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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高尔基学的实践品格——

文学要发时代之先声
□马晓华

近年来近年来，，女性写作呈井喷之势女性写作呈井喷之势，，很很
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来表现这一主题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来表现这一主题。。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最近有数十部这最近有数十部这
样的作品样的作品。。作家从女性角度出发作家从女性角度出发，，以以
细腻的情感和笔墨描述女性私密的世细腻的情感和笔墨描述女性私密的世
界界，，深刻演绎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深刻演绎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在书在书
写主题上写主题上，，将女性主义奉为圭臬将女性主义奉为圭臬，，但是但是
一大批文本蜂拥过后一大批文本蜂拥过后，，女性依然面临女性依然面临
着一系列困境着一系列困境。。除了主题表达的无除了主题表达的无
力力，，在技法层面也值得反思在技法层面也值得反思。。这些女这些女
性主题的文本书写同质化明显性主题的文本书写同质化明显，，人物人物
形象脸谱化形象脸谱化、、性格极端化性格极端化、、生活悲情生活悲情
化化、、情节雷同化情节雷同化，，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比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比
阅读阅读，，就会发现很多极其相似的东西就会发现很多极其相似的东西，，
比如他们往往具有不幸的童年比如他们往往具有不幸的童年，，贫穷贫穷
或者家庭残缺或者家庭残缺，，缺少完整的教育缺少完整的教育；；成年成年
后为事业走捷径后为事业走捷径，，将身体作为事业的将身体作为事业的
跳板和筹码跳板和筹码，，也有一开始坚守自己的也有一开始坚守自己的
底线底线，，但是最终抵挡不住世界的诱惑但是最终抵挡不住世界的诱惑，，
最后堕落更为彻底最后堕落更为彻底；；女性在两性关系女性在两性关系
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婚姻更是极其失婚姻更是极其失
败败。。阅读不同的文本阅读不同的文本，，不仔细辨认不仔细辨认，，还还
以为是在阅读同一部小说以为是在阅读同一部小说，，这是经验这是经验
匮乏的表征匮乏的表征，，是对时代把握的无力是对时代把握的无力。。

付秀莹的付秀莹的《《他乡他乡》》是一部关于女性是一部关于女性
成长主题的小说成长主题的小说，，小说书写了翟小梨小说书写了翟小梨
从跳出农村到上广播学院求学从跳出农村到上广播学院求学、、屡次屡次
更换工作更换工作，，再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到北京读研究生，，最后成最后成
长为知名作家的成长经历长为知名作家的成长经历，，同时也书同时也书
写了她的几段感情经历和她的婚姻家写了她的几段感情经历和她的婚姻家
庭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烦恼庭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烦恼。。小说带着小说带着
很强的问题意识很强的问题意识，，将一个又一个现实将一个又一个现实
问题抛了出来问题抛了出来，，通过家庭伦理与婚姻通过家庭伦理与婚姻
关系的描摹关系的描摹，，书写城乡之间的差距书写城乡之间的差距、、矛矛
盾盾，，进一步揭示人性的至昏至暗进一步揭示人性的至昏至暗。。

阴冷阴冷、、灰暗灰暗、、凄苦是小说的基调凄苦是小说的基调。。
小说着墨最多的是小梨自己的婚姻经小说着墨最多的是小梨自己的婚姻经
历历，，回顾她十多年的婚姻生活成为小回顾她十多年的婚姻生活成为小
说主要的故事情节说主要的故事情节。。在中国在中国，，婚姻是被很多外婚姻是被很多外
在因素主导的在因素主导的，，如父母乃至整个家族如父母乃至整个家族，，干涉与反干涉与反
对是常态对是常态。。还有生存的压力还有生存的压力，，物质基础是婚姻物质基础是婚姻
重要的保障重要的保障，，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在《《他乡他乡》》
中中，，从上一代人开始从上一代人开始，，婚姻都是出了问题的婚姻都是出了问题的，，虽虽
然在对子女冷漠的态度上保持了一致然在对子女冷漠的态度上保持了一致，，但是幼但是幼
通的经验直接揭示了通的经验直接揭示了，，父母之间没有爱情父母之间没有爱情，，而而
且且，，他们的婚姻观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婚姻他们的婚姻观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婚姻，，幼宜幼宜
对婚姻的恐惧与排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不对婚姻的恐惧与排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不
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到了幼通和小梨这里到了幼通和小梨这里，，
婚姻也有着很多外部缘由婚姻也有着很多外部缘由，，譬如未婚先孕譬如未婚先孕，，为了为了
一纸户口一纸户口，，即便与幼通一开始为了爱情的婚姻即便与幼通一开始为了爱情的婚姻
到最后也不理想到最后也不理想，，幼通和小梨因为工作的不顺幼通和小梨因为工作的不顺
开始矛盾重重开始矛盾重重。。虽然最后兜兜转转两个人没有虽然最后兜兜转转两个人没有
离婚离婚，，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为了完整的家为了完整的家
庭庭，，而非爱情了而非爱情了。。付秀莹用女性的细腻文笔付秀莹用女性的细腻文笔，，将将
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性呈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性呈
现出来现出来。。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几乎她都赶上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几乎她都赶上
了了，，未婚先孕未婚先孕、、引产引产、、婆媳不和婆媳不和、、丈夫不上进丈夫不上进、、家家
庭破裂庭破裂，，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
走上了感情的歧途走上了感情的歧途。。生活的困顿让她常常以泪生活的困顿让她常常以泪
洗面洗面，，小说充满着愁绪小说充满着愁绪，，像是一位饱受婚姻家庭像是一位饱受婚姻家庭
生活摧残的怨妇的回忆录生活摧残的怨妇的回忆录。。在她的婚姻中在她的婚姻中，，没没

有丝毫的幸福可言有丝毫的幸福可言。。一开始似乎一开始似乎
是冲破家庭的牢笼是冲破家庭的牢笼，，愿意为了爱情愿意为了爱情
奋不顾身奋不顾身，，最终却主动提出离婚最终却主动提出离婚。。
在后来又经历了几段感情在后来又经历了几段感情，，但是都但是都
无疾而终无疾而终，，因为其中掺杂着不同的因为其中掺杂着不同的
功利目的功利目的。。

作者在文中直接提出了中国作者在文中直接提出了中国
人特殊的伦理关系人特殊的伦理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
边界是不清晰的边界是不清晰的，，特别是亲人之特别是亲人之
间间，，正是这种包含着社会问题正是这种包含着社会问题、、伦伦
理问题理问题、、人性问题的特殊伦理关系人性问题的特殊伦理关系
左右着婚姻左右着婚姻。。小梨的不幸婚姻正小梨的不幸婚姻正
是一系列外部因素导致的是一系列外部因素导致的，，她所遭她所遭
遇的是一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家遇的是一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家
庭庭，，家庭伦理在这里拐了弯家庭伦理在这里拐了弯，，公婆公婆
不愿带孩子不愿带孩子，，不愿意资助子女购买不愿意资助子女购买
住房住房，，总之是不愿意为孩子提供一总之是不愿意为孩子提供一
切优质的生存条件切优质的生存条件。。父母如此的父母如此的
态度态度，，似乎与儿子为了爱情冲进婚似乎与儿子为了爱情冲进婚
姻有关姻有关。《。《他乡他乡》》与之前小说相比呈与之前小说相比呈
现出较大的差异现出较大的差异，，一种悲观低沉的一种悲观低沉的
笔调笼罩全篇笔调笼罩全篇，，失败的婚姻是小说失败的婚姻是小说
的主线的主线，，小说书写的不是个体的困小说书写的不是个体的困
境境，，而是整个群体的困境而是整个群体的困境，，是一群是一群
婚姻失败者婚姻失败者。。章幼宜因为家庭的章幼宜因为家庭的
关系关系，，造就了她的性格造就了她的性格，，婚姻不幸婚姻不幸，，
孤独终老孤独终老，，幼宜的婚姻是最典型的幼宜的婚姻是最典型的
受父母干预而导致的悲剧受父母干预而导致的悲剧，，章幼通章幼通
从小受尽家庭的冷落从小受尽家庭的冷落，，中年时家庭中年时家庭
的压力和事业的不顺让他颓废消的压力和事业的不顺让他颓废消
沉沉，，翟小梨带着乡村人的淳朴渴望翟小梨带着乡村人的淳朴渴望
收获一份简单的幸福却不得收获一份简单的幸福却不得。。其其
他的还有他的还有，，小梨的女邻居产后抑小梨的女邻居产后抑
郁郁，，二姐的儿子旭旭结婚后也是被二姐的儿子旭旭结婚后也是被
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搅进婚姻搅进婚姻
家庭的泥沼家庭的泥沼，，老管的第一段婚姻不老管的第一段婚姻不
是出自自愿是出自自愿，，就连幼通的表哥就连幼通的表哥，，也也
几乎在突然之间离了婚几乎在突然之间离了婚。。通过一通过一

段段失败的婚姻段段失败的婚姻，，小说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人伦小说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人伦
关系关系，，书写了时代进程中人所面临的诱惑与困书写了时代进程中人所面临的诱惑与困
惑惑，，也涉及到城乡差异和人性的复杂也涉及到城乡差异和人性的复杂。。

周瑄璞的近作周瑄璞的近作《《日近长安远日近长安远》》也是一部聚焦也是一部聚焦
女性主题女性主题、、书写女性命运的作品书写女性命运的作品。。小说通过两小说通过两
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寻求事业发展的书写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寻求事业发展的书写，，
来展现时代的进程来展现时代的进程、、改革的阵痛改革的阵痛，，特别凸显从农特别凸显从农
村到城市寻梦这一主题村到城市寻梦这一主题。。小说中两位女性在城小说中两位女性在城
市立足的资本都是自己的身体市立足的资本都是自己的身体，，虽然都是透支虽然都是透支
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但是在大众的道德天平那里但是在大众的道德天平那里，，基本基本
都会站在甄宝珠的一边都会站在甄宝珠的一边，，因为她是依靠自己的因为她是依靠自己的
劳动来获得幸福生活劳动来获得幸福生活，，而对罗锦衣则会不屑甚而对罗锦衣则会不屑甚
至抨击至抨击，，因为她采取的是出卖自己身体的方式因为她采取的是出卖自己身体的方式
来达到目的来达到目的。。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无论是作者无论是作者
还是读者的褒贬色彩渐渐淡去还是读者的褒贬色彩渐渐淡去。。因为从两个女因为从两个女
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样的性别不公正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样的性别不公正。。其实其实，，
她们两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她们两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她们虽然进城了她们虽然进城了，，
但她们并没有感受到城市带来的幸福但她们并没有感受到城市带来的幸福。。其次其次，，
她们都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她们都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甄宝珠没日没夜甄宝珠没日没夜
地干活地干活，，为的是抓住机会多挣几个钱为的是抓住机会多挣几个钱，，她的身体她的身体
也在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下迅速地衰老也在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下迅速地衰老。。而罗而罗
锦衣为了成功几乎付出了所有锦衣为了成功几乎付出了所有，，爱情爱情、、婚姻婚姻、、身身
体体，，甚至是后代甚至是后代。。

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来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来
反映现代化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反映现代化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她们的人生既她们的人生既
是自我的独奏是自我的独奏，，也是紧追着时代节拍而实现的也是紧追着时代节拍而实现的
合奏合奏，，同时也反映了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同时也反映了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境遇。。
现代化的发展给罗锦衣和甄宝珠这类普通的农现代化的发展给罗锦衣和甄宝珠这类普通的农
村女子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村女子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光有这些但是光有这些
机会是远远不够的机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些机会里还没有因为在这些机会里还没有
包含女人的幸福包含女人的幸福，，只有拼命付出只有拼命付出，，却无法收获幸却无法收获幸
福福，，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她们的成长与改革她们的成长与改革
开放的进程同步开放的进程同步，，不仅仅是改革的阵痛不仅仅是改革的阵痛，，而是一而是一
种代价种代价。。女性成长作为一个问题被再次提了出女性成长作为一个问题被再次提了出
来来。。女性依靠什么在社会上立足女性依靠什么在社会上立足，，抑或说走向抑或说走向
成功成功？？社会究竟有没有提供一个男女真正平等社会究竟有没有提供一个男女真正平等
的平台或者说机会的平台或者说机会。。两位主人公都没有泯灭人两位主人公都没有泯灭人
性性，，相反有很多闪光点相反有很多闪光点，，罗锦衣愿意帮助一个门罗锦衣愿意帮助一个门
卫卫，，愿意帮助乡里乡亲完成一个个目标愿意帮助乡里乡亲完成一个个目标。。但是但是
这样的一个人为了成功却付出了所有这样的一个人为了成功却付出了所有。。到最到最
后后，，罗锦衣因为一件小事与秘书大动干戈罗锦衣因为一件小事与秘书大动干戈，，这其这其
实是一种懊恼实是一种懊恼，，对自己所付出的并不甘心对自己所付出的并不甘心，，尤其尤其
是随着年纪的增大是随着年纪的增大，，逝去青春的不可追回逝去青春的不可追回，，这种这种
懊悔心理就更加明显懊悔心理就更加明显。。而甄宝珠则拼命消耗自而甄宝珠则拼命消耗自
己的身体己的身体，，最终丈夫积劳成疾去世最终丈夫积劳成疾去世，，她也不得不她也不得不
再次返乡再次返乡。。

小说主要书写了女性如何在城市立足这一小说主要书写了女性如何在城市立足这一
命题命题，，如果说最开始是利用身体为了生存如果说最开始是利用身体为了生存，，那么那么
到最后就成为一种惯常了到最后就成为一种惯常了，，这是都市带给女性这是都市带给女性
的诱惑的诱惑，，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欲望冲击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欲望冲击，，这在罗锦这在罗锦
衣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衣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城市寻梦这一主题在城市寻梦这一主题
下下，，作家将当代女性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表达出作家将当代女性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表达出
来来。。作者笔下描绘作者笔下描绘的形象具有普遍性的形象具有普遍性，，成千上万成千上万
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她们没有太多的人脉她们没有太多的人脉，，没没
有过硬的背景有过硬的背景，，绝大多数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绝大多数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
样透支自己的身体样透支自己的身体。。女性职场打拼和事业追女性职场打拼和事业追求求
通常需要付出更多通常需要付出更多，，很多时候女性身体成为了很多时候女性身体成为了
筹码筹码，，外部的艰辛已然这样外部的艰辛已然这样，，回到家庭还要遭回到家庭还要遭
受更多的辛酸受更多的辛酸。。而幸福在她们那里而幸福在她们那里，，似乎很难似乎很难
得得。《。《日近长安远日近长安远》》的书写几乎是近期同类型写的书写几乎是近期同类型写
作作的范本的范本，，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似乎有些深意似乎有些深意，，
但将一批文本放在一起阅读的话但将一批文本放在一起阅读的话，，反而会读出一反而会读出一
种苍白和无力种苍白和无力，，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深思了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深思了。。

姚鄂梅的姚鄂梅的《《衣物语衣物语》》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小说写到小说写到，，威威
廉离开之后廉离开之后，，晏秋几近崩溃晏秋几近崩溃，，试图联系好友春曦试图联系好友春曦，，
也未能从她那里获得安慰也未能从她那里获得安慰。。但是生活还是要继但是生活还是要继
续下去续下去，，要生存就得努力工作要生存就得努力工作，，她一再小心地努她一再小心地努
力工作力工作，，企图保住饭碗企图保住饭碗，，却因学历户籍等原因被却因学历户籍等原因被
迫更换工作岗迫更换工作岗位位，，最后又因工作事故而被开除最后又因工作事故而被开除，，不不
得不做家政得不做家政、、打零工打零工。。在这一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遭受可以说遭受
到各种无理对待到各种无理对待，，忍受了各种屈辱忍受了各种屈辱，，特别是小说中特别是小说中
关于照顾老人时遇到的各种要求关于照顾老人时遇到的各种要求，，更是将这种艰更是将这种艰
辛表现到极辛表现到极致致。。总之总之，，这一形象深度演绎了单亲这一形象深度演绎了单亲
妈妈的辛酸生存史妈妈的辛酸生存史。。关于女性的生存隐忍与艰关于女性的生存隐忍与艰
辛辛,,小说有不少细节描写小说有不少细节描写，，譬如晏秋为了经营婚譬如晏秋为了经营婚
姻姻，，甚至不愿意在丈夫面前吃得更多甚至不愿意在丈夫面前吃得更多，，可即便是可即便是
如此小心地经营如此小心地经营，，到最后丈夫威廉却以特别的方到最后丈夫威廉却以特别的方
式选择离开式选择离开。。虽然最后她又遇到了另一半曹开虽然最后她又遇到了另一半曹开
心心，，但是新的婚姻也并不完满但是新的婚姻也并不完满，，且不说丈夫生理且不说丈夫生理
缺陷不能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缺陷不能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仅从丈夫曹开心仅从丈夫曹开心
对孩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仍然没有走出丧子对孩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仍然没有走出丧子
的苦痛的苦痛，，而是采用这样的而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补偿方式来寻求补偿，，甚至甚至
可以说这是晏秋为了孩子和生存而选择的婚姻可以说这是晏秋为了孩子和生存而选择的婚姻。。
《《衣物语衣物语》》整体上还是在整体上还是在演绎女性的悲剧命运演绎女性的悲剧命运。。

再来看看其他作家的相关书写再来看看其他作家的相关书写。。虹影的虹影的《《罗罗
马马》》书写了一名女性童年与成年两条线的叙事书写了一名女性童年与成年两条线的叙事，，
勾勒出了她昏暗的童年勾勒出了她昏暗的童年，，因为童年的遭遇因为童年的遭遇，，恐怖恐怖
感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感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特别是不少梦境书写特别是不少梦境书写
对此表现得更深入对此表现得更深入，，小说还是秉持女性关怀的主小说还是秉持女性关怀的主
题题。。张欣的张欣的《《千万与春住千万与春住》》也是关于女性命运的也是关于女性命运的
书写书写，，塑造了滕纳蜜这一形象塑造了滕纳蜜这一形象，，她精于各种算计她精于各种算计，，
却将生活导演得十分糟糕却将生活导演得十分糟糕，，最后只能在忏悔中度最后只能在忏悔中度
过余生过余生。。庆山的庆山的《《夏摩山谷夏摩山谷》》书写三位女性的爱书写三位女性的爱
情经历以及对生活的逃亡情经历以及对生活的逃亡。。盛可以的盛可以的《《女工家女工家
记记》》聚焦保姆这一女性群体聚焦保姆这一女性群体，，通过她们的经历来通过她们的经历来
书写女性的命运书写女性的命运。。糖匪的糖匪的《《无名盛宴无名盛宴》》表达女性表达女性
性别就是性别就是““命运深渊命运深渊””的主题的主题。。池莉的池莉的《《大树小大树小
虫虫》》透过不能自主掌握生育权这一现象透过不能自主掌握生育权这一现象，，对女性对女性
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薛燕平的薛燕平的《《宽街宽街》》也是也是
讲述讲述““生不出男孩儿生不出男孩儿””的女性悲惨命运的女性悲惨命运。。君婷的君婷的
《《某女朝阳某女朝阳》》关注的是女性成长关注的是女性成长，，书写女性在职场书写女性在职场
的生存的生存，，通过再现她们从求学到工作通过再现她们从求学到工作、、再到人生再到人生
的种种困境的种种困境，，书写了女北漂族的生存经历书写了女北漂族的生存经历。。六六
六六、、九枚玉的九枚玉的《《少年派少年派》》讲述了在高考和离婚双重讲述了在高考和离婚双重
倒计时的重压之下倒计时的重压之下，，考生母亲的尴尬遭遇考生母亲的尴尬遭遇。。须一须一
瓜的瓜的《《五月与阿德五月与阿德》》依旧关注女性依旧关注女性，，书写了女孩五书写了女孩五
月凄苦的一生月凄苦的一生。。林棹的林棹的《《流溪流溪》》讲述了小城女性讲述了小城女性
张枣儿的成长史张枣儿的成长史，，她努力寻找心灵的慰藉她努力寻找心灵的慰藉，，却遭却遭
遇一片狼藉的生活遇一片狼藉的生活。。郭楠的郭楠的《《花团锦簇花团锦簇》》也涉及也涉及
了一系列女性的悲剧命运了一系列女性的悲剧命运。。

在这些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书写具有一些共同的女性书写具有一些共同的
特质特质。。首先首先，，作家笔下的女性仍是极度依附作家笔下的女性仍是极度依附
的的。。其次其次，，作家笔下的社会似乎没有为女性提作家笔下的社会似乎没有为女性提
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再次再次，，作家笔下的女作家笔下的女
性形象容易极端化性形象容易极端化。。特别是特别是，，近期有关女性主近期有关女性主
题的书写似乎在进行一场场痛苦比赛题的书写似乎在进行一场场痛苦比赛，，作家们作家们
在笔下较劲在笔下较劲，，比谁描写的人物更惨比谁描写的人物更惨，，通过通过““比比
惨惨””，，他们都在努力谱写一曲女性命运的哀歌他们都在努力谱写一曲女性命运的哀歌。。
将女性的社会境遇作为一个问题摆出来将女性的社会境遇作为一个问题摆出来，，引起引起
警觉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警觉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一味比惨但一味比惨，，能够进一能够进一
步触动人心吗步触动人心吗？？能够建立起女性自己的信念和能够建立起女性自己的信念和
价值观吗价值观吗？？会不会适得其反会不会适得其反，，混肴视听混肴视听，，成为反成为反
面鸡汤文面鸡汤文，，麻醉读者甚至女性本身麻醉读者甚至女性本身？？社会不公社会不公、、
职场不易职场不易、、婚姻不幸婚姻不幸、、堕落沉沦堕落沉沦、、性别深渊……性别深渊……
这就是女性面临的现状这就是女性面临的现状？？对女性命运的哀歌化对女性命运的哀歌化
书写书写，，会不会引起女性的警觉甚至扭转她们的会不会引起女性的警觉甚至扭转她们的
命运命运？？

近几年来近几年来，，长篇小说书写对女性的关注达长篇小说书写对女性的关注达
到一个新的程度到一个新的程度，，大量的作品以女性为中心人大量的作品以女性为中心人
物物，，以思考女性命运为主题以思考女性命运为主题。。塑造了诸多鲜活塑造了诸多鲜活
的女性形象的女性形象，，同时也难免陷入千人一面的脸谱同时也难免陷入千人一面的脸谱
化书写境地化书写境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20192019年是年是
茅盾文学奖颁奖年茅盾文学奖颁奖年，，55位获奖者都是男性位获奖者都是男性；；再往再往
上推两届上推两届，，三届作家共三届作家共1515人人，，均为男性均为男性。。一方一方
面是女性作家创作十分高产面是女性作家创作十分高产，，另一方面则是这另一方面则是这
些作品似乎并没有质的突破些作品似乎并没有质的突破，，局限在相对狭小局限在相对狭小
的空间里呢喃自语的空间里呢喃自语，，仅从主题来看仅从主题来看，，大多围绕女大多围绕女
性自身命运进行书写性自身命运进行书写，，特别是女性命运的悲凉特别是女性命运的悲凉
表达表达，，这种重复单调的书写需要反思这种重复单调的书写需要反思。。特别是特别是
在这么多的书写之后在这么多的书写之后，，女性现状似乎没有多大女性现状似乎没有多大
改观改观，，她们依旧扮演着旧有的角色她们依旧扮演着旧有的角色。。正如正如《《衣物衣物
语语》》的结尾的结尾，，晏秋依然漂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晏秋依然漂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不知道下一步该迈向何方不知道下一步该迈向何方，，““这以后这以后，，她该怎么她该怎么
办呢办呢？？””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轰轰烈烈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轰轰烈烈，，而女性而女性
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摆在那里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摆在那里。。

用习近平文艺思想观照中国高尔基学的发
展历程，再一次审视中国高尔基学研究中政治性
学术话语的特征、实践品格以及人民性，可以看
出，在新时代，中国高尔基学并没有过时，它将进
一步承载文学在复兴伟大中国梦进程中新的历
史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文艺
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
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
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
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
变革的先导。离开火红的社会实践，在恢弘的时
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
淘汰。”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强调社会主义
文艺的政治属性，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
文明极大的发展，也需要精神的极大发展。”早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文
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援引毛泽东同志的
论述，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
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
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
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
文代会上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
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强调“建设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的继续和发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

纵观高尔基学术史研究，中国高尔基学具有
鲜明的实践特质，首先表现为高尔基研究是以马
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性学术形态，并
呈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阶
段：一是30年代作为革命文学的阶级特质，二是

5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标杆特质，三是80
年代以后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践特质。
这种意识形态的把控，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与人
民大众的利益诉求相一致的审美需求。

《高尔基学术史研究》认为，“高尔基研究在
中国的展开，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单纯学术研究的
范畴和意义，但是，也并非在单纯的社会政治话
语中展开；经过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它在学理
和学术业绩方面取得了比较系统而可观的成就，
成为世界‘高尔基学’领域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1950年建国之后到1970年代，高尔基研究步入
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研究内容的广泛性、研究课
题的拓展性、研究队伍的专业性和学术体系的构
建等方面具有长足发展。高尔基学不仅是中国
对外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影响中
国文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高尔基研究
促进了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构建
与发展。高尔基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渗
透到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生活的多个领域，

远远超出文学研究本身的意义和作用。但是不
容忽视的是，由于这一阶段受中国社会历史变
革大环境的影响和前苏联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
变革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高尔
基研究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性的复
杂因素。”

高尔基学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我国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过程，
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
学批评的一脉相承，那就是：二者都充分意识到
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
宁的党性原则与俄国革命的发展，成就了俄罗斯
文学与人民解放运动密切相连的实践特质。而
中国文学在唤醒人民大众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
的过程中，积极吸纳了“新俄文学”特质，从而形
成左翼文化运动鲜明的民族性、阶级性和时代性
特征，中国高尔基学的发展正是在这时代的革命
呼声中起步并延续下来的。中国高尔基学政治
性学术形态的影响，渊源于俄国“高尔基学”的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在此基础上，中国高尔
基学美学实践也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主
要方法，对高尔基学的诸多问题域——关于高尔
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关于高尔基文学是

“人学”的问题、关于高尔基无产阶级美学思想的
建构、关于高尔基反对小市民习气思想的评述、
关于高尔基文学史观念的研究、关于高尔基与现
代主义的论述等论题进行的阐释，彰显出文学的
政治性话语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同志认识是清醒
的、态度是坚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
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
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
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
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
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
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
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
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
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
视。”“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
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资深高尔基研究专家李辉凡先生早在80年
代就撰文写道：“进一步介绍和研究高尔基在内
的俄国进步文化，乃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高
尔基对我国文化思想上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就文艺思想、文学理论方面而言，他对
我国文艺界的影响，也是任何一个外国作家所不
能比拟的。众所周知，高尔基的文艺论著在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已成
了每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卷。高
尔基的文艺观点在我国信誉之高、影响之深，只
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便可了然：几十年来我国文
艺界，不管是谈论作家的创作经验，还是讨论文

艺理论问题，很少有不援引高尔基的见解，甚至
很少不以高尔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
的。”“正因为高尔基的文艺思想在我国影响大、
威信高，就更需要我们对高尔基进行深入的、系
统的研究，正确地阐明他的观点，剔除某些偶然
性的东西，使这份珍贵遗产真正大放光辉。”李辉
凡先生认为，我们在对高尔基进行深入研究时，
应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缺乏对高尔基作品的
深入认识和认真研究，把高尔基当成偶像崇拜；
另一方面，企图全盘否定高尔基。李辉凡先生
说：“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的，即使是对待真
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也需要采取历史唯物
主义的态度。我们知道，高尔基的经验是从苏联
文学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在学习这些
经验时，决不能忘记有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的区
别。不加分析，盲目照搬的态度任何时候都是错
误的。”他主张高尔基研究也要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相结合，这是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

中国高尔基学百年历程中美学批评和创作
批评的实践特质，重在指陈高尔基研究中的历史
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采用的研究方
法一是实证，忠实于原始材料，在占有材料的基
础上进行分析；二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基本
是俄国高尔基学对中国高尔基研究的单向辐
射。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中，中国高尔基学研
究中的时代性、人民性、典型性依然是需要继续
发掘的问题域，它在指导我国文艺工作者文艺为
人民的方向上无疑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重要
的是，如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
的指导下，传承并创新中国高尔基学的学术体
系，是中国高尔基学创新和拓展的研究视点。

由是，中国高尔基学的“拿来”与“重建”等问
题，需要在新时代中国高尔基学研究中予以思
辨，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探究中俄文学关系的发展
历程，考量经典重读的意义和作用，正确解读文
学与政治、继承与创新、接受与误读之间的关系，
对于构建新时代文艺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上接第1版）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守岛——寻找

烈士王继才》在订货会期间举行了新书首发
式。陈章乐、王瑞等出版方代表，王继才妻子王
仕花，以及作者陈聪、李响参加首发式。该书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人民楷模王继才及其妻
子王仕花在艰苦条件下32年坚守孤岛的生命
历程。他们以海岛为家，坚持每天升起国旗、巡
岛、护航标、写日志，与走私、偷渡的不法分子作
斗争，让一座孤岛焕发勃勃生机。大家表示，歌
唱祖国、礼赞英雄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守
岛》就是这样一部缅怀英雄、致敬英雄的报告文
学作品。作品以情景再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王
继才夫妇矢志不渝的敬业精神和“舍弃小家，成
就大家”的家国情怀，拥有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的力量。

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的《希姆博尔斯
卡全集》在本届订货会上与读者见面。该全集
共5卷，涵括了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姆
博尔斯卡的全部诗歌、信札和评论等作品。全
集由希姆博尔斯卡基金会官方授权，中国“翻译
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波兰文学翻译家林洪
亮领衔翻译，直接从波兰文译为中文，以精确雅
正的汉语传达了原作的美感与精彩。在《希姆
博尔斯卡全集》新书发布会上，东方出版中心向
波兰大使馆文化处赠送了新书。李岩、赵东、郑
纳新、郝菲菲、林洪亮、李怡楠、吴俣等认为，希姆
博尔斯卡的作品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福祉与活跃
生命的关注、对自然与永恒的思索和追求。此次
全集中文版的出版是国内首次大规模、全景式展
现希姆博尔斯卡的文学成就，可以使中国读者更
多感受波兰文学的风采和波兰人民的气质。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与奈目书店联合举办的
“文学如何书写时代——《新世纪作家文丛》第
五辑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由长江
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阳继波主持，评论家白烨，作
家邱华栋、计文君、阿乙参加活动。《新世纪作家
文丛》由白烨、邱华栋担任主编，接续上世纪90
年代享有盛誉的《跨世纪文丛》，旨在对中国当
代文学进行精心淘选，对新世纪以来有实力、创
作活跃的小说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

“经典化”，让有品质的作家作品得以走向更多
读者。该丛书每年出版一辑，每辑选择6位作
家。最新出版的第5辑收录了葛水平的《后
来》、肖江虹的《悬棺》、滕肖澜的《握紧你的手》、
计文君的《你我》、于晓威的《陶琼小姐的1944
年夏》，以及宋潇凌的《温凉的时光刀》6部中短
篇小说集。发布会上，与会者围绕“文学如何书
写时代”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在订货会现
场举办了周瑟瑟新书《中国诗歌田野调查》发布
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宁夏文联副
主席雷忠、阳光出版社社长唐晴，以及汪剑钊、
北乔、沈浩波、杨庆祥、娜仁琪琪格等参加。周
瑟瑟近年来开展“中国诗歌田野调查”，以口述
实录、问卷调查、影像拍摄等方式，对各地的生
活习俗、民谣方言等进行收集整理，《中国诗歌
田野调查》就是论述“中国诗歌田野调查”的观
念、行动与写作的诗学随笔集。因此，书中的理
论观点不是学究式的，而是带有诗人的呼吸，是
与诗歌创作实践紧密相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