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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刘 琼琼

我得承认，《他乡》之于我，意义非凡。

写完《陌上》，我以为我会闲适一段时

日。看看书，写写短篇、随笔，去一些神往已

久的地方，见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然而并

没有。

创作的激情在熊熊燃烧，内心草长莺

飞，我听见我的人物们在风中哭泣着呼喊

着，要来这人世走一遭，来认领属于他们各

自的命运。这繁华而又荒凉的人世呀。

于是，我写了翟小梨、章幼通、老管、郑

大官人……有一度，我直写得神痴心痛，伏

案大哭不止。

我亲爱的人物们，他们的血管里有我

的热血，他们脸上流淌的正是我的泪。他们

穿着带着我体温的鞋子，在尘世间奔走。我

眼睁睁看着他们，经历一遍一遍的劫难，一

步一步走向命运的泥泞之地，而无能为力。

当翟小梨在北京的大街上奔跑的时

候，当她在无数个深夜辗转难安的时候，当

她在生活的歧路上进退失据的时候，当她

眼含热泪，站在命运的悬崖上，咬牙跺脚，

决意纵身一跃的时候，我分明听见那惊心

动魄的裂帛之声，来自于她的内心深处，那

激烈对峙之后巨大的撕扯和断裂。

书房里安静极了。窗外，是红尘扰扰的

人间。喧闹的市声，永恒的日常，千篇一律

而又亘古如新的伟大的生活。秋日的阳光

照在书桌上，我的一帧童年时代的小照，花

衣服、小辫子，冲着镜头眉头微蹙，神情严

肃。是不是多年以前，年少懵懂的时代，我

便预感到，人生的谜底、命运的莫测，远比

那些小孩子的游戏更令人费心琢磨。

人心是多么辽阔幽深呀，它能盛放一

切，痛苦、幸福、悲伤、喜悦。情感的风暴、心绪的波澜，热泪、呜

咽、呼号，甚至一触即痛的疤痕，艰难愈合的伤口。而小说，正

是人心的牧场。人心有多么浩渺苍茫，小说就有多么复杂幽

微。有人说，翟小梨就是我。如此简单粗暴自以为是的判语，我

不能承认——尽管透过命运的森林，这个女人身上投下的，重

重叠叠、斑斑驳驳，尽是我的光影。然而，我也不敢理直气壮地

说，我跟这个叫做翟小梨的女人毫无干系。如果说小说是作家

的白日梦，那么《他乡》，大约便是我的梦境之一种。小说是虚

构的艺术。这是小说家的叙事伦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

样的阅读经验。一件生活中曾经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小说家的

笔下反而叫人觉得虚假。而小说中虚构的人和事，却往往令读

者信以为真，仿佛曾经真实发生。这涉及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

实之间的关系。《红楼梦》有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早在

我执意写下这满纸荒唐言的时候，就没有打算作任何解释。

《他乡》一经完成，她早已不属于我，至少，不仅仅属于我自己。

且让她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命运吧。不论是误解还是知己，荆

棘亦或者鲜花，经受她该经受的，得到她该得到的——赞美、

流言、传奇，蒙尘的心事，亦或者深藏的光芒。

多少年来，在尘世间行走，来路越来越长，前路越来越短。

古往今来，任是英雄草莽，贩夫走卒，谁能逃得过时间的裁决？

有时候，看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肉香酒浓，红尘纷扰，禁

不住悲从中来。这世上的一切，伤痛也好，欣喜也罢，爱与恨，

哀与怨，荣辱得失，无边风月，都是要了的，做不得真。也因此，

都值得谅解和宽恕，值得抚慰与悲悯。

当所有的故事走向结局的时候，翟小梨发出致陌生人的

一封情书。热烈而又绝望，痴狂而又充满虚无。内心深处，爱的

烈焰依然明亮，而空留一个苍凉的手势，向着命运和灵魂的理

想之地，发出强烈的表白、吁请，以及呼告。对爱的不灭的梦

想、不息的追索、不甘的热泪、不屈的姿势，这大约是翟小梨之

所以是翟小梨的缘由所在吧。

在《他乡》里，个体经验的现实与虚构，时代背景的显或者

隐，想象边界的清晰和模糊，可能性的有限或者无穷，某种意

义上，大约都是不足道的。《他乡》仿佛一个巨大的隐喻，关乎

急剧变化中的中国，关乎时代巨变中人的命运遭际，关乎生活

激流中破碎或者完整的新的中国经验，关乎你，关乎我，也关

乎她和他，以及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他乡》，终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

长篇小说《他乡》是付秀莹继《陌上》之后

新近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在我看来，某种意

义上，它比《陌上》更重要，它证明作家具有连

绵持续的创造力。许多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

往往缺乏这种持久的力量，但也有例外，例外

者便是“这槛中人”。我高兴地发现付秀莹属

于例外者阵营。这个少数派阵营能轻松驾驭

各种文体包括长篇，并且每一次写作都相当

于终点，如绝笔书般纯粹、诚实、完成度高。这

种写作态度，对于写作者，对于文学，是幸事。

一

回到文本，如果说《陌上》是关于中国北

方乡村现时段风俗人情画的分节片，那么，两

年后走出《陌上》的《他乡》，藉由一个青年知

识女性对于城市的主动闯入，爽利地揭开了

被黏稠、复杂甚至有点神秘的网络覆盖着的

当下城市生活场域。这种城市生活是一把变

化莫测的双刃剑，在这把锋利的双刃剑面前，

两代知识分子的世俗生活和精神内在被清晰

地切划出若干个剖面，显示着滑行、成长、蜕

变的异同轨迹。这些轨迹以及影响其变化趋

势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勾连、沟通、勾勒

出上世纪末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城乡巨变的重

要图景。付秀莹的纤纤细笔看似风轻云淡，甚

至有点抒情告白的意味，但这是文学的障眼

法，切实暴露和剖析20年来时代生活的巨

变，才是小说的价值落点。

巨变，是这个时代的整体特征，在这一整

体性下，比较起乡村生活的相对稳定和单一，

城市则意味着重塑——对于身份和生活方式

的重塑，意味着流动——生产和生活空间的

流动，意味着陌生——对于各种人才的不断

需求必然导致人口流动、生产关系变化更新，

意味着复杂——变换本身就是挑战和难以捉

摸。也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尽管当下许多作

家从乡村进入城市，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生

活在城市，但他们的笔墨还是较多关注乡村

和童年，为什么？除了美学趣味的主动选择之

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城市生活是“光怪

陆离”的，是另一种咫尺天涯，要令人信服地

写出城市真相相当不易，许多作家包括一些

青年作家因此知难而退。

目光四射，感受力强，是一个优秀作家的

基本素养。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有强大的共

情能力，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定能迅速激发广

大的同理心，让人感同身受。

以城市移民的心态来写，焦虑、不安、批

判、欣喜、瞻望……所有的情绪一应俱来，包

括进退失据，所以命名“他乡”。他乡的含义，一

是地理学上的漂泊，离开了家乡，漂泊在异地，

是空间和地理学上的他乡；二是心灵的漂泊，

是文化差异、人性差别导致的孤独感。这两层

含义都是这本书的关切点。小梨走出《陌上》，

走到《他乡》。但《他乡》又不是一个乡村女孩眼

里的城市西洋景，如果是这样，这部小说的价

值就会大打折扣。《他乡》是一部具有强烈文化

反思精神的现实书写。“你在他乡还好吗？”这

是一句歌词，清清楚楚地记得，MTV视频里，

光头李进边唱边走，前面是晨曦，后面是一条

条渐行渐远的铁轨。看完付秀莹的《他乡》，漂

泊、行走、寻找，这几个意象不断地闪现，突然

就想到了这首2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他乡》

的时间起点，大致也是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社

会乡村向城市迁徏普遍化日常化时期。城乡迁

徙有多种形式，考学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小

说以一个从农村考进城市，嫁入城市家庭，最

后考到京城并成为作家的青年女性的视角，通

过书写个体经验，真切、沉痛地展示这个时代

城乡物质生活的差异和精神文化的隔膜，通过

揭示婚姻、家庭、恋人关系的本质，书写丰富幽

微的人性。除却经济因素，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的隔膜为何如此深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为何

也有明显的差别？《他乡》的这一主题，让我想

起当年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对“外省

人”这一概念的反复咀嚼。《他乡》在一个变化

的大时代背景下，写出了在多元文化和价值取

向的交织互撕阵痛中成长的灵魂精神，写出

了一批被时代巨浪裹胁的命运转折。

二

《他乡》用亲切、新颖、别致的语言塑造了

翟小梨、章幼通、章幼宜、章大谋等具有突出

时代特性和文化属性的人物形象。比如章幼

通，这个人物摆在以变革为特征的时代生活

中，他的人生包括他的人生观是被嫌弃的，是

落伍的和无价值的。而他的妻子翟小梨则正相

反，似乎是这个时代价值坐标下的弄潮儿。自

尊自爱、自立自强的翟小梨，从农村来到省城、

京城，在这个变化发展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才华，不仅实现了个体价值、改变了个体

命运，而且改变了小家庭的前途。翟小梨的成

功，一是手段正当，依靠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二是认识清楚，成功不是惟一追求，对于家

庭、情感的热爱和经营占比甚多。她的成长，

内驱力是要强的性格，外驱力是婚姻家庭外

部环境的压力。这使翟小梨有别于高加林，也

有别于于连，她的奋斗是自发的，也是被迫

的，是一个传统教育背景下中国年轻女性的

正当性成长。一个本可以靠颜值吃饭，却靠才

华闯下前程的姑娘，最终又回到了老实、无能

却忠诚的丈夫身旁。这种“妥协”，正是《他乡》

作为文学作品的高明，不仅能提供高度精准

的生活记录，而且能提出高于生活的思考。在

距离故乡越来越远的人生旅程中，在成功学

遮蔽了更多价值判断时，已经成长为女作家

的翟小梨，在家庭、爱情和事业的天平上及时

调整，及时止损。这不是落后的“大团圆”模

式，这恰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回到心灵的

出发点，回归人性的基本需求。

有现实生活描写，还能塑造时代生活中

的典型形象，才是现实主义写作的深入。小说

《他乡》以翟小梨的足迹为空间分隔，前半部

写S市生活，写求学、恋爱、生育这些人生重

要经历的经验；后半部重点写京城生活，写求

职、交际、苦恋。前半部的重点是处理两个关

系：翟小梨与章幼通的关系、翟小梨与婆家的

关系。后半部的重点是处理翟小梨与管淑人、

郑大官人、章幼通的关系。从翟小梨这个农村

考进省城末流大专读书的漂亮姑娘的角度，

章幼通这个人物形象，经历了“男神般的同

学—执手相爱的恋人—被嫌弃的丈夫—爱

人”这样的变化。以文学眼光看，无论是翟小

梨还是章幼通，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文化

新意。《他乡》除了翟小梨，最令人难忘的形象

是“百无一用”的章幼通。章幼通是当代文学

的新人形象。从人性的角度，章幼通这个有点

像贾宝玉的男人，是这个时代的弱者，缺乏竞

争意识，也缺乏竞争力，但他忠诚、体贴、包容、

善良，这些人性中的美好，在功利主义的尺度

下曾被他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嫌弃。翟小梨和章

幼通的和好，是翟小梨价值天平的调整，象征

着漂泊之旅的结束。作家帮章幼通找回生命的

尊严和生活的价值，给出了新的生活样式，也提

供了生活的另一面的真相。退让，有时候也是真

理。翟小梨的情人、风度翩翩的管淑人是这个时

代的一类知识分子形象，有点像《倾城之恋》里

的上海男人范柳原，精明、冷静、圆滑、实际。他

和翟小梨始终处于不同的燃点，也造成了这

段恋情的悲剧色彩。翟小梨与管淑人、郑大官

人之间的情感试错，凿深了小说的现实背景。

从《陌上》到《他乡》，随着地理空间的变

化，主要人物翟小梨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被重

塑，空间不断流徙，职业不断变化，对于新的

环境的适应，对于自身人生的设计等等，真切、

细致、动人心魄，在书写城市生活的本质和真

相的同时，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女性的成长路

径。由此，也可以说，《他乡》是一代知识女性

的精神自传，《他乡》的完成，充分证明了作家

驾驭城市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强大能力。

三

《他乡》的完成，也证明了作家对于复杂

结构文本的经营和把握能力。

小说虽然用的是有限的第一人称叙事，

但由于插进四章楷体字的他者叙事，形成多

声部、多视角、多层表达，这种叙事创新有利

于全面刻画人物，反转情节。同一事件同一现

象，不同主体的感受却大相径庭，由此写出

“以邻为壑”、“文化隔膜”是这个时代病，写出

孤独是永恒的这个哲学命题。哪怕是两情相

悦，哪怕是母子连心，人的精神无处安放，始

终在漂泊、寻找。《他乡》通过大量丰富可信的

生活细节，不仅写出了物理的现实，而且写出

了心理现实。翟小梨，一个出身农村的姑娘，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进

入城市，她的心灵悸动、情绪动荡、感情迁移

是如此真实、微妙、痛楚、动人，被蔑视和被圧

抑的心生长出强大的自救力量。翟小梨真正

的成长在于精神的成长，她从盲目的寻找和

寄托中停下了脚步，开始眼含热切，回望来

路。因此，《他乡》是新时期以来一代中国女性

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和文化反思。

深沉甚至有悲剧色彩的话题却写得轻轻

松松，这才看出作家的本事——举重若轻。

《他乡》的叙事风格亲切、温婉、清新。这是付

秀莹特有的语言气质和叙事风格。像聊天、倾

诉、忆旧甚至对话，其别致之处在于，第一人

称叙事不变，叙事主体有变。翟小梨是主要叙

事主体，在翟小梨角度看到的另外四个家庭成

员章幼通、章幼宜、章大谋以及管淑人、郑大官

人，分别都有一章楷体字自述，既是对重要信

息的补充和丰富，也是对判断和角度的颠覆，

通过多声部合奏，完成对生活真相的探讨。

女性角度、女性命运，《他乡》的女性书写

气质确实浓郁，作家似乎也不避讳，反而有意

张扬女性写作优势，用极为感性的叙事，对

比、衬托，写出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摆脱附属，

摆脱轻视，负责任地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小

说对女性生命的价值体认，让我看到了付秀

莹笔下和身上的深刻性。

两年前出版的《陌上》是付秀莹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作为“70后”写作也好，作为新时期

乡村写作也好，收获了许多赞誉。《他乡》超出

了我的预期，它不仅是创新的——这是从技艺

和艺术的角度，而且是深刻和深邃的——这是

从人性和文化的角度。《他乡》也可看作《陌上》

的后传。《陌上》里有个回乡省亲的姑娘叫小

梨，小梨读书、考学，走出芳村，成为城里人。这

个叫小梨的姑娘，在《他乡》，名字叫翟小梨。非

常喜欢付秀莹作为一个作家的聪明和幽默，这

样的安排，既形成了作家个人写作的体系性，

也让故事和人物形象逻辑性、可信度、延展性

大大提升。从《陌上》到《他乡》，付秀莹建立了

一个宽阔的文学空间——从芳村到S市，到

京城；同时，也是生命时间的转移流逝。空间

的指向是文化，时间的指向是命运。是《他

乡》，让我对付秀莹起了由衷的感佩。这个作

家的身上显然蕴藏着火山式的巨大能量，爆

发已在眼前。

从从《《陌上陌上》》到到《《他他

乡乡》，》，付秀莹建立了一付秀莹建立了一

个 宽 阔 的 文 学 空个 宽 阔 的 文 学 空

间间———从芳村到—从芳村到SS市市，，

到京城到京城；；同时同时，，也是生也是生

命时间的转移流逝命时间的转移流逝。。

空间的指向是文化空间的指向是文化，，

时间的指向是命运时间的指向是命运。。

（上接第1版《全面提升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问：请问《条例》对各级党委承担的宣传

工作职责有哪些规定？

答：做好宣传工作需要全党动手。各级党

委对宣传工作负主体责任，应当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加强对宣传领域重大战略

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和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

《条例》规定了党委的7项主要职责：一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宣传工作的决策

部署以及指示精神，指导和督促检查下级党

组织做好宣传工作；二是定期研究部署宣传

工作重要工作和重大事项，每年向党中央或

者上一级党委报告宣传工作情况；三是研究

制定宣传工作的重要政策，按照权限制定宣

传工作相关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推动制

定宣传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并组织实施；四是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五是统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和文化建设；六是领导宣传部门做好宣

传工作，选优配强宣传系统领导班子和主要

负责人，加强宣传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七是

领导同级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人

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做好本部门本单位本

领域宣传工作。

《条例》还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地

方各级纪委监委，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属事

业单位等，参照党委履行相应宣传工作职责。

问：请问《条例》对各级党委宣传部承担

的工作职责有哪些规定？

答：党委宣传部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

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职能部门，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牵头协调部门。《条

例》规定了党委宣传部的 16 项工作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对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拟订宣传工作重要政策和事业发展

规划；（二）统筹协调意识形态工作，组织协调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日常监督检

查，结合巡视巡察工作开展专项检查；（三）指

导协调理论研究、学习、宣传工作；（四）统筹

分析研判和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协调新闻单

位工作，协调开展新闻发布工作；（五）管理新

闻出版和电影工作，统筹指导广播电视工作，

组织指导“扫黄打非”工作；（六）统筹指导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组织指导思想道德

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七）统筹协调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和生

产，协调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

有关工作，指导协调推动群众文化建设；（八）

指导协调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以及旅游业发展，指导协调国有文化资产

监管工作；（九）宏观指导互联网宣传和信息

内容建设管理工作，统筹协调新媒体建设与

管理；（十）统筹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指导对外

文化交流合作工作，协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工作，协调人权宣传工作；（十一）协调推

进宣传领域法治建设；（十二）统筹指导舆情

信息工作；（十三）负责宣传工作的内容建设

和口径管理；（十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

宣传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管

理；（十五）指导下级党委宣传工作；（十六）

完成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宣传部交办的其他

任务。

问：请问《条例》对加强基层宣传工作有

哪些实招？

答：考虑到基层宣传工作相对薄弱，《条

例》把基层宣传工作单列一章，对企业、农村、

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

基层单位的宣传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在机构

设置和工作力量上，规定乡镇（街道）党组织

明确1名党委（党工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村

（社区）党组织配备宣传员；国有以及国有控

股企业党组织设置宣传工作机构；高校党委

设立宣传部；国有参股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配备宣传员；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

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宣传工作机构，

或者配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在阵地建设

上，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加强基层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机构、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

中心、文体广场等文化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使

用。在经费保障上，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

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经费

保障机制，支持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和群众性

文化活动开展，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加大优质

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问：请您谈谈如何抓好 《条例》 的贯彻

落实。

答：学习贯彻《条例》是各级党组织的重

要任务。按照《条例》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

加强《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纳入党建

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

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监督执纪

问责范围。

中央宣传部将从以下方面抓好《条例》的

贯彻落实。一是加强学习宣传。推动将《条例》

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

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让党员干部

准确把握《条例》精神和主要内容。二是完善

配套制度。加强统筹谋划，推动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宣传领域法规制度，把

《条例》各项规定落细落小、落到实处。三是做

好督促落实。适时开展专题调研，深入了解

《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推动解决工作中的困

难问题。

（上接第1版《扬长避短 厚积薄发》）
刘斯奋特别提出：五四运动以来，包括小说在

内的西方文艺之所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一个很重要的深层原因，就是面对西方的空前

强盛和中国的深重苦难，中国民众迫切寻找“西方

之问”的答案。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通过阅读文艺

作品来了解西方，是一条最便捷的途径。而现在，随

着中华民族实现震惊世界的复兴，各国的民众同样

会产生“中国之问”，而通过中国的小说、戏剧、电影

电视等来寻求答案，也将成为他们的便捷途径。这

对中国文艺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人生难得的历史机

遇，及时抓住这个机遇，就有可能产生世界性影响

的作品。

刘斯奋诗书画俱佳，曾担任广东画院院长，谈

起艺术创作特别是美术创作，他同样兴致很高。他

说传统的中国美术由三块组成：一块是工匠画，寺

庙里的、陵墓里的壁画，包括敦煌壁画都出自工匠

之手；第二类是宫廷画；第三块是文人画。这三块各

有千秋、各有贡献。前两类大都是为了谋生，按照雇

主的意图、审美和要求来画，不能爱怎么画就怎么

画，艺术家只能全力以赴在技术上下工夫，这对于

中国画成熟功不可没。至于古代文人，本来并不以

绘画为事业，他们读书就是为了考科举当官、光宗

耀祖。只是其中一些人有绘画兴趣和天赋，业余时

间画几笔。他们的画不是拿来卖的，不用看雇主眼

色，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在个性张扬方面能发挥到

极致。一方面是技术专精，一方面是个性张扬，加起

来这就是中国画的整体。他认为，时代潮流就是个

性的不断解放，西方的印象派、现代派、立体派包括

毕加索的作品，也是由着个性发挥，爱怎么画怎么

画。中国的文人画，跟西方从写实到印象派，从客观

表现客体变成主观抒发的发展路径是一样的，不过

我们比西方至少早了500年。

在刘斯奋看来，中国审美理想跟西方审美理想

的差别在于：我们崇尚中庸含蓄，他们强调迸发坦

露。如果用形象来比喻，西方的是“披萨文化”，我

们的是“包子文化”。披萨是坦露的，全摊在外面；

包子则是含蓄的，什么都包在里面。不要以为包在

里面的就是过时落后的，绝对不是。李安的《卧虎

藏龙》《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奥斯

卡评奖中连中三元，就审美而言，三部电影都承袭

了中国传统，即“包子文化”。《卧虎藏龙》中的中

国女侠没有火爆拳头和飞溅鲜血，拍得那么含蓄

优雅，是一场唯美的刀光剑影。《断背山》拍得也

很温馨很含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拍的是海上

杀戮，却用几个动物的形象作为隐喻，予人以更大

的想象空间。这些西方人都不擅长，自觉不能，所

以便把奖给他了。这说明，我们一定要站在中国传

统审美理想的制高点上，才能与西方审美分庭抗

礼，跟在西方后面邯郸学步，永远只是学生，而且

未必合格，被对方看不起。

谈到对当代文艺发展的展望，刘斯奋说，艺术

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决定于艺术家的天赋，而天

赋是无法强求和后天培养的。领导部门所能做的，

就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给作家艺术家提供必

要的条件，把土壤耕耘得肥沃一点，让每个具备天

赋的艺术家不至埋没，都有机会获得雨露阳光的滋

润，长成参天大树。另一方面，发展文化产业无疑也

很重要和必要，但产业的规模离不开受众的广大。

这就涉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矛盾。前者因其曲

高和寡的性质，受众相对要少，但往往代表艺术的

高度；后者因其通俗易懂，受众自然多得多，它代表

的是一种广度。对于国家民族来说，两者都同样需

要，不可或缺。不过有着广大受众的文化品类，完全

可以凭借市场运作去生存发展，走产业化的道路。

但如果用同样的要求对待阳春白雪，就会令它陷入

生存艰难的境地。因此对于这一文化品类，更需要

的是用伯乐式的眼光加以发现、识别和大力扶持，

使得真正具有价值的探索创新得以存活下去，成长

起来，结出硕果。在人类精神创造的高度上，作家艺

术家要为我们的文化艺术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赢

得崇高的声誉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