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于浩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及意涵，我们
将浩然及其创作称为“浩然文学”。关于“浩然文学”，以新时
期为界，对其评价可谓冰火两重天：新时期之前，尤其是“文
革”期间，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被视为正确反映中
国社会进程的样板，浩然也被提高到与鲁迅并置的高度，“浩
然文学”成为其时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方向；新时期之后，伴随
着中国社会转型，“浩然文学”也迅速贬值，甚至一度沦为当代
文学的“坏样板”。笔者以为，这两种评价虽截然相反，但标准
却相当一致，那就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评价文学作品。
正是在这种相对简单的标准之下，“浩然文学”的丰富性消失
殆尽，沦为“简单文学”的代名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其文本
以及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却发现，“浩然文学”不
仅不那么“简单”，反而十分丰富，甚至十分“复杂”。本文拟以
对《艳阳天》的解读为中心，阐释这种复杂性。

“浩然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
互助合作运动中矛盾的复杂性

1962 年，在与读者谈《三里湾》时，赵树理说了这样一段
话：“《三里湾》书中说到的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们，最后是
以他们入了初级社作为缴了械的表现的，其实入初级社只能
说是初步放弃了个体所有制这一块阵地，至于入社之后，再遇
上某一些关节，他们的资本主义残余思想，还是会各按其改造
程度之深浅，或多或少出现的。例如在任劳任怨上、在分配与
扣除的比例上、在高级社、在公社化运动中，在遭灾歉收的情
况下，不但马多寿的表现不会和王金生一样，就是最后能冲出
马家包围圈的中学生马有翼的表现，也不会赶得上才上识字
班的王玉梅。知道了他们在历史上各自有过的种种表现，对
于推测眼前类似的人们在当前某种情况下会作什么表现，也
是会有帮助的。”

赵树理不愧是描写中国农村的铁笔圣手，一语中的——
大约两年之后，他所预见的这种情况就在浩然的长篇小说《艳
阳天》中上演了，只不过，“三里湾”变成了“东山坞”，争论的主
题也从是否加入初级社变成高级社内部的问题，即土地分红
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自然，主角也都换了名字：“三里湾”中
初级社的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王金生现在成了高级社的党支
部书记兼主任萧长春；他的父亲“万宝全”、“使不得”等“三里
湾”的“老字辈”们变成了“东山坞”的饲养员马老四，变成了副
主任韩百仲，变成了焦大菊、萧老大、喜爷爷、福奶奶；而王玉
生、王满喜等“三里湾”的“小字辈”们，则变成了“东山坞”的焦
克礼、马翠清、韩小乐、哑巴；“三里湾”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代
表范灵芝变成了“东山坞”的团支部书记焦淑红……他们的对
立面也“阵容整齐”：“三里湾”退坡思想严重的村主任“翻得
高”变成了“东山坞”曾经的投机分子、现在的高级社副主任马
之悦；“三里湾”封闭小院里的“糊涂涂”马多寿和“铁算盘”马
有余们变成了“东山坞”的“弯弯绕”马同利，变成了“马大炮”
马连升及其精明的老婆“把门虎”，变成了动摇的生产队队长
马连福；“三里湾”中为了爱情而从封闭的小院中“革命”出来
的青年团员马有翼在新形势面前则又退后了一步，变成了“东
山坞”的落后会计马立本。在这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中间，
还有一个中间阶层，那就是人数众多的富裕中农：是摇摆不定
的马子怀夫妇、焦庆夫妇，是善良懦弱的韩百安，是正在进步
着的焦振茂们……他们就是“三里湾”中造了老婆“能不够”反
的袁天成在“东山坞”的兄弟姊妹……

提纲挈领。在“阶级斗争”这个“纲”统领下，围绕着
是否统购统销、是否走人民公社之路，“东山坞”的斗争以
比“三里湾”激烈得多的形式发生了，对立的双方针尖对麦
芒，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终，不仅“三里湾”中的大团
圆结局没有了，而且恰好相反，对立的双方以“火拼”的方
式终结了这场斗争——在萧长春、韩百仲、焦淑红等积极分
子领导下，“东山坞”的进步农民识破、粉碎了马小辫、马
之悦等敌对分子费尽心机策划的一场场反对、破坏高级社的
行动，并最终揭穿了马小辫，尤其是马之悦假老实真反动的

“假面”。萧长春一方也损失惨重：马老四为了阻止敌对分子
的破坏活动身受重伤，萧长春活泼可爱的儿子小石头更是被
马小辫诱骗并杀死……可以说，正是“阶级斗争”这根

“弦”的加入，使 《艳阳天》 的戏剧冲突更加集中，更加激
烈，因而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更加有艺术感染力。不过，
问题的复杂性之一面在于，在小说所描写的年代——1957
年——“东山坞”的斗争真那么激烈吗？真是你死我活的阶
级斗争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仍然以赵树理的话为引子来探
讨这个问题。在分析“三里湾”的“斗争”时，赵树理说过
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时候，农村开始建立了初级农
业合作社，共产党的农村支部带领着一些有社会主义思想觉
悟的人已经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为
了保持个体生产的阵地，便千方百计来阻碍集体化的顺利发
展，这样就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
两条道路上，各有代表人带领着同情自己的人作为一个方面

摆开阵势……”赵树理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说他们‘摆
开阵势’，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
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像打仗或者走
路那样容易叫人看出个彼此来。尽管是同在一块做活、同在
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甚而是夫妇两口，在两条道路的斗
争中，也不一定同站在一方面。就以一个人说，也有今天站
在这方面，明天又倒向那方面，在一件事上站在这方面，在
另一件事上又站在那方面的。但是总的看来，阶级出身或思
想意识接近的人们，就又是有意无意地互相拧成一股
劲……”

之所以大段引用赵树理的话，是因为赵树理比较辩证地
指出了在互助合作过程中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在承认不同的
人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表达不同的
态度，承认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事情上
态度也可能不一样，承认“阶级出身或思想意识接近的人
们”“有意无意地拧成一股劲”这个大前提下，赵树理还承
认：人们按“阶级出身和思想意识”而“摆开的阵势”不过
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是一种无意识的联合，换句话说就是，
对立双方在相当程度上是纠结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而非敌我矛盾、阶级矛盾。

在《为谁而创作》这篇“创作谈”中，浩然也于无意识
中透露了 《艳阳天》 中“阶级斗争”这条主线的来源，他
说：“《艳阳天》，早在1957年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我国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
三大改造刚完成，一部分人留恋过去，总想往回倒退，因此
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我住在农村的一位支部书记家里。夜
间，我们正熟睡，来人敲开门报告说，某队的一些富裕中农
在坏人煽动下，把仓库打开了，要抢麦子。我和支部书记赶
到现场，只见一群青年和老年的社员们，威风凛凛地守卫着
仓库大门。他们说，抢粮的人已经被赶走，他们表示决不能
让集体的劳动果实被坏人拿去一粒……”这件事情让浩然深
受感动，就以其为素材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但由于“受刘少
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流毒的影响，不能本质地反映生
活，给群众念了之后，他们并不感动，那位支部书记说：你
写的故事不错，就是敌人不猖狂，群众也没力量……”浩然
很重视群众和这位支部书记的意见，改了几遍也没改好，就
没信心了，只好放下了，直到“五年之后，党的八届十中全
会的公报发表了。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
斗争’的伟大号召，心里豁然开朗。我立刻想起了那部失败
了的小说稿，我又打起行装回到那个村庄，跟那里的群众生
活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一边深入研究生活。这时
候，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1957年前后党所发表的有关国内外
阶级斗争的文件，同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那一场斗
争……”这段夫子自道告诉我们，浩然是用5年后的眼光来
看待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尽管他研究的是“1957
年前后党所发表的有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文件”，但毋庸讳
言，新的形势和眼光使他放大了这一改造中的矛盾，使其以
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固然极大地增强了
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但也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生活真实，为
小说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客观地说，以今天的眼光来
看，无论是发生在“三里湾”的反对互助合作的事情，还是
发生在“东山坞”的反对统购统销的事情，整体而言，不过
是在中国农民心底里存活了千百年的“小农意识”自发势力
对互助合作的集体经济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区别或许仅仅在
于抗拒的程度之深浅、范围之大小。

对弥漫在《艳阳天》中的“阶级斗争”祛魅之后，我们发现，
那些反对人民公社的人物不再那么“可憎”了：马之悦不过是
范登高的升级版，那些富裕中农则更是如此。祛除了“阶级斗
争”的魅影，他们甚至显得有些“可爱”了。请看小说中弯弯绕
劳动的一个场景吧：

马立本走进门口。门口里边是小菜园。
这个小菜园是相当出色的。主人巧于调度，也善于利

用。畦里种的是越冬的菠菜、韭菜、羊角葱；还有开春种下的
水萝卜、莴苣菜。这期春菜下来，他就赶快种黄瓜、豆角、西红
柿。这期夏菜过后，他又紧接着种上一水的大白菜。这园子
常常是一年收四季。这还不算，他见缝就插针，没有一个地方
不被利用。比方，畦埂种的蚕豆角，墙根栽着老窝瓜，占天不
占地，白得收成。

欣赏了弯弯绕的菜园风光，我们又看到其人其事：
黄瓜架那边突然一声：“哪跑！”
马立本吓了一跳，转过去一看，是主人马同利蹲在菜畦里

拔草。
那草可真小，有的刚出土，有的还没有出来，你要是站在

畦埂上看，根本就看不见。他拔的很认真，手指头使劲儿捏
着，两只小眼珠瞪得一般大。

他又捉着一棵小草：“哪跑！”
看这场景，这哪是一位“刁民”？简直就是一位勤苦的农

民形象！最不济也不过是一位“精明”的农民罢了。这个形
象，甚至让笔者想起了浩然提到的他在昌乐东村“落户”时的
一位房东志福爹，在大饥荒年代，他“在村南边自留地的地头
上夹了一圈箔障子，再挖一条沟，把水引到附近，再用极原始
的提水工具浇灌，种了几畦菜蔬，致使他家除了有从公共食堂
打来的粥和干粮之外，还有了另外的补充”。

新时期以降，一些研究者在对《艳阳天》祛魅，还马之悦、
弯弯绕等“反面人物”以本来面目之后，直陈《艳阳天》是“假大
空”的意识形态之作，而小说中的萧长春等“正面人物”也不
过是“高大全”的幻影，既缺乏历史合理性，也缺乏艺术合
理性。然而，在笔者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 《艳阳
天》中，在萧长春等“正面人物”身上，还有更多历史与艺
术内涵有待挖掘。如果这些内涵挖掘出来，即使为马之悦、
弯弯绕等“平反”了，也无法从根本上影响 《艳阳天》 的
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价值隐含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在小农
经济的中国，互助合作是否可能？放大一点，这个问题可
以升级为这样的追问：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在封建与资本
的夹击下，小农经济出路何在？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国家很难与以市
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国家竞争；直面现实，我们看到，尽管我
们的综合国力已有巨大发展，但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小农经济
的中国农村依然举步维艰，不少乡村已然成为“废土”，成为中
国向现代化目标前进的巨大障碍。

“浩然文学”的焦点：
互助合作运动因何而蹉跎

清楚了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前提，我们就知道上述追问绝
非多余，也就知道浩然之所以创作《艳阳天》这样一部巨著，之
所以塑造萧长春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他想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十分清楚，那就是：只有互助
合作之路才能解放中国农村。

那么，浩然的回答正确吗？
中国互助合作运动的蹉跎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更

加复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那就是：中国的互助合作运动
因何而蹉跎？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问题上来，
即在小农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家，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
性。我们知道，在农村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走
互助合作之路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意
识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又从来不是
静止地看待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般地说，马克思
认为，封建的所有制形式，尤其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形式，必将
被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所取而代之，但马克思又从未否认特殊
状况的发生。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的考
察上。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毫不犹豫地
承认俄国农村公社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
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的
可能性，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跨越资本主
义农场生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可能性。不
过，马克思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
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之所以要有
俄国革命，是因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
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
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
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也就是说，需
要俄国革命为挽救农村公社提供历史条件。综合马克思的叙
述，可以认为，他所谓的历史条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
的成果”，即“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即可以利用“世界市场”
而参与到整个世界生产和交换体系中去，而这从长远来看，依
赖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长足进展；二是

“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
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即“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
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之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
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
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
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说白了，就是革命政权能运用国家
财政补贴农村公社。

按照马克思提供的这两个条件来看，在落后的农业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的确只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因为不论就俄
国的经验来看，还是就中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在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状态下，甚至不用冷战状态，只要
资本主义竞争存在，在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集体
农业，不仅无法享受到世界市场所能提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
一切“积极成果”，反而为其所制约。关于这一点，前苏联经济
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有相当透彻
的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落后的社会主义农业国的
价值规律有其特殊性：一是积累“不是建立在价值规律作用的
基础之上，不是同价值规律作用并行不悖，而是建立在与之进
行殊死斗争的基础之上。这个矛盾将随着工业落后于农业而
发展，只会随着我们将来成功地实现我国工业和运输业的技
术改造而消失”。说得直白点儿就是，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相比，落后的社会主义农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极其不利
的地位，不得不违背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国家做“折本买卖”，
因为不如此，则无法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无法建立完
善的现代国家体系，尤其工业体系。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无法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国家体系，则意味着新生的社会主
义政权很可能朝不保夕。为了建立这样的现代国家体系，新
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对农村的抽取来弥补在世界市场
上的损失。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村的互助合作之路，是一个艰难的
选择。

在《艳阳天》中，引爆双方矛盾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统购统
销”，因而，梳理一下统购统销政策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理
解新中国互助合作事业的悲剧性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

“复杂”的小说。
在《建国以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一波专文分

析“统购统销的实行”，该文开篇直言：“如果说尖锐的粮食矛
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
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紧接
着，他又引用粮食部的报告介绍其时粮食危机的严重性。在
严峻的形势下，靠新中国成立头几年形成的以公粮征收为主、
以市场收购为辅的办法掌握粮食，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困
难很大，办法不多。最后，在陈云主持下，提出了粮食统购统销
政策，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最终定下了这个政策。中央对
这个政策的危害有清晰的认识，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讨论
时就坦承这个政策的“毛病”是“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
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
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
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更是
直言：“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

‘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
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
险家伙。”随着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又
对这个政策加以调整，最终于1956年10月6日作出的《关于农
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中“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

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
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定。
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
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这样，合作化后，国家不再
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
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由于
1956 年部分地区遭灾减产，为了保证这些灾区的粮食供应，

《规定》还提出了一条“补充性规定”：“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
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
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由此，统购统销固定下来，
成为在我国持续达33年之久（自1952年至1985年）的政策。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借用陈云的话说，就是在“黄色炸药”
和“黑色炸药”中选一种——是新中国的“断臂自救”。如果知
道没有什么人比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清楚中国革命与中
国农民的血肉关联，知道如果毁坏了这种血肉关联那么新中
国的立国之基都将遭受严重挑战这一前提，那么这一选择的
悲剧色彩则更加浓郁。让人感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的
确如陈云等所预料，局部地区发生危机，农民积极性受损，但
整体上中国农民流血流汗，奉献劳动，奉献粮食，推动了工业
化进程，奠定了国家独立所必需的工业基础。正是基于这一
原因，有研究者将这段特殊的历史，称为“毛泽东时代”，又称

“英雄时代”。

“浩然文学”的不足与价值

正是在这一视野中，浩然的《艳阳天》显示出其独特性：这
部反映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巨著，固然“放大”了农村社会的冲
突程度，将人民内部矛盾放大为敌我矛盾，但正是这一放大，
凸显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正是这
一放大，凸显了以萧长春为代表的“先进农民”向社会主义方
向前进的艰巨性与坚定性，最后，也正是这一放大，显现了中
国农村社会主义实践悲壮的史诗品格。

研读浩然“口述自传”，我们发现，他并非不知道农村的艰
难时世，并非不知道农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小农意识，但
一旦抓住了萧永顺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格”的人，他就念念
不忘，想为其寻找一个合适的生长土壤。直到6年之后，他才
在民风淳朴的礼义之乡昌乐东村找到了这个典型环境，从而
写出了《艳阳天》这部三卷本长篇小说。

在浩然“口述自传”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认识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比如他的房东田守业一家，在
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跟饥饿作斗争，随着
粮食逐渐成熟，村里的许多人都到坡上去偷粮食吃，而田守业
一家却始终“不为所动”，直到实在没有办法时，他的老爹明金
老汉才拿出自己家的布票“卖给”浩然，换钱卖粮，度过饥荒。
比如村里的保管田敬元，在护秋时节，参加护秋的干部每人可
以有二两的地瓜面补贴，可是，每当浩然他们熬好了地瓜面要
喝时，他总是找个借口起身离开，说自己家里有好吃的，把自
己的那一份让给浩然他们吃，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浩然才发
现，田敬元回家吃的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野菜汤，这让
浩然感动不已，因为“从‘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有体
会和见闻，当时一口饭都是与性命攸关的事，多了这口饭就能
活命，少了这口饭就能没命。”再比如，原本一直畏畏葸葸的明
先老汉，在看到合作社收回来的麦子可能由于麦垛漏雨而遭
受损失时，竟冲着浩然勃然大怒，先是批评他，后又指导他，使
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而浩
然也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就是这一件件激动人心
的事情，让浩然的心灵受到冲击，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
获得了“《艳阳天》的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尤其
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萧永顺有了一
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在浩然看来，在像昌乐东村
这样的乡村“厚土”上，在田守业、田敬元、明先老汉等“厚道”
人扶持下，像萧永顺/萧长春这样的具有社会主义品格的人物
是完全能够成长起来的，而且，这样的人物也完全可以由个到
群地成长起来。

然而，由于环境的酷烈，又让我们意识到这希望是何其
渺茫。上文中，我们已经从宏观上勾勒了这环境的严酷程
度，浩然“口述自传”中提供的“真材实料”则有助于我们
从感性上认识这个问题。据浩然回忆：“当时全村400口人吃
一个食堂，社员每天定量6两粮食，平均每月18斤，下放干
部每天定量9两，每月27斤。每天两顿粥，早上一顿，晚上
一顿，不但吃不上菜和肉类，有时连咸菜也吃不上。一旦队
里安排不好，食堂就会断炊，社员就会断顿，全队就可能会
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在这大饥饿的年代里，即使给浩然总
体印象“老实厚道”的东村人也都八仙过海，各自寻找维生
的办法，而且许多人在秋收的季节加入了“偷盗者”的行
列——这是怎样困窘的生存啊！

在《我的人生》中，浩然说：“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
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
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
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这是诚挚之言，但

“势去英雄不自由”，在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挤压下，互助
合作事业丧失了从容布局的空间，小农意识在经历了短暂的
停顿后再次漫溢为汪洋大海，“单干”再次成为主流，以致
于像萧长春这样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当代英雄”再次被隔
绝开来，就像艾青诗歌中的“礁石”一样：“一个浪，一个浪/无
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
微笑，看着海洋……”

这独对汪洋的礁石，就是萧长春。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坚
硬和微笑，还要看到它脸上和身上的重重伤痕。这微笑和伤
痕一起，体现着一个时代中国农民抗争宿命的精神历程。其
间甘苦，怎一个“复杂”了得。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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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抗争宿命的精神历程
——“复杂”的“浩然文学” □鲁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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