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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大变
局面前，在我有限的关于中国农村或乡土的阅读
中，没有一部小说作品能够像柳青的《创业史》那
样令人浮想联翩，也没有一个人物形象能够像梁
生宝那样令人感慨万千。不过，这一切，都要从
一场激烈的争论说起。

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小
说一面世，就引发热烈反响，并逐渐引起争论。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小说中
到底是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更加真实呢，还是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旧人”形
象更加真实？

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是冯牧，他撰文褒扬
《创业史》不仅落后人物如梁三老汉、郭振山等
塑造得很出色，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塑
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时代的光辉思
想品质的先进人物形象。通过这些生动的艺术
形象，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
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发生的一场无比深
刻、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邵荃麟持不同
意见，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
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因而，梁三老
汉才是真正的典型。

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当时北京大
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严家炎，他于1960年代初
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持
续、深入的讨论。他毫不讳言地指出 《创业
史》 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
梁生宝。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
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
价值”——他在互助合作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
种精神状态是有代表性的，《创业史》也正是抓
住了这一点而成功地再现了作为个体农民的梁
三老汉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的苦恼、怀疑、摇
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作品
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
所决定的最终要走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据
此，严家炎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
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他进一
步指出：“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
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
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
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

这样的观点一出来，连一贯以厚道、宽容著
称的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驳。在《提
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柳青回应说，严家炎的这
些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他
无法保持沉默，接着他详细解释道，“《创业史》这
个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
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
答要通过一个村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
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沿着
柳青的思路进一步推理，下面的结论应该不是画
蛇添足：这个村庄各阶级人物的行动、思想和心
理的矛盾和统一都是通过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
矛盾和统一体现出来的，而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
矛盾和统一归根结底又都集中在梁生宝身上，因
而，这个意义重大的主题只有通过梁生宝这样的

“新人”形象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写到这里，争论的核心就一目了然了。我们

可以肯定地说，争论双方之所以唇枪舌剑，互不
相让，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纯文学”和“方法论”
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为了“历史观”和“目的论”的
问题。

我们知道，梁生宝一直是《创业史》的结构核
心，在蛤蟆滩这个小世界里，他似乎无处不在，而
其他一切人物也似乎都因为他的存在才获得了
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郭振山的争强和苦恼、姚士
杰的阴谋和仇恨、改霞的爱情和彷徨、县里派来
的农业技术员韩培生的真诚和幼稚，甚至连县委
杨书记的感慨和思考，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测量

和检验——他成了小说中的一种标准，一种尺
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柳青心目中，梁生宝不
仅是小说结构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是作者的审美
主体，是作者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载体，所以，如
果抬高梁三老汉的地位，就等于釜底抽薪，不仅
否定了梁生宝乃至《创业史》的艺术价值，而且还
否定了作家期望通过梁生宝这一审美主体所传
达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或许，这就是柳青对相关
评论情绪激烈的原因吧？

双方看似尖锐对立的观点背后其实有一种
深刻的关联性。当年严家炎之所以从“意识到的
历史深度”和“细节的真实性”要完美结合的角度
出发，一口咬定梁三老汉是“蛤蟆滩”这一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因为柳青用细腻而深刻的笔
触描摹出了梁三老汉在历史巨变中的摇摆以及
他摆脱摇摆走向新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否定这历史的必然性，而只是质疑柳青
表达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方法问题；而柳青之所以
对严家炎的评论“横眉冷对”，一方面是因为梁生
宝确实是其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凝聚，是其建构的
关于未来社会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或许他潜
意识里担心这样的质疑会导致“城门失火，殃及
池鱼”的严重后果，即担心在质疑这种表现方式
的同时，也一并质疑这种表现方式所指向的历史
必然性。

现在看来，柳青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沉寂
多年后，这场争论又在 1980 年代“重写文学史”
时再次爆发，且逐渐偏离“方法论”问题，指向柳
青所担心的“目的论”问题，即在将梁生宝定义为
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的同时，他所立身的
那段历史也相应地被虚化了。

纵览这些争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产生了。
我们眼前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民”形
象——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这两种“农民”形象
是如此的截然相反，以至于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卡
尔维诺笔下那个在战争中被炮弹分成两半的梅
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一样：一半大公无私，
一半自私自利；一半一心向前，一半专门落后。
伴随着这两种农民形象的，则是两种不同的农村
景象：一个是小农经济的农村，一个是互助合作
的农村；一个是落后的农村，一个是现代的农
村。伴随着这两种不同的农民形象和农村景象
的，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判断：梁三老汉的农村
才是真正的农村，而梁生宝的农村，则是生造的。

然而，果真如此吗？
如果我们对《创业史》有一个认真细致的阅

读，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个体贴同情的辨析，
对小说的结构有一个全面辩证的关照，对那段历
史有一个客观实在的反思的话，就会发现问题决
非如此简单。因为，虽然梁生宝是寄托柳青世界
观的审美主体，但从来就没有脱离梁三老汉而独
立存在的梁生宝，也从来没有脱离梁生宝而独立
存在的梁三老汉，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不仅不是彼
此外在的他者，而且更是彼此内在的自我，他们
彼此就是对方的身体和影子、肉体和灵魂，或者
说，梁生宝不过是一位生活在新时代的梁三老
汉，而梁三老汉也不过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梁生
宝……如果做一个略微细致些的比较，我们就会
发现，虽然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所关照的范围有大
有小，但与此有关的所有的痛苦和幸福、欣喜和
忧患都一脉相承：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发家创

业”，不过一个发的是“小家”，创的是“小业”，而
另一个发的是“大家”，创的是“大业”；他们共同
的特点都是吃苦耐劳，只不过一个是为了“小家
小业”而吃苦耐劳，而另一个则是为了“大家大
业”而吃苦耐劳；他们共同的梦想都是想做自己
的主人，只不过一个是想做“三合头瓦房院”里的
主人，而另一个则是想做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
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主人……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能够从梁生宝身上
看到梁三老汉的影子，也能够从梁三老汉身上看
到梁生宝的影子。不过，我们没必要过多地在这
些细节上做文章，因为，之所以说梁生宝和梁三
老汉彼此是对方的肉体和灵魂，是因为他们之间
的“互文”关系有一个更高的依托——哲学一样
系统而辩证的结构。

我们在意识到梁生宝是小说主人公和核心
的时候，往往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梁三老汉的心灵
世界中长大成人的，没有意识到梁三老汉饱经沧
桑的眼睛始终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笼罩在梁生宝
身上，而梁生宝的眼睛也从一开始就跟随着梁三
老汉的眼睛，并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反观梁三老
汉的眼睛，从另一个方向关照这个世界，从此，这
两双眼睛就交织在一起，彼此冲突、交流、对话，
最后，两个不同的世界也在这两双眼睛的沟通中
融为一体，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而诞生……

小说的“题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梁三老
汉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然后看到的是这双眼睛
所笼罩着的那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以及这个风雨
飘摇的世界中的一个孩子——梁生宝——的成
长，而且，我们看到这双眼睛也始终为这个孩子
的成长而激动，而兴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
说，梁三老汉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题叙”中的梁生宝简直比梁三老汉还“梁三老
汉”，不仅像继父一样吃苦耐劳，而且比梁三老汉
还更会过日子。可现实却如此残酷，身强力壮的
父子俩苦打苦熬了几年，日子不仅没有发起来，
反而每况愈下。爷俩“破命”创业的算盘就像一
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幻灭了。

这就是“题叙”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小说
的叙事基调，而且还包卷了整个小说，为小说叙
事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要想理解
这部小说，就必须理解这个“题叙”。正是这个

“题叙”告诉我们，梁生宝不仅不是对梁三老汉的
背离，而恰恰是对梁三老汉的扬弃——他们虽然
不是“血缘”上的父子，但却是精神上的父子。而
梁生宝们所从事的互助合作事业，不仅不是对梁
三老汉们的背离，而恰恰是对他们的“事业”的扬
弃——吸收其过好日子的强烈渴望，并剔除他们
只顾个人发家创业而不管他人死活的狭隘个人
主义。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的问题上来，即对梁三老
汉和梁生宝彼此割裂的理解，尤其是 1980 年代
以后对梁生宝形象一边倒的批判和对梁三老汉
形象一边倒的赞扬，不仅不是来自作者的分裂和
文本的分裂，也不是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分裂，而
恰恰是来自于这些批评者自身的分裂，来自于他
们对现代历史一厢情愿的单向理解……因为，恰
恰是在《创业史》中，通过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辩
证关系，柳青表达了他对现代历史的辩证理解，
让我们看到现代历史既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
又是一个空前绝望的时代，让我们看到现代历史

是一个在进步与后退的矛盾斗争中不断扬弃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前辈们不仅瞻前，
而且顾后，不仅批判，而且继承。

这一主题，隐含在小说文本中。
由于结构原因，《创业史》省略了一个极其重

要的部分——梁生宝为躲避抓壮丁而在终南山
中的“隐居”生活。单单通过这部小说，我们无法
了解梁生宝在荒山野岭中的生活，我们只知道
1949年的夏天，在深山老林中隐居了多年的他终
于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换了“心胸”，一心一意
投入到火热的“世事”中去了。

那么，是什么使梁生宝发生了质变呢？
在笔者看来，柳青没有“秉笔直言”的这个部

分恰恰是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因为正是在
这一部分中梁生宝实现了“化蝶”——从梁三老
汉的蚕蛹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主
义新人”。

那么，这一文本“空白”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
史内容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们
为《创业史》中这个“空白”所阻隔而无法前进时，
却在赵树理的长篇小说《灵泉洞》中有一个意外
的发现：为了躲避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军队的蹂
躏，金虎和小兰在山洞中过了一段“山中无甲子，
岁尽不知年”的安稳日子，可是一不小心，被国民
党警察给发现了，他们只好沿着山洞中的流水逆
流而上，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从山洞中

“钻”了出来，来到了一个大山顶上，在这里，他们
发现了一片片的山药蛋。原来是他们村的老李
洪为了躲避兵荒马乱而带领全家来到了这个无
意中发现的“洞天福地”。接下来，作者领着我们
进入这个“桃花源”，耳闻目睹这里的幸福生活：
鸟语花香、水清木秀、物产丰饶、人情甜美。

好一个世外桃源，人间天堂。
然而，赵树理之所以化腐朽为神奇，把这荒

山野岭描摹得像人间仙境一样，不过是用这里的
幸福反衬人间的苦难，从而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
丑陋，并呼唤平等、民主、互助、幸福的新社会。
因为，就像《创业史》和其他作品中所透露的一
样，这里固然物产丰美，但也决不是什么人间乐
园——陪伴他们的，除了那些美好的事物以外，
还有各种各样“看得见”的狼虫虎豹和“看不见”
的风雨雷电，尤其重要的是，寄身荒野不过是他
们无可奈何的逃生之计，是他们在生活地形图上
所能选择的最边缘、最危险、最绝望的生存方式
之一。

把梁生宝的变化放在这个框架中来理解，情
况就一目了然了。梁生宝之所以放弃梁三老汉
式的发家梦想而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事业中
去，不是山中的隐居生活让他迷失了庄稼人过光
景的正路，而恰恰是这一段山中的隐居生活叫他
和这吃人的“丛林社会”拉开了距离，得以冷静地
观察这社会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
现实，叫他看清楚了人间的苦辣酸甜，看清楚了
人类社会血战前行的历史……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发现！
正是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梁生宝从梁三老汉

的胞衣里挣扎而出，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实验和求
索，而梁生宝转变的秘密，也正是这个苦难深重
的国家转变的秘密——它已经在小农经济的泥
淖中挣扎了千年，不得解脱，现在，它就要开始史
无前例的探索了。

然而，这探索是何其艰难。
小说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土地改革

的那年冬天里，梁三老汉在他的草棚院里再也蹲
不住了，每天心神不宁，担心“还家”的土地不牢
靠，而在确认土地真成了自己的后，仿佛有一种
奇妙的精力注入了他那早已干瘪了的身体——
他那弯了多年的腰杆竟然又挺直了。他浑身充
满了活力，准备大干一场，把家发起来。

梁三老汉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在土地改革的
催化下发生的。

然而，土地改革的成功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
利的第一步，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
同时又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可是，土地改革运
动既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彻底的私有制
的回归，在释放了巨大的解放性力量的同时，也
暴露了根深蒂固的囚禁性力量——它就像一把
双刃剑，在拆除了隐藏在晚清和民国的现代化运
动背后的压抑国计民生的桎梏的时候，也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因为，历史已不止一次证明，如果按
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我们不过是再走一遍老
路，重新回到那个我们刚刚推翻的国家和制度，
重新将刚刚正当过来的历史再次颠倒。

在当时的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
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文化的胜利，
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
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地意识
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

“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
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革命
运动是两回事。《创业史》，这部反映互助合作运
动的杰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么一幅不进
则退的历史图景。

不用说蛤蟆滩的地主和富农们，不要说在贫
穷和劳累中给跌打得迷失了自我的梁三老汉和
王二直杠们，也不要说土改时的领路人郭振山，
单说梁生宝的左膀右臂高增福吧，表面上看起
来，他似乎是坚定的革命者，不仅有高涨的革命
热情和革命要求，而且具有“自觉”的历史和阶级
意识，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他的革命热情和革
命要求仍然停留在土改阶段，他之所以坚定地支
持梁生宝和互助合作事业，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
未来的渴望和憧憬使然，不如说是对贫穷的恐惧
和对剥削的憎恨使然，因而，他的历史和阶级意
识与其说是自觉的，毋宁说仍是自发的。

这样，教育农民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因
为，要想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
须彻底抛弃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遗留下来的思
想渣滓，把这场政治和经济运动引向文化运
动，把这场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引向社会主
义阶段。

就在这样的时刻，具有明确的历史和阶级
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出现了。然而，我
们不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因
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自以
为是，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与他息息相连的父
老乡亲，他不仅始终没有与那场火热的社会主
义革命相脱离，而且也始终没有脱离那片生养
他的土地和传统。

柳青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其反映革命历史
进程与农村变革的系列作品是当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种
谷记》《铜墙铁壁》《狠透铁》《创业史》等作品展现了不同时期
的社会面貌与思想历程，塑造了一批鲜活丰满的农民形象，丰
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柳青的作品曾经成为一个时代的
经典，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投身革命的成长历程

柳青于1916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中学期间便阅读了
许多进步书刊和中外文学名著，并成为进步学生刊物《学生呼
声》的主编。他于 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发表了散文

《待车》——柳青的革命生涯和文学生涯在 1936 年同时开始
了。此后，柳青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名干部，而他的文学创作
也随着岁月的磨砺而日渐成熟。这期间他主要围绕自己的生
活体验，对现实生活进行如实的描写和反映，如短篇小说《误
会》《牺牲者》《废物》《地雷》《一天的伙伴》《在故乡》《喜事》《土

地的儿子》等。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柳青认真学习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奋斗的方向
和目标。1943年，柳青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深
入陕西米脂体验生活，与当地的干部一起深入农村基层，通过
在农村的工作实践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3年后，柳青
根据这一时期的生活体验写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这部以
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成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
文艺方针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
鼓舞了柳青的创作热情。1947年，柳青又一次做出人生的抉
择，从大连来到解放战争的前线陕北，这一次陕北之行使柳青
收获了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铜墙铁壁》。在这部小说中，柳
青展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革
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标志着柳青创作的日臻成熟。1952年，柳
青再一次深入农村，从北京来到陕西长安皇甫村落户，参加正
在进行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一心希望从群众和大地获取养分
的他第三次来到了农村，回到了“大地”的怀抱。在皇甫村，柳
青一住就是14年，柳青扎根农村并不是蜻蜓点水般地采风，而
是脚踏实地地融入到农村的生活中。在这里，柳青与当地的
农民一起研究制定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发
展，指导农民成立互助组与合作社，将农村分散的力量团结在
一起，汇成一曲热情洋溢的“生产大合唱”。正是在这样“零距
离”的亲身体验中，柳青遇到了他作品中的一个个人物原型：
蒲忠智、郭公平、王家斌、王明发、高梦生。这些人物在现实的
农村舞台上都有着先进或者落后、善良或者自私等鲜明的性
格标签，他们就生活在柳青的身边，同柳青一起品尝了农村改
革的艰难，也一同分享了抵达成功的喜悦，他们通过柳青的生
花妙笔以梁生宝、郭振山、欢喜、白占魁等文学形象成为《创业
史》中的“典型人物”。《创业史》第一部的发表标志着柳青的文
学创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柳青通过这部作品真实
地记录了新中国农村农业革命与进步的时代景观，艺术地塑
造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柳青在皇甫村扎根生活的艺
术结晶，朴素贫瘠的皇甫村孕育出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创
业史》，同时，皇甫村也成为一个响亮的文学地标矗立在了当
代文学的版图上。

1960 年出版的《创业史》使柳青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作
家，但已经问世的作品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在柳青的计划里，

《创业史》一共分为四部，在出版说明里柳青写道：“全书共四
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
发展阶段；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
跃进，至人民公社建立。”然而，十年动乱夺去了柳青创作状态
中最好的一段光阴，导致他的《创业史》未能按计划完成。1978
年6月，柳青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身后是未完的《创
业史》书稿，是苦苦等待的读者，更是文学史醒目的缺憾。

柳青的价值观与文学贡献

通过对柳青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
柳青的价值观念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和核心要素：

首先，柳青是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柳青是一个作家，但
他首先是一个战士。柳青在成长过程中深受进步思想的影
响，自觉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之中，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
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心，这亦是其人生信仰。柳青追随党的脚
步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虽然并没有拿起枪上
阵杀敌，但柳青始终用自己手中的笔以文学的形式拥护和支
持党的事业，他是党的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以笔为枪，建
功立业。不管是贯穿一生的文学创作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多次
投身农村体验生活，都显现出柳青思想深处对革命事业的无
限忠诚。

其次，柳青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其文学创作贯穿了毛
泽东的文艺方针。柳青在火热的斗争中，一直努力学习马列
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此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柳青
的学习并不是简单地听一下各种政策和口号，而是认真研读
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并撰写阅读心得。柳青曾在多篇文章中提
及自己对毛泽东相关文章的阅读感受。在《毛泽东思想教导
着我》一文中，柳青写到：“我以为作家要以正确的阶级观点与
思想感情进行创作活动，除了走毛泽东同志所指定的这条路，
再没有其他任何捷径。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下前
进吧。”由此可见，柳青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永远听党的话》一文中，柳青同样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他文
学创作的影响：“不要以为到生活中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了。不，远远不是这
样！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
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一个作家面对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
和中国伟大的群众运动，来施展他的文学技巧本领，如果不好
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不要想写得准确和深刻，我们力争上
游，就应该从这里争起。”毛泽东思想及其相关文艺理论对柳
青创作的影响是深刻而具体的，柳青文学创作的深层次目标
是指向并实践这一主题的。

此外，柳青对农民和农村充满深厚的感情。柳青响应党
的号召，曾三次深入农村生活实践，柳青在农村的生活并不仅
仅是简单地听听故事、搜搜材料，而是真正的与农民一起同呼
吸、共命运，真正参与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中来。柳青
的深入生活是“接地气”的，是真正的深入生活。除了文学创
作之外，他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的农民无异，柳青平时的装束就
是标准的北方农民的样式，以至于在某些文学讨论会上，很多
读者惊讶于大名鼎鼎的柳青竟然就是“这个人”。柳青对农村
和农民的感情是深厚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都是在他融入
农村生活后的收获，在他作品中满溢着真切的乡土气息，是他
自身对土地和农民深厚感情的外现。

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语境下，柳青的文学创作呈现
出那个时代的特有质素，这些特征是柳青的个体要素与时代
环境融合的产物，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文学史的贡献
仍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柳青的文学贡献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其一，以鲜明的时代性完成对历史的文学化记录。柳
青的文学创作，不管是早期的小说还是后来的长篇巨著均以
正在进行的战争革命或者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为叙述背景和对
象，在题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一定程度上用艺术的手
法呈现出丰富浩大的时代进程。其二，以浓郁的乡土性展现
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的丰富性。柳青小说的主要人物和舞台
背景基本是以农民和农村为主题的，其本人丰富的农村生活
体验使他颇为熟悉农民的生活特性和农村的风土人情。对乡
村生活的细节描写及对乡土风俗文化的展现是其小说的重要
艺术价值所在。其三，以独特的农民群像树立乡村英雄的丰
碑。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村的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
之相对应的农民的性格与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柳青笔
下的农民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也没有以阶级分析的方法
对农民做简单的划分。柳青更为人性化地展现了他们的落后
与进步、他们的愚昧与朴实。在柳青笔下，他们都是“成长型”
的人物，柳青细致地描摹出他们在新环境下的人格成长与精
神演变，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但这样一幅错落
有致、色彩各异的农民群像更具真切感和丰富性，堪称一座英
雄的丰碑。

“梁生宝”形象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鲁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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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时代的写作
□崔庆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