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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不是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现实不是只有正面没有反面
□□梅国云梅国云

现实越来越不好写了，也越来

越不想看了，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事。从写作者来说，他们更多埋怨

的还是杂志、平台、出版社，要么不

给发不给出，要么咔咔咔毙掉一句

又一句、一段又一段。朋友在微信

经营了一个公号叫“宾曰语云”，这

个公号原先叫“宾语的廉政空间”，

很著名，迄今总阅读量已达 20

亿。他在公号里针对基层官员的

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写的非虚构

（新闻调查的基础上）、时评或打油

诗，造成舆情，引起纪委注意，搞倒

了不少人，可以说屁股后面不干净

的官员，只要被宾语盯上了，就真

的会麻烦。这样的文字在报刊杂

志根本发不出来，在很多平台同样

发不出来，理由大多为“发表内容

涉及时政”、“内容不适合收录”，结

果都是“未通过”；即便发在微信公

号，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

将已经搞得风生水起、令问题官员

谈“宾”色变的“宾语的廉政空间”

换成“宾曰语云”，居然是因为“宾语的廉政空间”影响

太大了，让被批评过的单位举报“它像个机构”，终不

得已而换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反

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坚持群

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反腐败斗

争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很难取得压倒

性胜利的成果。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绝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一

以贯之、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长期坚持下去，任

何时候都放松不得。”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在反腐败斗争这条永远的

路上，就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监督作

用。类似于“宾曰语云”这样的公号，就是一种来自群

众的对权力的监督。这样的监督是可贵的，这样的监

督逸生的文学创作是可敬的。

“文学无用”常被很多人挂在嘴上，但对于有的作

家来说，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比如鲁迅，在

那个岁月，他滚烫的文字唤醒昏睡的国人，起到了惊

雷般的警世作用。“救救孩子！”“不在沉默中爆发，就

在沉默中灭亡。”“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

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

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对“中国”以及

“中国人”的批判，深切地体现了其爱之深，责之切。

他充满热度的文字的另一面是投枪和匕首，直面凶

残，如百万大军，让黑暗势力瑟瑟发抖。面对令他气

愤不已的满世界坏人欺负好人，坏人把弱势群体逼

疯，逼得走投无路的社会，他在《狂人日记》里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

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

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

‘吃人’！”他在《可恶罪》里说道，“我先前总以为人是

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

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他在

《战士和苍蝇》里写道，“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

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嘬，营营地叫，以为得

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

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

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

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

不过是苍蝇。”

鲁迅的伟大和不朽，正是因为他和他的文学。他

的文学的大用，不仅使当时的民众看清了国人的昏、

底层的悲、好人的善、坏人的恶，也照亮了未来的人的

心。他的文字有的温情如春，有的冰冷如霜，“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生动写照。

“横眉冷对”为鞭挞，“俯首甘为”为弘扬。这是作

家的良知，亦是使命。而当下的不少文学作品与阅读

者总有疏离感，喃喃自语者众，对社会现实中阴暗的

或明亮的视而不见者众……让我最为感慨的是，现在

已经很少能读到那种荡气回肠的表现英雄主义的作

品了。鲁迅时代，可以说常遇白色恐怖，他却无所畏

惧地迎着血雨腥风，奋笔疾书，他的作品处处闪耀人

性光辉和人间大义。作者对“三·一八”惨案的愤慨虽

然不可抑制，但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里，他在

为遇害的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刘和珍鸣不平的

同时，称赞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

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以至惭愧地认为，“我们还

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

了。”他的精神被刘和珍感染了，他在满腔激愤中歌颂

刘和珍“虽殒身不恤”，却是“中国女子的勇毅”。因为

有刘和珍这样的敢于牺牲的青年学生，让处于黑暗的

人看到了希望。

当今的书架上，不少专家学者评说作者已经羞谈

世道人心、天地情怀、知行合一、真实真诚，大谈气质、

情趣、爱好。评说作品无非弄一堆什么解构、异化、痛

感等莫名其妙的概念，晦涩如猜谜，无味如嚼蜡。作

者和评者臭味相投下，一双双“巧手”使文学作品成为

“玩艺”。日积月累，“玉器”上的包浆越来越厚，沁色

越来越浓。人玩“玉”，人养“玉”，最终使“玉”彻底失

去了“温润”、“宁可碎，不苟全”的格，彻底置换成了人

间的低俗。我办公室隔壁的《天涯》杂志编辑部的书

架上，每月都有来自全国的数十份文学期刊，其中很

多作品都是失了格的“玉”，一步步演化成只有作者和

评者去“臭味相投”地阅读点赞的尴尬。

这些年文学期刊发表的东西，读者总感觉作家们

对现实的表达不接地气，太过含蓄了，躲躲闪闪，欲言

又止，加上太注重技巧，华丽的包装下，根本看不清物

事的本来面貌。叫人看不清，或没感觉，是对读者的

最大伤害。说现实题材，自然还是想到鲁迅，他的文，

要么温暖，要么滚烫，要么冰冷，不管是哪一篇，哪一

句，只要你读到了，就会电击般传遍全身，亦如犁，会

在你的肌肤上犁出一道道血印。鲁迅正是那个黑暗

社会里的一盏灯，他的文字使无数愚昧的民众警醒，

使无数处于绝望的民众窥见到了曙光。

当下，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

族也正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作为写作者，应该坚

守良知。现实题材既有波澜壮阔的经济社会发展进

步，也有敢为天下先、舍生忘死的时代英雄。抒写伟

大事业和赞颂杰出楷模，不能错误地认为这是粉饰太

平。同时，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看待问题，

任何事物不可能只有正面，没有反面。我们建设美丽

的绿水青山中国，正是因为有过被雾霾紧锁的天空、

被污染得不能饮用的江河的教训。我们反腐败斗争

取得压倒性胜利，正是有过腐败已经严重侵蚀党的肌

体的惨痛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中指出：“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

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

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

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

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

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

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是在解决前进道路

上的曲折和坎坷，荡除阴霾和黑暗中实现的。在现实

题材创作中，我们应该正视客观存在的问题，“乐”不

过头，“哀”不仅不让人绝望，还要让人看到光明和希

望。作家创作如此，发表文学作品的杂志、平台、出版

社亦是如此。对于格调低下，充塞色情、暴力，价值观

倾向错误等文学作品，必须予以坚决抵制。但在审读

过程中，一定要防止走极端。不能因为害怕担责，把

作品中鞭挞的东西都统统滤掉，唯"乐"无"哀"，如此，

文学还有多少读者，还有多少价值？

有几类文字常常为人津津乐道，但具体内容又往往很

难被人记住，例如同音文、集句诗、回文诗以及宝塔诗等。就

像赞美一个人光说他名字取得好，而说不出他有什么优秀

事迹，这样的揄扬有多高价值呢？

同音文、集句诗、回文诗以及宝塔诗主要追求形式上

的创新，为了形式宁可削足适履，而不顾表达意思是否顺

畅、充沛、有力且合乎一般的语言习惯或规则。严格来说，

这些只能说是文字游戏，而不是文学。譬如同音文，完全

成为了绕口令，可以拿去检验主持人或相声演员的口齿是

否伶俐，舌头是否灵活，吐词是否清晰，但是却将文学作品

应有的音韵美丢弃得一干二净，“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

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之类，诘屈聱牙到了极点，只

会让人觉得别扭甚至难受。

集句诗则是公然地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没有一句是自

己的原创，不加引号且不注明作者地使用他人诗句，将其

列在自己名下，只能表明收集者读书多，而不能展现他的

创造力，实质上也没有新的创造。

回文诗为了倒过来也能念通，使得作者将心中所想表

达得极其曲折、隐晦、碎裂，要靠读者仔细去揣摩、联想甚

至弥合，或者要靠作者自己加以注释。写作一首回文诗所

花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写作两首不同诗歌的时间，但是表达

效果远远不如后者。像苏轼这样的文章圣手，流传下来的

几首回文诗也远远谈不上佳作，里面有些句子简直不知

所云，放在他的全集里显得异常拙劣，像是高峰环绕的一

块低洼的盆地。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回文句（不是诗）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句话除了倒过来念与原句一

样这个巧合外，还有其他任何意义吗？没有，它不仅没有

任何知识含量，而且还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因为非常明显

的是，事实上上海的自来水不来自海上，而是来自水库，

水库的水来自河流，和海水没有任何关系。这句话也没有

任何美感。

宝塔诗有一种“建筑美”，但是也显得非常刻意，非常

生硬，完全是雕琢出来的，有时为了凑字会加一些毫无必

要的虚词，而有时为了减字，会删除一些必不可少的实词，从而让诗句很难理

解。文学需要的是用文字给人画面感，而不是让文字的编排形式构成一种图案，

这是工艺美术的范畴，而不是文学。

好的文学首先应该能抒发作者的感受，表现作者的经验、观察、思考、想象，

让这些内容细腻、优美、深刻地表达出来，让自己有酣畅淋漓的宣泄感，让读者能

够轻易地理解其想法或者轻松地感受到一种意境。有时也需要含蓄和委婉，但

不是晦涩。

因此，真正的文学大师会让形式来服务内容，而不是相反（当然可以偶尔来

点文字游戏，像苏轼那样）。譬如莫言在写作小说《蛙》时就采用了书信体，这是

他认真选择的结果，避免“给阅读带来障碍”。他是这样解释的：“我2003年写的

初稿就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

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

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我就觉得太复杂了，给

阅读带来障碍，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了

书信体的结构。”他

在写作《生死疲劳》

时又大胆采用了章

回体，他说他的理由

很简单，就是常见的

几个字或一句话的

小说章节标题很难

概括他这部小说中

每章的内容，于是顺

理成章地使用了“受

酷刑喊冤阎罗殿，遭

欺瞒转世白蹄驴”、

“西门闹行善救蓝

脸，白迎春多情抚驴

孤”之类的标题。他

不会为了显示技巧

而使用技巧。

有趣的是，同音

文、集句诗、回文诗

以及宝塔诗仍是文

学爱好者热衷于尝

试的几大文体。我

觉得要练习写作，最

好还是从把一句话

说顺了开始，从没有

别字和病句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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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

毒，文学界迅速行动起来。中国作协组织作家援

驰武汉跟踪报道，重点作品扶持也增设了“抗击

疫情”主题专项，各类文学期刊、线上平台更是推

出了各种抗击疫情的征文征稿、写作大赛活动。

像《中国作家》《收获》《上海文学》《四川文学》《粤

海风》《延河》《南方日报》《读者》等的疫情专稿或

征稿，人民网、中华诗歌网、爱奇艺、起点中文网

等网站的抗疫书写大赛等，《文艺报》《文学报》

等也推出了专栏专版。全民抗疫正在转化为全

民写作的热情，一股强劲的疫情书写热潮在中

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社会突发事件

中公众朴素的爱国心与文艺才华相结合的体

现，也是新时代文艺观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的鲜明彰显。

新时代文艺观是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的系列文艺政策的反映，历时性上

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新发展，共时性上是

对中国美学精神与时俱进的新发现，实践性上

是对文艺现象的新总结与文艺工作的新指导。

新时代文艺观的引领作用在当下疫情书写的繁

荣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对其理论精髓的细致

剖析，则是读懂疫情期间这股中国文艺创作新风

貌的关键。

新时代文艺观首先是对个人情怀融入家国

意识的强调。“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是共和国文

艺史上一个核心命题，将个人与民族国家相割

裂、认为“小我”融入“大我”是一种意识形态宰制

的观点，至今仍有一定市场，这是与某些人根深

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分不开的，也不排除历史上

中国文学苦涩记忆的负面影响。新时代文艺观

切实尊重大时代中的个人选择，“中国梦是国家

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民不是抽

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

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习近平总书记对具体个人的尊重是空前的，不规

避个人价值与个人幸福，不空谈凌空蹈虚的政治

话语，不割裂“小我”与“大我”关系或让后者遮蔽

前者的存在，把“人民”当做文艺的主体与主导，

根本上否定了那些将民族国家当成个人对立面

的想当然言说。正在进行的这股疫情书写浪潮，

可谓这种文艺观的鲜明体现。像居住在距华南

海鲜市场不到5分钟车程的普玄，以“这座城市

病了，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孩子，我们怎么办”起

笔，对自己与身边人的疫情经历进行口述实录般

感同身受地书写。被称为“方舱医院‘女诗人’”

的援鄂护士长黄华英以个人感受给儿子写的诗，

“亲爱的儿子/当你一遍遍地呼喊着/好想看到真

正的妈妈时/一个个与你年龄相仿的影子/被放

进妈妈的心尖里”。这些书写并没有口号化的空

洞呐喊，而是走进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心灵中

去，让自我在场，将社会灾难面前普通人的恐慌、

焦虑，与危机中迸发的坚强、韧性、英勇如实体现

了出来。众志成城的抗疫风景与“我手写我心”

的个人抒怀相结合，让人感受至深。

其次，在文艺的角色定位上新时代文艺观提

出了共同体诉求的史诗论断。“内含着共同体诉

求的史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超越西方文学，并

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

世的重要途径”。“共同体”诉求在新时代文艺思

想中的提出是创造性的，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

的绿色思潮观念，它是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批判，

不但强调史诗的族群性质，还有着人类性关怀

的阔大胸襟。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认为史诗

是前现代的产物，因为只有彼时遗留下来的言

语才符合那种“美就是可见意义”的“总体性”需

求，他是在现代小说起源的意义上谈论史诗的，

带有某种怀旧乌托邦情怀，并隐含了个人与共

同体的二元思维。共同体诉求的文艺倡导则超

越了卢卡奇这种是古非今言说，强烈的人民性

在场使其不但能够观照到普通中国人的个体命

运，还能以人类情怀表达心怀天下的气度。此

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在自身抗疫取得阶段性胜

利后对世界多国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疫情书

写也没有仅拘泥于武汉等中国疫区，对在中国

的外国人以及世界疫情也进行了观照。像何建

明的《“战争”风云》书写上海浦东机场的海关防

控，“这哪是机场，简直就是‘120’救护现场”。

随着境外输入风险的增高，机场防控成了目前

我国疫情主战场，而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疫情

书写。像对国外人民抗疫感人瞬间的把握，无

论是美国自制口罩、送给邻居的缝纫工，还是欧

洲向无家可归的人赠送食品的志愿者，中国作

家都向他们投去了深情的瞩目，鲜活诠释了共同

体诉求的文艺理念。

第三，价值关怀上对新时代文艺观注重现实

主义崇高美学与英雄精神的倡导。现实主义与

人民伦理之间有某种天然联系：一、只有建立在

总体性思维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才能将孤立个体

的塑造发展到人民的高度；二、只有透过生活现

象把握其本来面貌（本质真实观）的现实主义才

能正确认识“人在历史中发展”的动力与方向感，

破解孤立个体的疲惫、虚弱、破碎状态；三、只有

秉承着惟妙惟肖再现社会实在这一美学原则才

能深入到普通群众中产生真正人民性的作品。

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是崇高美学、英雄品格的再

发现。“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

闪亮的坐标”。崇高美学是一种庄严、雄浑之美，

体现了人的主体力量与客体在对立冲突中的统

一，是一种社会伦理学上积极向上，净化人的心

灵、激发进取力量的情感。一段时期以来，“告别

革命”“躲避崇高”的说法甚嚣尘上，视英雄为“高

大全”、崇高为“假大空”、理想为“瞒和骗”，使文

坛“小”字当头。所幸的是，“彰显信仰之美，崇高

之美”的文艺精神在当下的疫情书写中大放异

彩，致敬英雄、赞美白衣天使是疫情诗文的主调，

像王蒙《2020的春天》以“大疫情大部署”、“人民

战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以百姓之心为心”对全

民抗疫的倾情歌颂，曾散《从汶川到武汉》《甘心》

《迎风吐蕊，朵朵花开》等系列文章对抗疫英雄感

人瞬间的捕捉，都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久违的崇高

傲然之光。

第四，艺术形态上新时代文艺观以独特的中

华美学为核心，呼吁文艺创作打上鲜明的中国印

记。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

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

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这种概

括精辟深刻。中国古代文化中某些感性而思辨、

玄妙而理趣的言说，不但比西方文论在时间上产

生得要早，意涵上也别有机趣。如“草蛇灰线法”

“横云断山法”指涉的伏笔、照应、缀段、突转等技

巧修辞，“风云见龙腾，波涛显鱼跃”中意境意象

的含而不露、绵里藏针，“影灯漏月”“背面敷粉”

中的结构技巧，都是中华美学的有意味表达。传

统修辞的比兴、双关、借代、拟人、拟物、讽诞、谐

趣等，更是为文学的诗性化表述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这些在疫情书写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像“昔

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归兮，风雨和煦”“昔我往

矣，风雨凄凄/今我归兮，春满大地”，有效化用了

《诗经》的名句，将远驰武汉的悲壮与战胜疫情返

程的欢欣，表现得优雅而酣畅淋漓，有效传达了

中华美学的风韵。“这个冬天不冷，阳光与心情一

起发酵”，“此时此刻我怔怔地凝望着窗外的树，

怔怔地望着怔怔如寒风中的人们，像树一样坚

毅”，则将中国抗疫的时代行动，以洗练、微妙、敏

锐的自我抒怀来表达，并融合进情景交融、物我

合一的诗性修辞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疫情书

写并非简单直白的抗疫宣传，而是将时代心声艺

术化、中国化、个人化的产物。

当然，疫情书写中也有少量不甚和谐的异质

杂音。像“感谢你，病毒君”之类刻意逐新求怪之

作，以“湖北佬”“九头鸟”入诗流露出的地域歧

视，或故意放大疫情的惨烈迎合某些人的阴暗心

理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各种褊狭、投

机性书写总会被明智的人们所丢弃，而朴实、凝

重、刚健、热烈的主流疫情书写正赢得越来越多

人的喜爱，成为新年伊始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

线，其所践行的新时代文艺观也表现出了勃勃生

机。或者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新时代文艺观正在当下疫情写作热潮中强劲盛

开、绚烂绽放。

特殊时期中绽放的新时代文艺观特殊时期中绽放的新时代文艺观
□□孙桂荣孙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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