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责任编辑：丛子钰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理论与争鸣 2020年2月17日 星期一

周
立
波
文
学
的
人
民
性
与
艺
术
风
格

周
立
波
文
学
的
人
民
性
与
艺
术
风
格

—
—

﹃
周
立
波
与
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
﹄
学
术
研
讨
会
会
议
综
述

□
龙
昌
黄

何 平：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

《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0 年，

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

要起点是《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的1980

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这一时期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

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

《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飘带》《丹凤眼》《受

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这么多好作品，显

然和大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复刊和创刊有关

系，《北京文学》占了时代的先机，也顺势成就

了刊物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传统。虽然今

天的文学刊物不是同人刊物，但主编的趣味

肯定会影响到刊物的趣味，你有资深记者和

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正好和《北京文

学》的精神传统暗合，甚至你在《北京文学》发

表的《中国科技忧思录》都可以看成《北京文

学》上个世纪末“忧思”系列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

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

经如雨后春笋般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

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

是因为刊物对首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

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

关注和对读者的尊重，半个多

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

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

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

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

辈，而北京文化中心得天独厚

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

时期文学占了先机。直至我

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

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

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

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

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

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

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

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

期产生的，我6万字的报告文

学《世龙靠什么腾飞——中国

科技忧思录》刊发在《北京文

学》1998年第 2期头条，当然

也属于《北京文学》那段时间

“忧思”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

何 平：熟悉《北京文学》的人都知道《北

京文学》在林斤澜 1986 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

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

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从 1987 年第 1 期

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 1989 年第 2 期的《往

事与刑罚》，余华在《北京文学》还发表了《西

北风呼啸的中午》《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等

重要作品。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

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

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

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

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

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

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

时期的产物。从文学的总体格局和发展需要

看，我以为这种变化是可喜的进步，一个健

康的文学生态，作家的风格和创作方法应该

是多元的、多姿多彩的，惟其如此，文学才

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文

学也才能得以真正的繁荣与发展。但具体到

某一个刊物，不可能包罗万象、众声喧哗，

办成大杂烩，而应该选择其中的一种风格，

让刊物内容和风格相对稳定，进而促进读者

的相对稳定。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

年，总体上讲，《北京文学》 自创刊以来，

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

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

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

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余华也正是这个

时候进入《北京文学》的视野的，他的创作

有着明显的先锋色彩，同时也显露出才华，

但即便不是主编的趣味使然，发现新人、扶

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

所以余华被《北京文学》发现并推介，也是

顺理成章的事。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

和潜力是编辑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

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

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

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

待、唯才是举的。

何 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

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

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

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

这种选择？

杨晓升：那时候作出此种选择，首先是出

于自己中学时代对文学的热爱，可以说是多

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

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一是媒体

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

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

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

带来了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

的局面。但在我看来，低潮意味着机会与重

生，文学独特的魅力决定了文学期刊在琳琅

满目的文化市场中必定会占有属于自己的一

席之地。我以为，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

变化与转型，此一时期文学期刊普遍缺乏应

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普遍存在闭门办

刊、孤芳自赏的现象，甚至怨天尤人或抱怨读

者。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

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

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

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

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惟有如此，文

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

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

何 平：你是从 2001 年开始对《北京文

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

有过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

纪观察”和“百家铮言”；1998年，又增设“思想

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

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

的按文体分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合方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的当下性和公共性、

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

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

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

么看？你的改版思路是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

发的吗？

杨晓升：正如上述，我到《北京文学》任职

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已经感知

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

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

着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

这当中包括对传统文学期刊普遍按文体划分

栏目的打破，但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

注与介入。中国有众多的文学期刊，但千刊

一面的面貌多年不变，所以打破以文学体裁

划分栏目，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之前的多个栏

目当然对我也有启发。但同时，我以为，对于

读者来说，栏目只是分类的标签，关键看你是

否能为读者提供有益且有感染力的文本，所

以无论何种栏目和体裁，作品自身的感染力

才是最重要的，在杂志的栏目确定之后，刊物

必须全力组织作品，保证每期都有达到栏目

要求的高质量作品，这样才能形成读者对每

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假如作品不能持之以恒，

时好时坏，再漂亮的栏目也只能是空壳，刊物

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到《北京文学》之

后的改版与改革，正是基于刊物之前的探索

与启发进行的，同时我认为栏目不应太多太

杂，确定了就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也不能三天

两头变，而应当集中力量抓好每期的作品与

质量，近20年来我一直是这样要求编辑、也是

这样做的。

何 平：我对照了 2001 年《北京文学》改

版之后列年的栏目设置，到现在为止，基本变

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家人气

榜”和“真情写作”“新人自荐”等，从栏目的命

名就能强烈地感觉到“读者在场”的预期和预

设。我也注意到改版之后《北京文学》第 4期

有一篇短文提到了《北京文学》改版备受关

注，并且把关注的原因归结为“以其内容的清

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其实，当时除了《北京文学》

也有一些文学期刊走亲民路线，但都没有能

够做得长久，比如《湖南文学》改版的《母语》，

还有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友》，我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独独《北京文学》能够坚持到现在，而

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 2003 年又创办了选

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杨晓升：这可能是我没有离开《北京文

学》、一直主政《北京文学》的缘故吧，我热爱

这个杂志、没有离开这个杂志（纵然有多次离

开和晋升的机会），没

离开当然就能一直坚

持做到现在。杂志最

怕动荡，最怕三天两

头换主编、变封面换

栏目。我以为，一家

成熟的、有生命力的

杂志，首先是因为找

对了方向，确立了正

确的编辑方针和办

刊策略，然后专注、

投入，一心一意、下

大力气抓质量组织

作品，并且要持之以

恒，要随时倾听各界

读者的意见，精益求

精，不断改进，但绝

不能受外界干扰，在

别人说三道四指手

画脚的时候（这种情

况往往会出现在改

革初期），一定要有自

己的判断和编辑定

力。上世纪90年代，

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头两天

变换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因为缺乏

这种编辑定力。2003年《北京文学·中篇小

说月报》的创刊，则是顺应了那个阶段《北京

文学》的改革，顺应了杂志向读者、向市场靠

拢的大方向。

何 平：文学期刊对时代的顺应，并非仅

仅是纸刊内容生产，要图变，自然要扩张到刊

物的内容生产之外的整个文学生活，这些方

面，《北京文学》这些年做了很多配套性的改

革，想请你具体说说做法。

杨晓升：《北京文学》的改革和改版，首先

是确立了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

向，围绕这个大方向，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

考核制度，调动全体编辑，兢兢业业、扎扎实

实抓质量，比如强化每期杂志重点内容、重点

作品的组织与策划，坚持稿件三审制度；比如

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

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

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

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规定

本社员工一律不准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或转载

作品（工作需要的评论除外）；比如编辑必须

审读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

编辑考核（内容包括审读来稿数量、稿件刊发

后的反响等），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

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优秀

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

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

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

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

参与；比如每期新刊出版，都调动编辑在本社

的网页、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一些报纸宣

传推介新刊内容要目。在电子阅读方面，《北

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

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

龙源期刊网、知网（中国电子期刊）、万方数据

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

志。除了保持传统的邮局发行、二渠道等方

面的销售，2017年开始，我社又开办了北京文

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

台杂志铺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

总之，要办好一本杂志，必须确立刊物的办刊

方向，建立一套科学严格的考核制度、构建一

个从组稿、编辑、发行、宣传等方面的全方位

系统。主编所要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

与严格有序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确保这个系

统的正常运转，一期接一期地编辑、制作出对

读者有吸引力、让读者有阅读期待的高质量

作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不断推出精品力

作和文学新人。这也是办好一本杂志的必由

之路。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周立波

（1908—1979）是实践“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方向的代表性作

家。2019年 12月 6日，适逢周立波

逝世40周年之际，“周立波与中国现

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及周立

波的家乡益阳两地举办。会议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世纪中

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创新团队”与湖南

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作家协会、《文

艺争鸣》杂志社、《文艺论坛》杂志社

联合主办，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湖

南省文学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北京、

上海、河北、河南、山东、贵州等地和

湖南省内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

凯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延安

文艺座谈会方向”与周立波的文学史

意义，周立波小说创作研究、翻译研

究，以及周立波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

等主题展开，集中探讨了周立波的文

学艺术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本次会

议在研究视角、方法、主题等方面均

有所突破，现具体综述如下：

一、当代文学视野下周
立波的人民性书写与艺术
风格问题

当代文学视域下周立波的人民

性书写与艺术风格的统一性问题，是

与会代表重点研讨的论题。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

绍俊教授从作家的写作身份问题出

发，来探讨周立波以《山乡巨变》为代

表的小说创作的晚期风格。他认为，

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及俄罗斯文

学的修养，同周立波精英文学作家身

份意识的形成有着内在关系。这种

身份意识，由于周立波的延安革命文

学经验一度被掩饰。但到了20世纪

50年代，这种意识又被重新唤醒。告

别政治繁务，返乡之后感受到的故乡

久违的温情，让他不由自主地重新以精英作家的

文化身份，来观照故乡的山水人情。而此观照视

野，也造就了《山乡巨变》基本的艺术风格和审美

倾向，形成了周立波乡土文学的诗意美、抒情

性。潜藏其间的革命者—精英作家的隐性身份

的转变，也令周立波悄然修正了对于革命的激进

观念，使得其晚期小说写作更具内在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研究员

则以周立波晚期的短篇小说写作为对象，探讨了

周立波式“小说还乡”所带来的精神和美学转

换。他以周立波20世纪50年代返乡后创作的

《盖满爹》《禾场上》《民兵》《下放的一夜》等为

例，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周立波小说中同传统勾

连的山乡风景的书写，同社会主义抒情之间颇

具张力的复杂关系。并认为，这种复杂关系，相

当程度上，充分展示了周立波在新政治、新时代

所给予的“新”的压力之下，以新的形式和风格，

去探寻历史的急剧变化的努力，以及因此遭遇的

挑战。

河北大学教授刘起林，对过多强调周立波的

晚期艺术风格，而贬抑其时代精神的研究现状，

予以辩陈和回应。在他看来，新中国地缘政治的

北方中心区、南方辐射区和边疆边缘区的差别，

是导致既往评价周立波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

晚期小说思想性和时代性不强的关键性因素，并

由此造成了相关研究者理解上的误差。这种误

差所意味着的“对局部地区的生活细致的观察”，

反过来又恰恰建构起来一种社会主义经验南方

话语的独特形态。

北京大学李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研究员程凯则将周立波晚期小说风格，置于中国

农村革命的历史视野下来考辨。

李扬指出，有必要将20世纪40年代以降实

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方向的作家们的农村题材小

说创作，予以历史地辨析。开展这些小说艺术风

格问题研究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对这些小说自身

重新进行历史化。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

小说和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小说，实际上反

映了中国农村土地革命进程中两个不同的历史

阶段。《山乡巨变》里以人民公社为目标的合作化

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于《暴风骤雨》里“耕者有

其田”的土改运动的另一场革命。周立波翻译过

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熟

悉苏联农村革命经验，所以对此有着清醒的世界

革命的总体意识。而这，也使得《山乡巨变》不同

于《创业史》，更不同于《三里湾》。小说并没有

像后二者那样去集中书写小说人物的政治诉

求，书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反倒用更多的

笔墨去书写生活故事，人物的思想与情感，以及

人们面对重大历史变革时刻的反应。于是，由

此呈现出来的周立波晚期小说的艺术风格，以

及他同赵树理、柳青之间的差异，也便不仅仅是

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更是知识视野上

的巨大差异。

程凯也认为，周立波晚期小说的风格问题，

同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具体开

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和柳青的《创业史》都书写这场运动，但二者之

间合作化运动的展开方式有很大不同。这是因

为不仅土改运动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属于土地革

命的不同阶段，就连农村合作化运动当中也存在

着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周立波所书写的农

村合作化运动处于推广阶段，那么柳青所书写的

则还处在试办阶段。这种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

和理解，便造就了周立波、柳青小说各自的独特

风格。

二、《山乡巨变》与周立
波小说艺术

小说《山乡巨变》是本次会议着力

研讨的另一焦点。除了上述发言有所

涉及外，还有不少论者的阐述，更是集

中到《山乡巨变》这一小说文本的具体

研究层次上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卓今研究员重

点探讨了《山乡巨变》这一小说的经典

化问题。在她看来，包括周立波的长篇

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在内，反映

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延安文学”和

“十七年文学”，不同于一般的乡土文学

之处，在于其中加入了制度探索和对

未来发展模式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

敢于直面政治的乡村叙事，也令周立

波的小说具有了独异的思想风格。也

正是在这种政治视界和历史维度当

中，具有鲜明风格化书写特色的《山乡

巨变》，也便具有成为文学经典的可

能。尽管由于“现代文学”维度的认

同、“载道”书写维度的被否定等，《山

乡巨变》等“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

作品目前仍饱受争议，但这种可能性，

仍然分别体现于它的思想价值维度、知

识创新维度和情感表现维度之上。

湖南文理学院佘丹清教授主要探

讨了《山乡巨变》中的人际关系。在他

看来，从小说当中11户人家、67个小

说人物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构成

了这样三种主要的关系类型：一，以邓

秀梅组织的农村基层管理的人际关

系；二，以刘雨生、陈先晋等组织的家

庭人际关系；三，邻里排斥或管理排斥

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互生性，

特别是其中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自

然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互生性中

实现了它们的社会化和政治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萨支山重点讨论了《山乡巨变》研

究史上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针

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和之后，文学界

评价《山乡巨变》的两种不同政治态

度，论者以朱寨评价周立波时，刻意回避后者对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主动接受为

例，来对以之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

晚期的周立波与《山乡巨变》的去政治化研究，表

达自己的异议。他认为，有关《山乡巨变》的评

价，无法同周立波鲜明的政治立场割裂。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龙昌黄助理研究员则探

讨了在主动接受革命政治的询唤与个人自我经

验的表达之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所呈现出来

的风格的复杂性。论者以为，这种复杂性分别体

现于小说里家、国二元叙事的纠结，合作化运动

叙事的程序正当性，以及看似宣扬男女平权的性

别政治叙事等风格或文体的艺术呈现当中。这

种由叙事或者表达方式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经验，

同政治规训之间存在着既相向又相歧的复杂关

系，恰恰揭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书写规则和革命

政治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作用于周立波身上的

种种暧昧、困惑与矛盾。

三、周立波小说的方言问题与翻
译研究

来自河南周口师范学院的三位老师，似乎有

意识地集中探讨了周立波小说写作的方言问

题。任动副教授认为，同《暴风骤雨》对东北方言

的生涩使用相比，《山乡巨变》是周立波运用方言

土语最为频繁、最为成功的作品。其方言使用圆

融妥帖、浑然天成，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鲜明地域

性的人物性格、自然图景和民俗风情。但这种方

言的文学化使用，面对其时的汉语规范化运动，

又多少显得不合时宜而招来批评。刘成勇副教

授则认为，周立波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还乡”，

同《暴风骤雨》的成功经验及《铁水奔流》的失败

教训之间，可能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借助携家

返乡之举，周立波重新找到了语言的着力点，形

成了其晚期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李瑞华副教

授考察了周立波从早年的欧化语言，到1942年

以后大量使用方言写作的变化轨迹；认为这种转

变同周立波对文学大众化和语言通俗化的理解

紧密相关。

中南大学邹理副教授与贵州师范大学吴旭

博士，主要探讨了周立波对俄苏文学的翻译研

究，以及这种翻译实践对周立波小说写作的影响

问题。邹理着重阐述了周立波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俄苏文学翻译实践，认为这一实践经历了一

个从市场盲从到趋进于有意识地翻译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作品的过程。吴旭则讨论了《秘密的中

国》的译介，同周立波报告文学观的形成之间的

内在关系。

四、小结

会上，与会专家还对其他相关议题，如周立

波《山乡巨变》与合作化运动“自愿原则”的文学

呈现的关系问题，周立波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等，

进行了研讨。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目前的周

立波研究，同居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之

间的周立波的文学贡献来说并不相称。这需要

我们反思和拨转既有的研究范式，重新激活相关

资源，重审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观念的嬗变及其

轨迹，检视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价值取向，在社

会史、制度史、文化史、地方史等跨学科研究的彼

此参照之下，重新确立周立波的小说经验同现当

代中国的内在关系，从而在新时代重估像周立波

这样坚持书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作家

们的文学成就和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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