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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本期《湘江周刊》，我们特刊发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所长卓今为该所刚刚完成编撰的 《2015年湖南文学蓝皮书》
所写的前言。 对当下作家突破自我、写出与时代相契合的佳
作所面临的困难，该文进行了直指人心的深入剖析，期望作

家们能够自我超越、自我升级，做有良知、有情怀、有深度（包
括情感深度、思想深度）、有超强生命感悟力的人，能够把握
时代脉搏，看准问题症结，直指人心地进行创作，其言也直，
其望也殷。 希望引起文艺家和读者们的关注与研讨。

刘颋的短评犀利而诚恳，言简而意深，充分体现了对家
乡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思考，亦值得湖南的文艺家们深刻
省思。

卓今

多数情况下， 文学在精神生活中
不是刚性需求，何况在这个繁华盛世，
人们被无数的新奇玩艺所吸引。 文学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它的
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在继续减弱，受
关注程度还在走低， 占据新闻头条的
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文学自成气候，全
球资本化和互联网时代， 新的文学生
产规律和消费方式正在形成， 无论作
家用什么样的姿态介入文学， 他们的
作品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精神
史和文化史。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精神产品生产是
何等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作
家都在做着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葛
兰西说，“对那些不起眼的作家， 而不
是一流作家的研究， 有时候对于文化
史是有益的”。社会的精神文化体系正
是由无数并不是特别著名的作家和他
们的作品构成，何况，评价体系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真正的好作品，受得起委
屈，也经得起批评。能成为作家的人，
绝大多数都有才华、有冲劲，相信他们
不会辜负自己。 我突然想到周邦彦的
诗句：“小桥外，新绿溅溅。”文学仿佛
又呈现出一股子灵动、生机、活泼泼的
势头。

然而，现在的作家比早些年面临的
困难要大得多：

困难一： 文学样式和风
格的变法

结构上是有用心？是否与内容浑然
天成

第一个困难是文学样式和风格的
问题。就小说而言，这个时代，所有的艺
术样式都出现过了，比过去所有时代的
总和还要多。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前人的
经验，清代曾经是集大成的时代，文学
创作与学术研究全面繁荣，清以前的文
人对于式样和风格争论， 无非是尚质、
尚文，主应用、主纯美。清代的创作环境
并不宽松，但作家们反而能抛开这些争
论，在很强的官方意识形态和高压文艺
政策之下，创作上重践履，实事求是，能
够直面那个时代和社会重大而艰难的
精神问题；学术上也是重实证，无征不
信。

现代文学从西方借鉴了很多经验
和手法，古今中西，锦绣繁华，让人挑花
了眼，也打乱了阵脚。 如何叙事？ 结构、
时间、视角、意象，你都玩不过前人，你
发明的某个新手法， 以为可以惊世骇
俗，其实都是人家玩剩下的。

变法不是不可以，结构是跟随故事
的需要、 人物命运的需要而构建的，它
这样走顺当， 换个花样走就会别扭，高
明的小说家在结构上是有用心的，与内
容浑然天成，所呈现出来的样式自然就
会有创新性，会引领时代。

古人认为法是文之末事，导致中国
叙事学不发达。文章要深入肌理，不入
法不行，但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
深则失其本。

困难二： 情感介入的深
度与强度

作家能否将自己的命运等同于对
象？能否为此将命豁出去

第二个困难是情感的介入度问题。
有的作家有生活却缺乏艺术高度，有的
有艺术高度却没有生活体验，大部分属
第二类情况。

作家是文化精英， 大都住在城市
里，过着精致优渥的生活。作家要扎根

人民，扎根现实生活，这个道理都懂。可
是如何才能深入生活？亲临现场，跑到
农村挂个职？卷起铺盖与老百姓同吃同
住？到工厂车间体验当车工钳工？到建
筑工地扎钢架打混凝土？这种“假农民”
“假工人”搞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假，因为
高贵的身段放不下去，贴地飞翔，俯瞰
众生，找几个苦难血腥的故事，爆个料，
作悲悯状， 似乎就算是实现了底层关
怀。

真正的体验是那种拔萝卜带泥的
生命体验，真正的关怀是把自己的命运
等同于对象，通过实践融入对象。 在城
市养尊处优的作家们深感这个命豁不
出去了，很绝望。为什么绝望，因为把自
己作为外在的东西，用强制手段强加到
对象中，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一种自我
异化。 马克思早就洞察到了，艺术生产
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的主观活动
与客观存在高度统一起来。放不下富贵
心，拉不下高姿态，它就统一不起来，就
很难写出有“人”味的东西。

困难三： 过分关注题材
选择而缺乏情怀与担当

关键是抓住一个题材怎么去看待
和处理

第三个困难是题材选择问题。信息
量太大，什么题材都不新鲜了。小说家
有时候手头的题材太多了也烦恼，心里
想着一定要选一个劲爆的题材。 九道
弯，九连环，无数个巧合，曲折离奇，折
腾得死去活来， 比知音体还要传奇。没
有情怀、担当，没有精神向度，一堆故事
成不了好作品。

题材只是一个借口，成熟的小说家
什么题材都能拿出写好。把最普通的东
西写得有深意有韵味才是本事。乡土、
城市化、爱情、官场、战争、历史都是当
下很热门的题材，还有很多边缘题材。
问题是你抓住一个题材怎么去处理。
扶贫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大工程，方法、
政策、手段，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微妙关
系等，作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怎么处
理这个题材，在艺术上是有挑战的性，
它的重要性、 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言而
喻。 网络文学集中在玄幻、 修真、穿
越、 都市言情， 只有极少的作家碰触
现实题材。 网络文学影响越来越大，
青年和低龄读者在它的熏陶下成长，
再过若干年， 网络文学很可能就是

“人民的主流文学”， 若是脱离实现，
脱离人的基本生活和情感， 它的未来
是令人担忧的。

困难四： 地域文化视角
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如何认识和把握时代与社会运动
的重心

第四个困难是独特性与普遍性的
困难。 湖南作家有地域文化的优势，故
乡思维是区别于别人的法宝， 语言、题
材、视角、意象各方面都跟主流元素、流
行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很强的可
辨识度。 最典型的是湘西神秘文化，它
一直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湘西地区的作
家容易被神秘文化捆绑，有时候人物安
排和情节走势纯粹为了展示奇异的风
俗，角色、对白、场景都沦为道具。对乡
土题材的把握也是一样，社会发生了变
化，新的要素不断涌现，农民与土地的
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痛苦裂变之中，
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只大手在他们之间
扒开了一道豁口， 而且还在用力撕裂，
他们之间天然的依存关系变得越来越
微妙。

政治经济变革、科技创新、生产力

发展使这种变化处在运动之中，它的重
心在哪里，如跑马射箭，难以把握。

困难五：作家的职业危机
专业作家与现实脱节，回避社会重

大问题和尖锐矛盾

第五个困难是作家职业危机问题。
一百多年前作家就开始职业化。资本的
介入和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使机械动力
印刷术发展起来，活版铅字和石印代替
了手工抄写和木刻线装，报刊和平装书
的大量生产， 文学的传播能力加大。新
式学堂、女性获得受教育机会、民众文
化程度普遍提高，加大市场需求，促进
了小说业的繁荣，职业化作家某种程度
上需要用数量来刷存在感，再也抽不出
精力兼顾其他职业。

民国的版税制度和新中国专业作
家供养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有
的堪称世界级大文豪。现代化环境下，
创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 而专业作家
编制紧缩， 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依赖于
本地的经济状况， 贫困地区还需要国
家财政转移支付，作家收入微薄，生计
艰难，加上外在的引诱，作家队伍的数
量和质量还在继续下滑。同时，供养制
的弊端使得专业作家与现实脱节，作
家被动地退守到一个狭小封闭的环
境，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和尖锐矛盾，把
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 选择那些难度
比较低、 写起来比较顺畅的东西来交
差。内容单薄，感情苍白，起不到震撼
人心的效果。加上商业化渗透、参照系
短缺、批评鉴赏不到位，进入低水平竞
争的恶性循环。

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人投身新兴的
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模式还处于自然丛林状态， 目前还
不可能担起文学的重任。 传统文学很
大程度上只能等待有天赋异秉的人自
己冒出来。 艺术生产不像普通商品生
产， 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是一个对等的
公式。 前面是金山银山还是万丈深渊
你是不知道的。 也许正是它的无穷的
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才是使得这个职
业充满了魅力。

要想超越自我， 超越同时代优秀
作品， 作家需要自我升级。

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的自由
概念不同于从前。古典时代，人通过斗
争、革命等激烈的手段，从外在的权威
里拯救自己来获得自由和幸福。 现代
人被物质和技术所操控，“人为自己立
法”是真正的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它的核心价值是从物欲中超脱出来。
人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关系颠倒，精神
扁平，审美扭曲。如果我们对这个文化
趋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写作就
会软弱无力。

时代对作家的附加要求越来越多，
读者文化水平整体性提高， 见多识广，
胃口大，眼光刁，他们在了解时代、读懂
人心这一块已经相当高明。 当劳模，多
出东西，猛刷存在感的搞法，读者并不
买账。想要超越自我，超越同时代优秀
作品， 作家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升级。写
作是体力与智力、情感与德性的多重体
现，宅在小圈子里，怀恋往昔、自恋、自
怜，用纤秾佻巧、多肉少骨的文字感叹
世事，诅咒时尚，还不如甩手大干一场，
宁为野马，不为疲驴。

古人云，道之大，德之博，有德者必
有言。并不是说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最好
的文学。不管是什么题材，不管用什么
形式表现，好作品一定是出自那些有良
知，有情怀，有超强的生命感悟力的人
之手。有深度的作家（包括情感深度、思
想深度），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看准问题
症结，直指人心。其作品必孕大含深、贯
微洞密。

湘江话题

困难与出路：
湖南作家的自我超越
———《2015年湖南文学蓝皮书》前言刘颋

近年来， 湖南文艺创作有许
多可喜的成绩。 但我感觉到， 湖
南文艺创作也存在着一种焦虑情
结， 许多人似乎拼命地想以某种
方式 （比如获奖 ） 来证明自己 。
我觉得， 如果想证明自己， 最好
的方式 ， 是自己证明给自己看 ，
而不是给别人看。 因为， 无论是
我们的创作、 我们的文艺评论和
研究， 其实都不应该奔着任何一
个奖项去 ， 以此为目的去创作 、
去研究。 我们应该以文本作为创
作和研究的对象和努力的方向 ，
这是我从一个宏观的、 大的层面
来说的一点印象。

湖南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
底蕴， 地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传统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既要研究地
域文化给今天的文艺创作带来了
什么样的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要
研究它究竟局限了什么。 我同意
一种说法， 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
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焦灼关
系。 要解决这种焦虑， 首先要深
入自己的本土文化， 弄清楚地域
文化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以及对
文艺创作的局限。 这个问题很值
得深入研究。

我看到的一些湖南作家作
品， 大多是以写实的经验性的写
作为主要方法。 怎样突破经验写
作和写实， 比如， 作者的经验写
作和作者艺术个性之间怎么融
合？ 怎样在经验写作中凸现作家
的个人情怀？ 等等， 这些其实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迫在眉睫
的问题。

我想起这一切的时候， 我的
脑海立刻出现当年何立伟写的
《白色鸟》。 我感觉我们的文学创
作里， 缺的恰恰是那么一只白色
鸟。

我们的作品， 怎样让自己的
中国梦飞升起来， 怎样放飞每个
人的" 白色鸟"？ 看上去很容易，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
题。 现在的欠缺可能是， 无论你
怎样用力， 无论你怎样着力于刻
画现实、 雕刻现实， 但没有这只
“白色鸟 ” 的放飞 ， 就很难走向
文艺的高峰。

其实湖南有非常好的文学资
源 ， 比如屈原 。 但很遗憾的是 ，
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 他的勇于
反抗、 打破并建构的精神， 到今
天只是变成了一种风俗。 这是非
常可怕、 很遗憾的。

文化资源之外， 湖南还有非
常好的题材资源， 但是没有白色
鸟， 好的题材也无法起飞。

放飞那只 “白色鸟 ”， 必须
从解放文艺家的自我心灵开始。

（作者系 《文艺报》 评论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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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铃《影子行动》获第九
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王跃文《漫水》 获第六
届鲁迅文学奖。

邓湘子 《像风一样奔跑》
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

阎真 《活着之上》 获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
第一届路遥文学奖。

《2015年湖南文学蓝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