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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生活生活、、现实与文学的理想性现实与文学的理想性
□张艳梅

写出尘世的热闹与荒凉写出尘世的热闹与荒凉、、
生命的凋零与繁华生命的凋零与繁华，，在沉默的在沉默的
大多数中写出自己内心的声大多数中写出自己内心的声
音音，，在平庸的生活里写出情感在平庸的生活里写出情感
的深度的深度，，是文学的本质力量是文学的本质力量。。

困境是整体性的困境是整体性的，，但我们还是愿意看到独特的但我们还是愿意看到独特的、、
真实的真实的，，能够给我们以光照能够给我们以光照，，更接近真正的人的文学更接近真正的人的文学，，
这是作家这一职业惟一的尊严和价值所在这是作家这一职业惟一的尊严和价值所在。。

我们期待从小说中读到怎样的现实生

活？写作者如何呈现文学的理想性？现实生

活非常复杂，书写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是现实，

看到社会的弊端和乱象也是现实。无限放大

任何一端，都会偏离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要

求。而某种意义上，真实性是理想性的基础。

真实呈现生活，是现实性的一个方面；在客观

表现之上，还有主观判断，写作者如何看待时

代、生活，包括历史，同样非常重要。至于以怎

样的形式去表达，其实没有高下之分。虚构文

学并不比非虚构文学距离生活更远，如果非虚

构只是呈现生活表象，而虚构文学能够以巨大

的思想能力深刻揭示时代本质，显然距离真实

就会更近。

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并不是一个新

话题，在今天却很有意义。百年新文学长篇小

说创作主流就是现实主义，从1933年作为现

代长篇小说成熟标志的茅盾《子夜》，到2018

年影响广泛的李洱《应物兄》，都可以看成是现

实主义经典文本。至于新文学史上的人生现

实主义、主观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

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哪一种与批判现实主义

中的现实，与每一代人经历的现实生活更加契

合，不同的作家学者显然会有不同的理解。

从每年数千部长篇小说中梳理出写作者

的现实观并不容易，何况很多写作者并没有观

念的自觉。学者基于长篇小说创作与发展整

体，总结归纳每一个历史阶段现实主义的表现

形式，其实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是以具有

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依据的。所以我们看到

的文学史，是书写的文学史；我们看到的现实

主义发展演变轨迹，是学者参与的现实主义书

写。在这个话题的延长线上，还包含着对现实

主义自身的追问。

作家能否真实记录自己的时代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在未来都会成为

历史。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作家书写现实生

活，首先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在历史视野下，

看取眼前的生活，才会对时代变迁有更准确的

判断和合理的解释。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

话语方式，写作者被包含其中，从自我的生存

推己及人，传递的往往是借助个体而抵达整体

或是类别的思想。当然，现实主义标举的理念

符号，在社会学范畴内，习惯于把人和生活放

置在压抑与反抗二维之上，反抗现存秩序、生

存境遇和不可知的所谓命运。对个体而言，在

个性解放、民族解放、家国解放的宏大语境中，

其实始终缺乏感性存在的独特性。

那么，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作家到底应

该为我们提供什么？是服膺于真实，对现实生

活的精确白描；还是越过局部表象，给出整体

性的世界认知；或是回到个体最根本性的生命

现实，不仅写出体验层面的自我感知，还要写

出意识层面的普遍理解，回应个体的生存疑问

和时代提出的任何质疑？显然，这不是一个容

易给出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希望文学作品

不仅能提供生活细节和质感，还能够提供对生

活的思考和判断。当然，这些或许都不是问

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绝大部分作品中既

看不到思想，也看不到生活。

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与巴尔扎克、左拉、

托尔斯泰等任何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为我们提

供的现实，显然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时空

距离、观察生活的角度、写作者持有的世界观，

都有着诸多差异。每一个写作者对于本民族

的历史、当下的时代，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活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的认知。以新时期

以来40年长篇小说创作为例，优秀的现实主

义小说既具有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也包含对现

实生活不同维度的观照、追踪和回溯。

对于乡土中国历史、民族历史的书写，如

《古船》《生死疲劳》《活着》《古炉》《额尔古纳河

右岸》等，远比现实题材要影响深远。也就是

说，写作者更擅长以不同路径切近历史，却很

难有效地表达对当下生活的把握。这其中有

多重原因。从社会伦理学角度，作家需要对社

会转型期动荡不安的人心有更深入的观察和

了解；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和现实困境，后工业

时代人的异化和智能时代AI的人性化，都是

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文学无论是作为社会批

判的武器，还是理想建构的引导，都基于人的

解放的内在价值理性。正如社会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很多问题，面对经济下行带来的生存压

力、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拉大、

精神生活匮乏等等，都需要作家具有更强大的

内驱力，不被某些力量同化或异化，始终保持

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以及直面现实的勇气。

我们常常讨论文学表现生活的广度、思考生活

的深度，那么，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思想的深度

又在哪里，写作者以哲学眼光、历史眼光或是

纯粹个人体验式眼光去做出阐释和判断，都不

必然带来新的审美经验。

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

诸如《我不是潘金莲》《第七天》《春尽江南》《极

花》《王城如海》等等，在表现当代中国现实时

各有侧重，无论是正面强攻，还是侧面迂回、背

后包抄，大抵都是以问题意识作为叙事基础

的。作家们经历不同，关心的生活领域也有差

异，有的更关注农村问题，包括留守儿童、征

地、污染、乡村选举、空心村、拐卖妇女、乡村伦

理、后工业时代的自然主义等话题；有的关注

城市文明进程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心理生理改

变、普遍的精神危机，新颓废主义、空间美学、

人际伦理，新时代的偶像崇拜和集体梦想等话

题；有的关注国际视野下跨文化生存的多样

性，价值观的多元、文化冲突、代际冲突、全球

化以及资本主导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改变等

话题。一方面，我们正在经历现代民族国家和

高度现代化的达成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又不

得不面对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考验和不适。经

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制度变迁、资源

分配和观念裂变，带来了诸多社会公共问题。

写作者介入生活的方式不同，对现实的理解也

各有情怀。我们期待作家提供新的生活样态，

表现人心的深邃和幽微，而对于司空见惯、习

焉不察的一切，更希望看到作家对其有所发

现，这是一种参与式的、代入式的，或者探索式

的阅读期待。写作者在生活现场，还是不在，

能否写出现实带来的惊异、恐惧、怀疑、感伤、

追问、探索和成长，能否真实记录下这个时代

的声音色调、内在机理、个体创伤和痛楚，都是

现实主义的题中之意。

作家的独立思考与文学的理想性

写作不是生活实录，录像也有题材、角度、

画外音等艺术要求，写作呈现得更丰富，也更

深入，重要的是写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参与。我

们不可能活在一个抽象的精神世界里，不可能

逃避现实对我们的修饰和注目，也不可能完全

反抗现实对我们的禁闭和改造。关于现实和

现实主义的关系，波拉尼奥提倡现实以下主

义，期待以此激发年轻人对生活和文学的热

爱。至于现实以上主义，目的在于现实之中的

自救和超越，倡导去世俗化，摒弃某些世俗意

义上的成功和人生的庸碌，在形而上的路上对

自我和世界进行探索，拒绝与现实交叉感染，

活在现实以上平行感受。

现实题材写作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小人物遭遇的社会不公、人的社会境遇，社会

关系的聚合与离散等，人道主义立场决定了这

样的写作对于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的坚持。

尽管我们常说，作家不负责找出问题的根源，

不负责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有意义的写

作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意义的追求，即把有效的

表达从大量无意义的事件中剥离出来，赋予其

叙事意义。新即物主义主张精确呈现生活细

节：“摄影对生命的表现极强，而且需要观察正

确事物的眼睛。为此，并非根据敷衍的过程和

操作方法，而是必须运用纯净的摄影术才行。”

这是一种自然主义。作家不需要以纪录片和

非虚构的方式，才能够走进生活现场，赋予生

活原生态审美。能够深刻表现现实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关键在于写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情感

深度。就像格非谈到青年作家郑执、班宇和双

雪涛时说，“为什么在东北同时出现了这么多

高水平的写作者，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它最后的式微，它的衰落，整

个的集体主义留下来的资产馈赠，这些青年写

作者会经历到这种文化上的，我把它称为文化

幻觉的东西，他们打破这些，一下子就让人看

到生存的质地。”这就是现实主义。

破败的工厂、倒塌的村舍、荒芜的土地、浮

躁的人心，以及不断爆发的公共事件，如学生

食堂饭菜霉变、化工厂爆炸造成大量伤亡、山

火导致大批消防员牺牲等等，我们经历的这一

切有多么残酷，对作家的考验就有多么严峻。

生活充满戏剧感，现实主义写作反戏剧性，以

严肃理性的态度面对种种荒诞的真实，不是简

单还原生活，而是赋予生活以意义。忠实于生

活和内心的记录与思考，更接近我们想要的文

学。当然，技术越成熟，越容易对生活做出抽

象的归纳和整合，这种经过观念整合的生活，

展开后可以看到更广阔的存在。本质主义的

表达和自然主义的呈现并不是绝对的相互矛

盾，对生活现象的过度罗列会淹没作家的主体

意识，过分复杂的隐喻象征同样会抽空生活的

血肉。在时代表象背后，有着命运的合理性与

不合理性，有着合理的社会逻辑与反逻辑，有

需要被抚慰的屈辱与被照亮的幽暗，还有文学

始终在守护的尊严、正义和活下去的信心。

所谓时代乡愁，是因为个体的精神迷茫，

不仅是知识分子面对理想与现实种种落差的

困扰，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分裂。当我们不

能成为时代的独立发声者，实际上就等于放弃

了理想性追求。面对生活现实，作家如何能真

实冷峻地进行书写？一味的怀旧，很容易染上

都市怀乡病的虚假症候。黄咏梅评述安庆小

说《在荒芜小径上走出内心的繁荣》时谈到：

“现实主义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现实里，就像一

个故事，一个看不见的规则，隐形地笼罩着文

学。”孟繁华在《写出人类情感深处的善与爱》

一文中说：“文学的情义危机，是一个相当普遍

的现象。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

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贫穷的乡村几乎就

是恶的集散地……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

明在构建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只有欲望和

恶。……这种程式化、概念化的写作，不是来

自作家对当下生活真正的疼痛，而完全是一种

主观臆想，这些作品的编造之嫌是难以辩白

的。”写出尘世的热闹与荒凉、生命的凋零与繁

华，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写出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平庸的生活里写出情感的深度，是文学的本

质力量。

生活经常拒绝我们，惯用的说法是太不现

实了。一方面我们活得太现实，一方面又总是

不甘现实。我们今天讨论现实主义，已经发生

了太多变异，乐观主义者不是基于现实批判，

而是由现实而理想，乐于正面书写这个时代；

悲观主义者不是拒绝现实，而是以理想观现

实，无法认同接受这个时代。这些讨论对于创

作本身和理论推进，其实意义不大，如果试图

以此纠正那些形式主义创作或唯美主义倾向，

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现实主义题材抑或即物主

义书写，并不是文学惟一的路径。文学早已不

是社会发展的指南，连阐释者都不合格，每年

近万部长篇小说大都与生活、与现实、与艺术、

与理想毫不相关。文学不是人的精神逃逸之

门，也不是解决社会病态的良方。文学越来越

小众，真的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困境是整体性

的，但我们还是愿意看到独特的、真实的，能够

给我们以光照，更接近真正的人的文学，这是

作家这一职业惟一的尊严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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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改革

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巨变，为文学创作、特别是报

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创作资源。李朝全的报告文学

《最好的时代》，是与时代的呼应，也

是对时代的讴歌。李朝全用文学的笔

触，全景性地记录了浙江长兴县改

革开放40年发生的惊人变迁，鲜明

地映照和印证了浙江乃至全国的改

革开放历程。

自古以来，长兴都是富庶之地，

鱼米之乡。解放后的长兴是一个农

业大县，盛产水稻、油菜籽，被称为

浙江的“半个油瓶子”。然而，由于路

线偏移、政策滞后、思想守旧，在相

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鱼米之乡缺

“鱼米”，长兴人温饱有忧，被贫困压

得喘不过气来。

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之后，长

兴人最先感受到了春暖花开的气

息。先是狄家斗大队自发搞承包，紧

接着是乡镇企业、村办企业、个体户

遍地开花。一时间，农民的饭碗满

了，老百姓的口袋鼓了。然而，1988

年连续发生几次饮用水污染，导致

“水乡闹水荒”，县城无水喝。长兴人真切感受到了改革

带来的阵痛。当时，全县境内有2000多根大烟囱，生态

环境到了几乎濒临毁灭的地步。摔了跤的长兴人在思

考：接下的路该怎么走？2003年，浙江省委高瞻远瞩地

发布“八八战略”部署，长兴县委召开了“宁可放慢发展

速度，也要为子孙留下碧水蓝天”的“不发展会议”，决

定用铁的决心、铁的措施治理环境污染，长兴人从有水

快流、有钱快赚到壮士断腕、刮骨疗伤，开展艰巨的自

我拯救行动。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

吉余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

是长兴发展新的启动点。长兴从此步入科学、有序、可

持续发展的路径，迸发出势不可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长兴的实践印证了，改革的最大收获是人的思想

获得解放，而思想的解放必定会带来财富的解放。天能

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纳尼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戴明华、新明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世、

东方梅园董事长吴晓红等长兴精英，他们所创造的奇

迹，无不是因为改革而解放了思想，插上飞翔的翅膀。

正因为有了飞翔的翅膀，张天任才能将蓄电池这个污

染产业，通过科技改造，打造出“天能动力”，以“中国动

力第一股”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吴晓红则通过嫁接，

让青梅老树怒放红梅，长兴因而被评为“中国红梅之

乡”。长兴实践还告诉我们：长兴的崛起并不仅仅依靠

少数精英，而是全民参与。那些原本不过是普通的工

人、农民、复退军人、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失业者，一旦

他们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身上便焕发出惊人

的智慧和魄力。

长兴人总结出“大气、开放、实干、争先”的“长兴精

神”：“大气”体现了包容的人文情怀和大气的行事风格，

“开放”展示了睁眼看世界、抬头赶潮流的格局视野，“实

干”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工作态度，

“争先”则是敢为人先、誓当标杆、勇争一流的拼搏精

神。“长兴精神”是浙江精神和中国精神的组成部分，而

长兴的改革发展之路就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文艺工作者承担记录新时代、

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最好的时代》承担起

了这种使命。李朝全的主业是文学评论，这几年兼顾报

告文学创作。为创作这部作品，他几次下长兴，深入采

访，面对丰富的素材、众多的人物，进行高度的文学概括

提炼，作品节奏张弛有度、错落有致。人物性格鲜明、形

象生动。《最好的时代》充满理性的思辨，不时闪烁出思

想的火花。长兴在明朝时期最有名的佳话当属两位文

人共同治县：散文家归有光任县令、小说家吴承恩做县

丞，两人协力同心，整顿治安，锐意改革。500多年后，他们

所企盼的政通人和的景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在长兴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正逐步变为现实。

（上接第1版）
问：能否谈谈您的父亲？他对您从事文学创作有何看法？

高平：我父亲叫高恩传，早年因为上不起大学，便回到县里。在县

里，他受到一个秀才的青睐，这个秀才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我

父亲，也就是我妈妈。我外公后来资助我父亲到北平去上大学。我就是

在北平出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名字里有个“平”字。最初，外祖母给我

起名叫高北平。父亲说把地名当人名不好，就把“北”字去掉了。

父亲希望我当一个工程师。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以后需

要建设，那就需要人才。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搞文学。我当时在学校

组织文学社、办壁报，也曾受到过校方的警告。但后来，我父亲一看我

的数理化都不及格，实在不是搞理科的料，对我的文学爱好也就只好

表示支持。当时我想出一本诗集，那时出诗集要自费。当时因为物价飞

涨，出诗集不能按钱来计算，而是按两袋面来计算。我回家跟我父亲

说，他很支持。可家里最后还是出不起这两袋面，诗集也就没有出成。

我参加革命以后，在北平又见到过父亲。他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学

习。1949年9月30日，我们部队离开北平，父亲到车站送我。车久久不

开，我让父亲先回去。他经过前门箭楼时，天上飞着蝙蝠，他的肩膀在抽

动。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想到父亲的背影，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背

影〉与背影》。后来我在西藏工作，父亲在青海工作，因交通不便，大家工

作又很繁忙，一直到他病故，我们都没再见过面。可是，我们一直有通信。

他给我寄过照片。我记得父亲在一张照片上题了一首诗。他说：“我是儿

的父，儿是我的果。你看我是谁，原来还是我。伴儿西北去，不要想念我。”

父亲虽然说不要让我想念他，其实是他在想念我。父亲常说，“大难不过

一死，至穷不过要饭。没什么了不起。”父亲的这句话，常伴我左右。

问：能否谈谈歌剧《向阳川》和《二次婚礼》的创作情况？

高平：我是1961年到甘肃省歌剧团做编剧的，《向阳川》是我主要

执笔创作完成的歌剧。这部剧曾到全国巡演，很红火，很有影响。在北

京演出时，中央领导都来看过。周总理看过两次，他还学会了其中两首

歌。在接见演员时，周总理问我们团长：“这部戏谁写的？”团长说：“集体

创作的。”总理又问：“总有一个执笔的嘛。”团长没有说话。总理一看，也

就明白了。当时，因我是摘帽右派，没有资格来北京，该戏也不让我署

名。这个戏现在看来，还是有一些硬伤，缺乏生命力，这主要是因为受

当时文艺思想的限制。

《二次婚礼》主要是写了一个西藏女农奴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看上

一个男农奴的故事。当时，歌剧团团长和省委宣传部长，都认为这部戏

是一个大毒草，宣扬了“阶级调和论”。他们说，“不同阶级能相爱吗？”

“农奴主和农奴怎么能相爱呢？”我说：“他们不是相爱，他们的结合是

一种利益，甚至是利用。”这部戏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得到上演，

后来还拍成了舞台纪录片，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

到了“文革”时期，我几乎没有什么创作。闲来无事时，把中国古诗

翻译成白话诗、新诗。这其实不能叫创作。有人就说把古诗翻成白话

诗，其实就是把馒头还原成面粉。我觉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这些资料

我现在一直还保存着，也没有要出版的想法。

问：您对当下诗歌创作有何看法？您为何钟情于“二行诗”的创作？

高平：现在的一些诗歌作品太脱离生活,这些诗歌大部分是在自

我欣赏，都是小圈子的自我吹捧。有的诗人对西方诗歌亦步亦趋，对中

国古代诗歌的长处继承得不够。当下的诗歌，我认为大多没有古诗的

韵味，有的诗歌比散文还散，读起来云山雾罩，形式也不具备美感，读

起来也不悦耳。

“二行诗”源于最初自己思想的火花，但二行诗又构不成一首完整

的诗，扔掉又很可惜。我就慢慢把这些二行诗记下来。后来，积攒多了，

也就拿出去发表。最早的二行诗，发表在新疆的《绿风》，标题是《我说

两句》。出书时，标题又改为《一闪念》，后来干脆把“一”去掉，变成了《闪

念》。再后来，我就直接改名为“二行诗”。我现在只要有思想火花就写

下来，发在自己的微信上，现在这些诗还有一点影响。我写了那么多首

二行诗，能有一两首流传下去，我就很知足了。

问：请您谈谈您所写的小说《仓央嘉措》。

高平：我刚进藏的时候，就听到很多民歌，我觉得它们写得很美。

后来，我看了汉译作品，知道这是一个叫仓央嘉措的人写的诗。从那时

起，我就对他开始感兴趣了。后来，只要是关于他的资料，我都会抄写

下来。虽然他只活了24岁，但确实很传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想写

一部有关他的纪实性小说。很快，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创作完成24万

字的《仓央嘉措》。该书的出版并不顺利。后来，一直到2000年，中国藏

学出版社才出了这本书。

问：您也写了一些杂文。您是如何看待杂文这一文体的？

高平：杂文是一种高度精练的文体，它更直接、更犀利。当你有什

么不平、愤慨，就可以直接写下来，像匕首一样，有分量。诗歌、散文有

时给人感觉分量要轻些。鲁迅的杂文我很喜欢，他是我学习的榜样。现

在写杂文不是很容易，字句的推敲让人很费心。我认为，要想把杂文写

得深刻、尖锐，作家就要看得深，要敢于大胆地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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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火已归》 沐清雨

《许你春色满园》 糖罐小润

《刑警荣耀》 不信天上掉馅饼

《无字江山》 小神

《暗夜》 轩胖儿

《星辉落进风沙里》 北倾

《命悬一线》 千羽之城

《第二次初婚》 凌晨

《云过天青》 漠兮

《双生》 知更

《瓷美人》 绛河清浅

《匠心独你》 梨花颜

《核医荣光》 王鹏骄

《别爱无恙》 金陵雪

《命悬》 李枭

《同在金水湾》 沸丽也讨好

《天使国》 萧南

《金牌女律师》 云月如白

《待我有罪时》 丁墨

《乔先生的黑月光》 姒锦

《天空之城》 满城烟火

《星纪元恋爱学院》 八面妖狐

《绿茵峥嵘》 林海听涛

《真龙》 青狐妖

《全职武神》 流浪的蛤蟆

《开天录》 血红

《长宁帝军》 知白

《山河盛宴》 天下归元

《铁血胭脂》 蒋胜男

《大清首富》 阿菩

《大明望族》 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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