、林涧青他们组织的，具体是他们

下面一个同志写的，写了以后，有一天冯牧找我说，你陪着我

看一下林涧青，因为林涧青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交换意见

时，冯牧提了点小意见，涧青同志要我动笔改一下，我只在个

别地方做了语气上的小改动。过了年，《文艺报》以“本刊特约

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文中说，“黑八论”中的时代精

神汇合论是可以讨论的，时代精神不是各种精神的汇合体，应

该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精神，但是它在政治上不是黑的问

题，而是个学术问题。其他的所谓“黑论”并没有错，当年是错

批了。所以，是冯牧、罗荪主持的《文艺报》，首次公开为“黑八

论”平反。

当时拨乱反正是要担风险的，“两个凡是”的势力还很大，

1977年4月，文化部理论组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里

面讲了“全面专政论”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

必须推倒。后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让社科院出了一个

简报，说众所周知，“全面专政论”是毛主席、周总理肯定过的，

《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出来必定会在全国引起混乱。当时的贺

敬之、冯牧他们把这个事顶过去了，而且他们都去承担，没有

追究执笔者的责任；还有一件事情，1979年初开理论务虚会，

冯牧也是参加者，后来出了一个简报事件。文化部出了一个

简报，说冯牧在务虚会上讲了，毛泽东的“六条标准”是六根棍

子。我和冯牧不是一个小组，我不知道冯牧在会上讲了什么，

但是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有仔细的简报，简报上没有这个话。

后来在丁宁的主持下，以室的名义写了个东西，报送文化部，

为冯牧澄清问题。过了不久，文化部成立政策法规司，原来的

研究室整体划给文联，成为“中国文联研究室”。

冯牧最后一次布置我写文章，是1983年。那年，文联召开

全委会，要通过一个《文艺工作者公约》。当时，职业道德已成

为众所关心、极需强调的问题。我奉命写就，全委会通过后刊

于报端。此后，冯牧全力和有关同志一起抓作协工作。我在

文联，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少了，见面也少了。但逢年过节，

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还是要去看望冯牧老师。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友谊医院，他已病危。他说诸葛亮活了 50 多岁，杜甫 59

岁就死了，我活了70多岁已经很满足了。听了这个话，我感到

心里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知道冯牧当时情况很严重，老领

导和我诀别了。我觉得冯牧是一位有大功劳、非常值得怀念、

值得学习的老前辈。

我的导师、领路人冯牧
□郑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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