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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也在不断提高。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如何响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塑造鲜活立体的中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创造更多更丰富的符合当下审美要求

和时代要求的优质精神食粮？面对这些问题，新时代文

学首先要认识到其肩负的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使命，以

传承和创新的思想激发新时代文学进步的动力。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

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学创作既需要从当代生

活中挖掘底蕴，也要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血脉。中华

民族留下了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是文学创作的文化宝

库，更是激励华夏儿女走好新长征路的精神力量，新时

代文学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才能坚定对创作的自

信、对作品的自信、对文化的自信。

进入21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越来越激

烈，这种冲击与动摇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优秀传统文

化的新生命力。“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新时代的文学是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相

互依存的文学，创新是对传承的进化，传承需要与创新

结合来适应新时代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因此，新时

代的文艺创作必须平衡好创新与传承的关系，不能为

了创新而创新。创新需要找寻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的价值所在，并利用当下新的传播手法与策略，与新时

代的社会发展、文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创新中实现

传统文化的传承。两者互为支撑、互为动力。只有正

确理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文学

的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造,用

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这给文艺工作者指

明了方向，要把创新融入文艺创作的整个过程，才能保

证新时代新文艺的生命力。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坚

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更多

的文化营养，取其精华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

生机与活力，让自己的文学创作饱含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的同时，体现出新时代的斑斓色彩。要坚持民族性

与世界性的结合，充分借鉴外来的优秀文化与文明成

果，从中挖掘出可为我用的文化精神。要改进传承形

式、传播方式，将优秀的文化遗产数据化、数字化，

着力推动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用自己的文学作品讲

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让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万户

千家。

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要求文学创作者同时要注重

人民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如此才能更好地创作出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万千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直面考验、鹰击长空，展现出伟

大的发展力与创造力。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传承和创新的原动

力，其在文学作品中自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主体地

位。故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像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

到的路遥、柳青等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那样，投身新

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笔墨讴歌伟大的新时代、

赞颂伟大的人民群众，让文学成为与时代发展同频共

振的号角，描绘鲜活、丰满的人民形象，书写新时代的

新史诗。同时，坚持从人民群众当下的生产生活实践

入手，获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灵感，使创作出的

文学作品能够反映新时代人民的心声与呼声，体现出

新时代文学创作的社会性。从民族性这一角度来讲，

文学创作要从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

量，把其中的积极元素融入创作之中，从各民族的文化

厚土中汲取养分，注重自然、地理、历史、民间文化等各

个知识层面的学习，不断丰富拓展文学作品的内容和

精神。

新时代文学的传承与创新还需要用好融媒体时代

的机遇与便利。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既增加了文学作品

的传播方式，又改变了很多文学工作者的写作方式，甚

至重塑了文学创作的环境。例如，作为新兴的文学创

作类型，网络文学借助融媒体的力量，在军事、玄幻、言

情等文学领域充分展现着创新的魅力，拥有庞大的读

者队伍。新时代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新旧媒

体融合的必要性，积极主动地融入融媒体传播格局之

中，树立融媒体思维。新时代的文学媒体工作者，也应

该建立传统文学作品的转化机制与体系，帮助创作者

将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影视剧、网络游戏、多媒体视听

等形式结合起来共同发展，使文学的创造力发展为文

化和文艺的创造力，从而形成文艺作品全新的价值链，

构建更具活力、更为多元的文艺新格局。同时，也要借

助媒介融合创造文学创新的新平台，做到以新技术打

破传统范式，创新文学载体、创新呈现方式、创新交流

方法，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激发新时代文学

新的旺盛生命力，促进文学的发展。要用好融媒体时

代的机遇与便利，拓宽文艺传播的平台与渠道，使新时

代的文艺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创新。

新时代文学的创新还应探索自媒体与文学创作的

共生互动。自媒体凭借方便、快捷、门槛低等特点，已

经成为社会公众表达自我的重要渠道与平台，海量的

自媒体以贴近生活、平易近人的朴素表达形式展现普

罗大众的微观生活，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社

会热议，并拥有了众多的受众。如火爆海内外的美食

博主李子柒就用自己的短视频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华乡

村文化生活，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典

型。再如，为数不少的高校、文学报刊创办了专业性的

文学订阅号，众多作家、文艺工作者推出了个人自媒体

账号，与读者交流、推荐新作，形成了新时代文学创作

与现实生活的交流，使文学工作者与受众、文学作品与

市场形成了互动的共生体。新时代的文学工作者要抓

住自媒体时代的机遇，在坚守文学本质的基础上，充分

用好自媒体的传播优势，有选择地创新，以更符合新时

代发展规律的方式推动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新时代是前所未遇的时代，是社会变革最为深刻

的时代，也是实践创新最为宏大的时代。这种伟大的

社会变革与创新给予了文学创作者强大的动力与广阔

的空间。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文学工作者们要敢于、善

于接受新生事物、新的知识，发现社会新的变化，适应

新的传播方式推动文学创新发展。要学会在总结并传

承历史文化、挖掘规律性知识的同时，大胆地吸收文艺

创作前沿性的成果，及时创新文学创作的思路，发现传

统文化资源的独特之处，以新的内容、新的构思、新的

题材和新的表现手法去完成创作。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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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李舫寄来她的三本书籍，一本是

刚刚出炉的“大散文”集《大春秋》，另两本

是《魔鬼的契约》和《风笛中的城堡——爱

丁堡纪行》。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后两本，

那是因为我最近几年也一直在关注西方绘

画史。特别是《魔鬼的契约》一书，当我一

口气读完，便发现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将

理性与感性熔为一炉的著述，其写法正是

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拿下高头讲章学术面具

的随笔文体。所以，自己也就有了想展开

一场与“魔鬼”对话的欲望。

李舫是文艺学博士，对中外文学理论

有所专攻，然而，让我惊讶的是，她对西方

绘画艺术，尤其是对现代主义绘画艺术有

着深刻的研究。我这里用“深刻”二字，并

非是说她对西方绘画技法和理论的深刻剖

析，而是说她在面对现代主义绘画艺术时

能够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迅速作出艺术判

断，而这个判断是建立在一个绘画观赏者

独特的视角之中。这就让我意识到一个艺

术鉴赏的重要问题：当你面对一幅画面的

时候，你读出了什么，远比你看到什么更为

重要；也就是说，你悟出了多少画面背后的

内容，这也许比你看到画面表层线条、色彩

和光影所产生的即时性愉悦更能产生“深

刻”的记忆——因为那是一个观赏者调动

自己全部生活经验，用第三只眼激发出来

的艺术观察。或许这就是李舫从理性到感

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艺术鉴赏二度循环

过程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这本学术

随笔当作一部简明现代主义艺术解读来看

也是可以的，它既是深奥的现代主义艺术

理论深入浅出的解析，又是大众观赏阅读

的指南。当然，从我个人的阅读兴趣来说，

我更喜欢此书中那些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

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绘画特征的对读，从

中看到一个观赏者的独特眼光。

其实，当《魔鬼的契约》的封面设计把

那行白色的副标题“现代主义的病态艺术

及心理特征”嵌进主题的意象表达中的时

候，就抽绎出了这部随笔的深刻批判内

涵。但是，作者是站在一个鉴赏者的角度，

从读画的领悟中去分析现代主义绘画艺术

深入骨髓的表现内涵，去除繁琐的注释和

理性论证的逻辑链，直接贴近感性认知的

艺术表达，用散文的笔法去阐释她的理

念——本书扉页上用作“书引”的那句保

罗·克利的话，“这个世界变得越令人害怕，

艺术就变得越加抽象”，就是全文的注脚。

是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时代给人

带来了暗流涌动的心理冲击，那么，现代主

义艺术的本质究竟在哪里——“从波德莱

尔和塞尚开始，现代主义以反和谐的无限

力量把艺术品塑造成它自己的对立物，从

而产生一种痛苦与沉思，理解艺术品对我

们所说的话就成为一种自我遭际，艺术便

是生活，人人的生活，其中充满了各种可能

的状态。在复杂的过去和荒凉的未来之

间，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造就了一个

个永恒的开始和一个个持久的回忆。”每一

个时代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特征的艺

术，同样，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人在鉴赏历

史绘画时都会产生与众不同的感受，它并

不具有普遍的共性，这就是艺术不断延展

扩散的魔力所在，正如肯尼斯·克拉克在

《观看绘画》的导言一开头就说的那样：“毫

无疑问，观看绘画的方法有多种，但其中没

有所谓正确的方法。过去那些留下绘画见

解的艺术家，从列奥纳多·达·芬奇到丢勒、

普桑，从雷诺兹到德拉克洛瓦，经常为自己

的偏好给出理由。但是，对在世的艺术家

来说，他们则不一定都会认同这些理由。

伟大的批评家也一样，无论是瓦萨里或洛

马佐，罗斯金或波德莱尔。”也正是这种差

异性的阅读，才是一件艺术品永恒生命力

所在。否则，一部不能在不同时代里反复

出现和不断被新的阐释所提及，即便是一

直沉浸在肯定和否定悖论中的作品，也不

能说是伟大的作品。

在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之中，作者对各

种画派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分析，如雷诺阿、

塞尚、毕加索、博乔尼、巴拉、马里内蒂、阿

波利奈尔、恩斯特、夏加尔、契里柯、瓦托、

高更、莫奈、格列柯、梵高、康定斯基、布莱

森、达利、贾科梅蒂等。窃以为，其中分析

得最好的绘画是以下几幅。

对瓦托新印象主义点彩画法风格的

《发舟西苔岛》的分析，是通过16世纪乔尔

乔内创立的“交响乐式的绘画”到鲁本斯

“田园游乐”的绘画特征分析，概括了风景

画历史承袭的脉络，同时也呈现出强大的

人文内涵的背景——“取材于波德莱尔那

部著名的充满魔幻意味的诗篇《西苔岛之

游》”。

与克拉克对绘画艺术分析特征不同的

是，克拉克注重的是绘画技术层面的剖析，

李舫却是注重对绘画背后的人文精神的揭

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偏向于李舫的

阐释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相同

之处就是将绘画分析引入对相同风格的文

学作品中，进行珠联璧合式的耦合，克拉克

在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中总是将它们与华

兹华斯的文学风格紧紧联系起来进行分

析。无独有偶，在对瓦托绘画的分析中，李

舫也提到了“人的激情与自然的美丽而永

久的形态结合起来”的文学精神。这暗合

了华兹华斯“原始人性”的三重含义。

无疑，现代主义绘画显然与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绘画有着明显的不同。进入大工

业时代以后，现代性思维进入了画家的大

脑，他们把这些哲思融进了绘画风格之

中。所以，李舫捕捉住了后印象主义绘画

巨匠保罗·高更的巨幅绘画直射出来的哲

思。于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

们向何处去？》本是取自宗教的道德训诫，

但在这里得到了画家面对新世纪的哲学阐

释，成为人类重新思考自我存在意义的哲

学命题，从视觉艺术转换而来的思想冲击

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绘画艺术间

接表达的含蓄功能，形成更能直接打动人

心的艺术效果。同样在高更的另一幅著名

的绘画《两个塔西提岛女人》的分析中，作

者运用艺术的通感进行阐释，画家是以新

颖的色彩在“用嘶哑的声音来歌唱”，金色

的肌肤和肉体的芳香并非是高更表现的绘

画本质，所以，李舫才用“像丧钟的声响”一

样的色彩来评价老高画作里的生命哲学意

义——“画面中的诞生、生活、死亡只是人

类生命的三个片段”。

我注意到在对印象主义绘画的晦涩难

懂的辨析当中，李舫用了一个语词，即印象

派必须遵守的原则：“恰当的暗示”。唯有

此，才能满足“观赏者必须知道怎样观赏”

这一前提而使其进入大众视野之中。这就

打破了克拉克所阈定的现代主义绘画的广

义和狭义的悖论，让其获得更多的受众。

正如他在《何为杰作》中把毕加索艰涩难

懂的《女人和吉他》和一开始就遭艺术界

诟病的低俗作品《格尔尼卡》进行比较：

如果说《女人和吉他》是高级的狭义杰作

的话，“那么《格尔尼卡》则可以称作我

在这里试着使用的广义的杰作。它不仅仅

是高超绘画技术的展现，而且是一种深刻

而预见性经验的记录”。这就是李舫所说

的，要让观众在欣赏印象主义画作时，领悟

到“真正优秀的艺术，其本质永远领先于生

活”的真谛。

在对梵高作品的分析中，作者对其“激

情冲击下的扭曲风景”的艺术阐释，用优美

的语言对画面进行了散文诗式的抒情透

视，使其画面逐渐清晰起来，更使其思想内

涵从充盈着模糊意识的《干草堆》《夕阳下

的柳树》《黄色的麦田》《向日葵》，以及《星

月夜》感性视觉中突围出来，抵达“面对世

界的人的深思”之处。

当然，李舫在展示爱德华·蒙克在

1893年绘制的版画《呐喊》时，让我又一次

激情澎湃地体验到对鲁迅小说集《呐喊》回

音的沉思。我们虽然绝对不能肯定鲁迅作

品受了蒙克画作的启发、鲁迅热爱版画是

受了这幅画的影响，但是仅凭下意识，我们

就可以从画面中得到“这个时代的心理特

征”的心灵回应，正如文中所言：“艺术家永

远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秘密的代言人。蒙

克用他的画笔把一些熟视无睹的东西变成

了现代人心中的象征性风景。”鲁迅不就是

在新文化和新文学发轫期将这种现代性勾

兑成了一种悲剧的人间风景，写成了举世

瞩目的名为《呐喊》的小说集吗？这样的风

景画为什么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呢？不言而

喻，其所散发出的人文内涵是一切艺术的

底色。当年也有许多人看不懂鲁迅《呐喊》

中的许多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

就愈发领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找到了解析

现代社会的钥匙。这是克拉克所说的广义

杰作的力量显现呢，还是长期的生活经验

的历史积累呢？

因此，在绘画艺术的“原始人性”的阐

释中，我们望见的应该是艺术的彼岸。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文化艺术向来是最能感染人、引导人的，这

种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引导直接关系到个体思想

价值观的塑造，对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等产生恒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和塑造，若施加得

当，将对人才培养有很大的裨益。因此，我们要

鼓励那些展现积极精神力量、展示人性光辉的

文艺创作，鼓励青年从优秀文艺作品中汲取力

量、完善自我，争做新时代敢于淬炼自我的

“四有”青年。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就是这种为青

年人才提供昂扬力量的思想宝库，文学、美

术、影视、戏曲、音乐、舞蹈……各类文化艺术以

各自独特的方式熏染着欣赏它们的人。这些文

艺作品背后蕴藏的，或是对平凡无私的坚守的歌

颂，或是对视死如归的勇气的惊叹，让人们可以

从中感受到澎湃力量的浸润与滋养。不同艺术

门类、不同题材体裁的红色经典，基于不同的信

息组成要素和传播方式，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是

不同的。不同形式的红色经典是如何产生感染

力，如何通过文艺作品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这

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有人说，阅读是最简单直接的使人精神富足

的方式。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文

化内蕴、撼人心魄的宏大叙事、激荡人心的精神

感召力，成为峥嵘年代里那群最可爱的人留下的

最直观生动的时代注脚。例如，畅销数百万册的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彰显了共产党战士坚

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慷慨大义，是很多热血青年

的枕边读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才发愤图

强。茹志鹃短篇小说《百合花》中展现的小通讯

员的青涩与英勇，以及新媳妇的无私与果敢，呈

现出军民鱼水般的感人情谊。很多红色经典小

说，依赖于对时代情绪的精准把握和对人物形象

的精妙刻画，立体化地展示了时代英雄们英勇刚

毅、坚守理想的形象。读红色经典文学，不仅是

读故事，也是在读历史。文学作品虽然不是革命

历史的一手史料，但却是塑造英雄人物形象、讲

述革命建设事迹、升华红色精神的重要文艺样

式。在当前党史学习风潮引领下，红色经典文学

是青年人才读懂党史、读透党史的良好辅助。

对高校来说，对红色文学作品的阅读品鉴，

是切入党史学习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在高校党

组织的倡导、引领下，高校可以发挥各级学生社

团组织的作用，打造大学生思想教育阵地，丰富

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建立全过程、全角度、全方位

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通过设立“红色经典

文学作品阅读周”的形式，鼓励大学生多了解红

色文化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延伸举办“红色党史

知识竞赛”“红色党史文化汇演”“红色党史主题

征文”等活动，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红色党史学

习积极性，让红色文学成为强化党史学习和思政

教育的艺术媒介。

影视作品是融合视频、音频、文字等多种视

听语言的立体化艺术，相比于文字作品，它能够

更加直观、立体、多线并进地讲述一个故事，因而

更能吸引人。影视艺术本身拥有更具优势的传

播效力，且随着影视制作技术的进步和影视产业

的繁荣，以及电子设备的普及，学生们能够更加

便捷地接触到各类影视作品，这也为红色经典影

视作品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契机。而且，由于接受

时的被动性，观看影视作品比阅读文学作品，相

对门槛更低。这也是红色影视经典能够更加深

入人心的另一个原因。相比于枯燥的理论讲解，

学生们显然更乐于接受红色经典影视作品潜移

默化的影响。例如，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

《小兵张嘎》，是20世纪60年代广受人们喜爱的

经典影视作品。电影将一个英勇无畏、机智过人

的抗日小英雄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使之成为很

多青少年的偶像。新的红色题材影视作品中，如

《亮剑》等，以生动有趣的细节讲述革命故事。还

有近来播出的《山海情》，真实还原了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为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做出的巨大努

力，剧情朴素写实，令人动容。

基于红色影视作品更强大的媒体传播力，高

校可将红色影视作品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之中。组织红色主题影视的观影、评议鉴赏等

相关活动，让学生以多元的方式领悟思想政治理

论的内涵、精髓，激发学生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

义情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加强对学生思想意识

形态的正确引导。同时，在自媒体传播效应逐渐

放大的当下，还可以以视频制作的方式提升学生

参与积极性。通过红色主题短视频的制作、剪

辑、评比，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影视制作创新的专

业能力，也有利于丰富学生党史文化素养，提升

其政治意识，完善其道德品质，增强其理想信

念。当然，这只是众多活动形式中的一种，关键

要让学生通过体悟红色影视思想精髓来拓宽思

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提升其

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敏锐度与接受度。

声音艺术是传播信息的一种重要媒介。赋

予了节奏和韵律的声音，再配合内涵深刻的语言

和主题，往往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红色音乐作

品就是这样的声音。我们最熟悉的经典音乐作

品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将中华民族艰苦抗

争、踔厉奋发，革命先辈身先士卒、视死如归，中

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坚韧模样表现得最

为生动、激昂、淋漓尽致，是谱写出中华民族百年

风云激荡历史征程最高昂、最振奋人心的音符。

如果说文学和影视是在视觉感官层面调度接受

者情感的利器，那么，直击人心的红色音乐则是

激起他们思想和灵魂与革命先辈同频共振的密

语。当然，文学、影视、音乐，它们并无艺术价值

层面的优劣之分。我们的红色经典音乐作品，携

着巨大的能量风暴，调动听众和歌唱者在情绪、

思想上的共鸣。《黄河大合唱》是对母亲河的赞

颂，也是对革命战士的深情歌唱；《十送红军》奏

响了军民一家、鱼水深情的动人旋律；《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道出了无数共产党人前赴后

继、不负人民的大爱担当。

在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红色音乐作品的

创作传播境况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加强红色

音乐作品在高校、企业和社会层面的传播力度。

高校层面，可以提高红色音乐作品在音乐教学中

的比重，分析不同时期红色经典音乐的技术创新

和时代意蕴，让红色音乐与古典音乐、民间音乐、

流行音乐一样，成为高校音乐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企业层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倡导红

色音乐传唱，举办诸如“一二·九大合唱”之类的

活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文化的先进

性。社会层面，可以将红色音乐与地方特色文化

融合发展，提升红色歌曲在民众文化生活中的存

在感，潜移默化地起到思想教育的作用。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

增强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与影响力增强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毛史明毛史明

新时代审美文化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与审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