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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文学生涯，起步于对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新兴的社会及其文艺理论的向往、研习、阐
扬，中经四五十年代在战争和革命的召唤下开始
并很快进入盛果期，不断收获卓异艺术成果，产
生广泛而绵远的影响的文学创作阶段;“文革”后
复振于社会文化批评和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的写
作，终以大量锋利而美隽的文章，勒成巨帙“劫后
十种”，自成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方重镇，
而长存于我国进步的文艺理论批评遗产的宝库
中。仔细考察孙犁所走过的道路，终其一生，文艺
理论批评方面的劳作，始终没有歇息过。人亡琴
在，遗响悠然。

也许可以说，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孙犁，
其实绩，是足以与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孙犁相
埒的。从这方面深入地研究他、学习他，是推进孙
犁研究，开启这一丰赡的资源库以发展我们的文
学事业的一项重要而切迫的任务。

下面，仅以孙犁新时期所写的读作品记，小
说杂谈、小说札记、论及小说创作的序言书信中，
读取一些较少为人瞩目且切于当前文情的文例，
举隅而发微，冀以引发更多的共鸣和会心。

一
《读萧红作品记》写于 1981 年 8月，见《尺泽

集》。文章一开始，先引用鲁迅写的《生死场》序和
茅盾写的《呼兰河传》序中的两段名论，认为两文
对于萧红的评价最为得当，“特别是鲁迅的文章，
虽然很短，虽然乍看来是谈些与题无关的话，其
实句句都是萧红作品的真实注脚。不只一语道破
她在创作上的特点、优长及缺短，而且着重点染
了萧红作品产生的时代。一针见血，十分沉痛。文
艺评论写到这样深刻的程度，可叹观止。”又说：

“我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关于萧红，我还能有什么
话说呢？”

孙犁论及作家作品，很少引用别人的评论，
此用是例外。虽然叹为观止，主张述而不作，但孙
犁还是在引述鲁迅的评论之后，作了阐幽发微的
工作，使鲁迅含蓄而凝重的不刊之论，得到显豁
切实的注释。其要点为:

一、孙犁从他自己的创作和编辑，评论工作
的实践中，渐渐体会到作家的出现和成长，是由
于时代生活的召唤和推动，通过自己坚韧的学习
和努力，具备了优良的素养，才得以破土而出，得
到成功的;文学前辈的扶助、奖掖，文学编辑、评
论家的发现、鼓吹，都是一些外因，只是时代催生
作家，作家应运而生的必然性的一种偶然性表现
形态而已。常常听到说某某作家是谁谁谁培养
的，这是夸大失实的说法。基于此，孙犁不同意

“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的说法，认为：“先有良马
而后有伯乐，萧红是带着《生死场》原稿去见鲁迅
的。鲁迅为她的书写了序，说明她是一匹良马。”

孙犁认为，研究一个作家，除注目于其成功

作品的美质和光彩之外，更应倾力于说明这位作
家成名之前长期的文艺学习、人生体验、写作实
践等潜生暗长的过程。对于萧红，也要这样。孙犁
说：“鲁迅对她的帮助并非从这一篇序言开始，我
们应该探索萧红创作之源。鲁迅以自身开辟的文
学道路，包括创作和译作，教育了萧红，这对她才
是最大的帮助。”孙犁具体而扼要地引证材料，说
明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她的作品
中，有鲁迅散文的特色，有鲁迅所介绍的国外小
说，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聂维洛夫、绥甫
琳娜等人短篇小说的特色。孙犁认为，“萧红的作
品明显地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就
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但更重要的是她
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她对时代是有
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
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
的。”萧红作品产生的背景，是民族生存面临危机
的时代，是在日寇铁蹄下呻吟、挣扎的东三省沦
陷后伤心惨目的现实生活。孙犁读着萧红写于
30年代之初的作品，感到她所写的生活，她的行
文的语法，多少有些陌生了。“但她究竟使我回忆
起冰天雪地、八年抗战，使我想起了多少仁人志
士前仆后继的牺牲，使我记起《大刀进行曲》的雄
壮歌声。”这，就是鲁迅所称许的萧红作品中表现
得“力透纸背”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
死的挣扎”；这，就是鲁迅在序中所说的《生死场》
的“健全”的“精神”，会给予读者的“坚强和挣扎
的力气”；这，就是鲁迅以含蓄的揶揄口气指出的

《生死场》“大背‘训政’之道”，“扰乱了读者的心”
的艺术功效——“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
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
所得。”

二、孙犁以其锐敏的艺术感受力，摄取了萧
红小说给予他的最鲜明的感性的艺术印象，并提
升为对其艺术特色的理性归纳。他具体而微地阐
发了鲁迅所激赏的萧红作品中“增加了不少明丽
和新鲜”的“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
致”；也把握住了茅盾所指出的萧红小说中更为

“诱人”的气质：“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
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孙犁是这样写的：“萧红最好的作品，取材于
童年的生活印象，在这些作品里，不断写到鸡犬
牛羊，蚊蝇蝴蝶，草堆柴垛，以加深对当地生活的

渲染。这也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中常
见的手法。萧红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不大，她的
作品，一开始就带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
道，加上她的细腻笔触，真实的情感，形成自己的
文字格调。初读有些生涩，但因其内在力大，还是
很能吸引人。她有时变化词的用法，常常使用叠
问，都使人有新鲜感。她初期的作品，虽显幼稚，
但成功之处也就在天真。她写人物，不论贫富美
丑，不落公式，着重写他们的原始态性，但每篇的
主题，是有革命的倾向的。”“萧红小说中的人物，
现在看起来，当然不能说是新人，但这些人物，尤
其是令人信服的现实基础，真实的形象，曾经存
在于中国历史画幅之上，今天还使人有新鲜之
感。”他又说：“萧红可爱之处，在于写作态度赤
诚，不作自欺欺人之谈，其作品的魅力，也可以说
止于此了。”

最后，孙犁严肃地总结说：“不想成为作家，
注入全部情感，投入全部力量的处女之作，较之
为写作而写作，以写作为名利之具，常常具有一
种不能同日而语的天然的美质。这一点，确是文
学生涯中的一种奥秘。”

解开这个“奥秘”，孙犁就洞见了“一代英秀
如萧红”这样革命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命
门”。而探索这种在大量文学现象中时隐时显的

“奥秘”，大概就是试炼真的文艺批评家的一个考
题吧。

二
孙犁在“文革”后以写社会文化批评和文艺

理论批评文章为主业，但他论及现当代作家和具
体作品的文章，在量上并不多。这是因为，他是认
真对待这一工作的，只对着自己确实读过的作品
或作品中读过的那一部分谈一己之见。他认为写
作品评论，“任务重在读书，而不在写文章。然读
书可是不能马虎的”(《致冯立三们》)。自新时期
文学初兴之际，他顺时兴会，为刘绍棠、刘心武、
林斤澜、宗璞、舒群、李准等作家的新作写了那六
篇著名的“读作品记”之后，他的时间和精力，都
已不能应对日见其斑斓、日见其繁巨的创作新常
态了。如果责之太严、求之过高，那就不近人情
了。但是，孙犁仍然在整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不断地对当时有影响的中年作家和新进的一些
青年作家的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集中地见于

《读小说札记》（共八则，见《老荒集》，或分散地见
于若干序文、信函、文艺杂感）。他对贾平凹、铁凝
作品的多次实是求是、有赞赏也有婉示规劝的评
论已比较为世所知了，兹不论。现在我想征引一
些不太被人提及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片段，谈一
点自己研习的心得。

先来看《小说札记》之七论及张贤亮的《绿化
树》的一段：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这一期《小说
选刊》只登了一半，我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作者
的经历、学识、文学的修养，对事业的严肃性，都
是当前不可多得的。

他的小说，受欧美、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
响较重，时有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的创作精
神，流露其间。开头一段。车夫所唱民歌，与大自
然的协调，结合主人公的感叹，三方面交相激扬，
其神韵，达到了使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效果。

马缨花这一人物写得很好，从中更可看到普
希金、梅里美、高尔基人物创造的神髓。描写她的
形象那一节，用笔自是不凡。

作者说这部小说，所得启示，与《资本论》有
关，然从所读章节，实在还没有看出这一点。等看
完以后再说罢。”

张贤亮是新时期出现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
作家。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地处偏远的

《朔方》杂志别具只眼，连续在头条位置发表他最
早的那些短篇小说时，当即引起了《文艺报》评论
家阎刚、谢永旺的注意。谢永旺写了一篇《在严峻
的生活面前》，评论了当时已发表的张贤亮的六
七篇短篇小说(从《四封信》到《灵与肉》为止)指
出，“张贤亮的作品有着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作
者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重要
而深刻的东西，并以这种生活本身具有的朴素而
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作品取材未必怎样新
颖，有的作品甚至使人联想到有某些古典名作的
相似意境，但是我们读来不但不感到陈旧，反而
很耐咀嚼。我想，这是由于作者对生活开掘得深，
情思痛切，又有描画人物心灵的出色本领的缘
故。”他还指出，张贤亮的《灵与肉》描写的许灵均
的形象，虽负荷着伤痛，然而“超越伤痛，写出了
人的精神上的充实和力量，并且通过艺术形象深
刻地揭示出：这种精神上的充实和力量归根结蒂
来自可爱的祖国大地，可爱的人民。”

老作家丁玲看到了《灵与肉》，写了一篇很长
的散文，抒发许灵均的生活遭际和家国忧乐给予
她的共鸣和喜悦，说她虽然不认识张贤亮，小说
也只看到这一篇，但通过这一篇，“我以为我和他
已经很熟了，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又
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文章也是写得
很好的，排比、迂回、反复、层次、主从，都安排得
恰当，写得细致，含蓄，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是不
大可能达到这一步的，大概是经过生活的熬炼和
写作上的刻苦用功的。”

把孙、谢、丁三篇评论放在一起读，可以看
出，虽然写作时间有先后，评论的作品有异同，但
都贯穿着一条严谨而热情的现实主义的衡文准
则：都指出了张贤亮小说忧愤深广、苍凉沉郁、真
力弥满、境界高远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和风格，又
指出了与这种深厚的现实主义基调并存的既凝
重又飞动，血泪和梦幻交织的艺术神韵；都着重
分析了小说在人物创造上投注的热情、开掘的尝
试和力度，完全生活化的按跡循踪的白描绘状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神髓；都注意到这一横空出
世的作家在连续收获这么多优异的艺术成果之
前经历的生活熬炼，艺术师承的来源，文学修养
的涵茹等创作的准备情况。我认为，这些写于30
多年前的评论，同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一起，就是
现在重读起来，也是可以相互征信，葆其新鲜的。
我之所以在抄引孙犁对《绿化树》的评论时也旁
及谢、丁的评张隽语，一是借此表达我对不久前
逝世的作家的敬意和怀念，二是也私下希冀现在

“90 后”的新一代文学艺徒，或许能由此一顾我
们曾经有过的，虽然也浓重真切地写到苦难但却
终竟还是反映时代，赞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优
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姿影风貌；在他们走上文坛
之前的研修磨炼过程中，得到一点启示和借鉴。
这样的希冀，不会是奢望吧。

记得，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普希金写的文艺
批评文章时，曾说过：“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
评的艺术家——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
伟大的作家一旦亲自掌握了批评，一定会成为这
样的人。普希金完完全全是这一类人物，他在这
方面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见《论俄罗斯古典
作家》一书）。在我国“五四”以来迄今的新文学史
上，称得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评的艺术
家”这一称号的大作家，厥有其四，即鲁迅、
茅盾、郁达夫、孙犁。他们所写的大量具有高
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果可以宽泛一点使用这
一术语的话)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是我们世世
代代的文学工作者，尤其是文艺批评工作者不
能轻忽和怠慢的。这是我们学习、进修时优良
的教科书，是我们工作时可以随时取用的精良
的工具库。特别是孙犁的文论，它距我们更
近，读起来也就更亲切，更有共鸣，具备多方
面的现实启示意义。

韩映山是“荷花淀派”作家中具有较高影响
力的一位。他原名韩祖盼，曾别号杜鹃、映山红、
山红、山梅等。他爱用这些植物的名称作为自己
的别号，他小说中的人物名也常常采用自然之
物，如“水清”、“玉莲”、“清风”、“明月”、“喜鹊”、

“大牛”等，或许这些有意味的细节都印证着他对
乡土书写的热爱。韩映山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
发表作品，80 年代才在文坛立名，他在“荷花淀
派”作家中是成名较晚的一个，但却是最能体现

“荷花淀派”风格的一个。韩映山的文学创作主
要集中在小说和散文两个方面，而其中尤以小说
著称。他的小说创作师承了孙犁“诗化小说”之
风，语言朴素自然，意境清新优美，较好地将乡土
生活的诗意同时代现实的氛围结合起来，通过小
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自然气息与时代气息相交
融的“江北水乡世界”。

韩映山最初的文学灵感来源于他对乡土生
活“诗意的发现”，“诗意”也同样成就了韩映山小
说的艺术高度。1952 年，韩映山的第一部作品

《鸭子》得以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
上，正是因为“诗意的描绘”打动了主编孙犁。小
说通过“一个下午”的时间讲述了一个放鸭的青
年在大水来临前，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的故事，情节虽简单但是却很好地将优美的风景
与淳朴的人性结合起来。或许从那个时候起，韩
映山就已经表现出自己小说的鲜明风格。他注
重景物的描写，同时也赞美普通民众的美好心
灵，“纯美的风景”与“淳朴的人性”构成了韩映山
小说中乡土诗意的两个方面。风景是韩映山最
擅长的写作对象，他在风景描写上既师承了鲁迅
与孙犁的诗化风格，又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
他自小生长在白洋淀边，对淀边的一草一物都非
常熟悉且充满着感情，他笔下的白洋淀风景始终
给人一种具象和实在之感。芦苇荡中的人和动
物，一个个都是水灵灵、活生生的，人、景物、动
物，三者之间都在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对话与交
流。从某种程度上说，韩映山在小说中的风景描
写超越了孙犁，抵达了一个更加纯粹自然的境
界，这一切不仅与他细致深入的观察有关，更与
他对白洋淀的个人情感与真实体验有关。韩映
山曾经在散文集《作画》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家
乡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的亲切，感到生活里有一种
诗的、美的东西，时时在冲击着我，我想尽力捕捉
住它们，想描绘下乡亲们那朴实忠厚的面影；渲
染上淀水和庄稼的色彩。我力求把他们写得朴
素，自然，亲切，感人。”在韩映山对乡土生活诗
意的发现中，与“风景的发现”相对应的是“人性
的发现”。在人性的书写上，韩映山更贴近沈从
文的“优美”一派，他始终坚持书写优美、健康的
人性，不习惯刻意夸大人性中的假丑恶，更愿意
将大多数笔墨都集中在对真善美的弘扬上。他
说，“我喜欢描写日常生活，喜欢在平凡的普通的
人们身上，发掘真善美。”在韩映山小说的人物
世界里，善良淳朴的老人和热情活泼的青年构成
了一组组优美的人性风景画，“劳动”和“爱情”是
表现优美人性的两种方式。例如在小说《水乡散
记》中通过对“老豪”个人劳动事迹的写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水乡人淳朴无私、热爱劳动的天
性。在《瓜园》中的“秋高老头”为了保住集体的
利益，舍弃了自己辛勤耕种的瓜园；《日常生活》
中的朴实而善良的“母亲”为了集体和家庭，任劳
任怨。韩映山小说中的“劳动”不仅反映着普通
劳动人民热爱土地的天性，更表达了一种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在韩映山的小说中，“爱情”是一
个常见的主题，从早期的作品《鸭子》到中后期的
作品《塘水清清》《串枝红》，青年男女的纯洁爱情
永远是韩映山乡土人性书写中的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或许从“爱情”这一角度出发，更容易反映
出青年人的人格和品性，他们淳朴的爱情背后是
水乡人民不被物欲遮眼的人性坚守。

如果说韩映山在文学创作中只是耽于乡土
生活的诗意描绘，那么他尚不足以被称为“白洋
淀派”的文学主将。准确地说，韩映山不是一个在
诗意中寻求个人安逸生活的“隐士派”，他的内心
深处有着对新时代和新生活无限向往的热情，这
种热情又区别于宏大叙事“高大全”，表现在创作
中即是朴素的现实主义追求。韩映山的小说创作
受到现代作家影响较大，尤其是鲁迅等人所创立
的写实主义传统，他不仅师承了鲁迅、孙犁等人
的诗化小说，也延续了二者的现实主义风格。从
1952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鸭子》开始，韩映山创
作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创作阶段，横跨了公社
时代、“文革”时代和改革时代三个重要的历史时
期，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韩映山在小说
创作中对“现实主义”追求也逐渐走向成熟。

韩映山第一个创作阶段是1952年至1956年
这5年间，这一时期是韩映山文学创作的个性展
示期，在这一时期里，他写出了《鸭子》《湾湾的河
堤》《水乡散记》《冰上雪花飘》《瓜园》等作品，相
比于他中后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小说给人的感
觉是率真自然、灵气十足，创作个性十分明显，尽
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诗意与时代密切结合的
方面，处理的不够成熟，但是却奠定了他一生小
说创作的风格基础。1960年至1964年是韩映山
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韩映山小说风格
的探索期。这个时期内孙犁对他的创作进行了
较为细致的指导，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上，韩映山受益颇多。1961年秋天，《新港》编辑
部给了他三个月创作假期，韩映山回到故乡白洋
淀在实际的生活体验中，写下了《作画》《放鸭》

《雪里还家》《摘菱角》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非常
简短，带有了散文化的特点。1962年创作的《淀
边》《一天云锦》《瓜园月夜》等小说，更具有“采
风”的性质，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淀边的生活风
貌。1963 年创作的《爱兰》《麦收时节》《父子之
间》这些小说带有了强烈的形式探索意识，尤其
是“写实主义”的自觉介入。韩映山这几年间创
作的作品因为处在探索期，表现出一种“不稳定”
的状态，尚不能认为是小说风格的进一步“深
化”。而关于这一时期孙犁对其创作的指导，韩
映山则回忆道：“后来，孙犁同志进一步指出，美
是应该追求的，但美不应该是孤立的，她是和时
代环境相关联的，否则，美是无力的。”孙犁的这
观点让韩映山觉得有“重新回到生活中去，并面

对现实”的必要，为此他开始探索小说的纵深度，
尤其是开始注重创作视野的开拓。然而正当韩
映山面临创作上“新的开始”的时候，“文革”风暴
席卷了天津。在文艺界面临着复杂动向的“文
革”时代，韩映山毅然选择“辍笔”，回到了冀北的
故乡白洋淀并且一待就是10年。“文革”结束后，
韩映山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黄金时
代”，1977年到1984年是韩映山创作的成熟期，
在这一段时期内，韩映山不仅保持着较高的创作
量，《绿苇丛中》《田珍小传》和《残阳如血》等作
品，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示出“写实
主义”应有的深度与高度。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

《采菱村》《串枝红》《清风明月》等，不仅继承了孙
犁小说的诗化与圆融的风格，在写实上更是紧贴
着时代，写出了时代人民的心声。1985年后韩映
山的创作趋于平缓，1993年他推出了毕生惟一
一部长篇小说《明镜塘》，这部小说虽然融汇了他
前期创作的所有经验，但是在艺术个性上，尤其
是在诗意和写实的融汇上，却未能真正超越他前
期创作的中短篇作品。

真的时代体验、美的风景发现、善的人性追
求成就了韩映山小说艺术的高度，但是他的成功
不仅仅归功于他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荷花淀派”
这一文学流派给予了他更多精神上的引导与支
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孙犁为代表的乡土小
说流派“荷花淀派”曾经给文坛吹去了一股持久
清新的“荷风”。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几个
主要的“荷派”作家，以《文艺周刊》为创作阵地，
在孙犁的影响和指导下，以趋同的艺术手法和创
作风格树立起“荷派”的文学旗帜。韩映山在文
学流派上归于“荷花淀派”，他不仅坚持了孙犁诗
化小说的风格，也坚守了“荷派”的“风骨”意识，
尤其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上和美学倾向上，始终
坚持书写那些充满时代热情、健康向上且给人以

“美”的熏陶的作品。韩映山曾经多次谈到孙犁
的作品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风云初记》，像早
晨的一片云霓，淀上的片片白帆，林间黄鹂的鸣
啭，平原上摇曳的红高粱，带着奇丽的光彩，诗一
般的意境，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溪流，出现在
中国的文坛上。”他和“荷派”重要的作家刘绍棠、
从维熙和房树民等人更是保持着真诚的友谊，他
们互相通信，在文学创作上取长补短、相互学习、
相互启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真诚的创作认同，

“荷派”作家不仅在艺术手法上继承了孙犁开创
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在美学倾向上对“真与
美”这一审美旨趣亦保持着高度一致。以韩映山
为例，他的小说充满着一种乐观的精神氛围和引
人向上的勇气，这不能仅仅归功于他所生活的那
个时代，而是“荷派”作家坚持追求“真善美”、坚
持“人格与文格统一”的精神外化。韩映山说：

“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主要看作品的生活细
节真实和作家的感情的真诚。虚伪造作是欺骗
不了广大读者的。作品能否存在，不在于几个评
论家捧场，它要经受广大群众的鉴别和时间的考
验。有的作品出世时，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时间越久远，越能发光放彩。”在对于美的寻求
上，他更是坚持了“荷派”一贯的“道德净化论”主

张，他的作品书写美、歌颂美，追求一种美的人格
和人生境界，并非来自于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创
作热情，而是有着鲜明的精神倾向。1980年，韩
映山在《绿荷集》后记中这样写道：“文学是人学，
它应该像人生那样丰富、多彩。它应该在鞭挞假
丑恶的同时，宣扬真善美，给人以道德力量，鼓舞
人类前进。它的功力应该是寓于潜移默化之中，
陶冶人的灵魂。”而对于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
义”，韩映山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文
学作品应该在反映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引导生活
前进，写出人的品德和情操。作品的思想境界应
该高一些。既不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又不应该
凭着主观意念制造假大空。”纵观韩映山一生的
艺术实践，他在乡土诗意中的现实主义追求，并
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图解”政治的理念上，而是深
深地扎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从时代的、人民的
审美视角出发，复归于理想社会人性的探求。或
许，这不仅仅是韩映山个人艺术经验的反映，更
是“荷花淀派”文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荷花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具影响力
的一支乡土文学流派，著名作家铁凝、贾平凹等
人的初期创作也多受其影响。然而，这一流派的

传承与发展却充满坎坷，尤其是在 20世纪 50年
代至 70 年代之间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后，许多“荷派”作家在艺术风格上有了新的转
向，刘绍棠、从维熙两人更是因为“错划”与“错
判”的冲击，复出后在创作风格上发生了不小的
变化，韩映山虽然幸运地躲过这场运动，但是“荷
花淀派”却如他所说的那样已经到了“留得枯荷
听雨声”的地步了。对于这种变化，韩映山在惋
惜“荷派”变化的同时给予了文友们更多的理解
与支持。在他看来“荷派虽有起有落，有兴有衰，
然而此流派的影响是不会终断的，他不会是强弩
之末。”他个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坚守

“荷派”精神从事乡土小说的创作，不去追赶那些
“赶时髦”或者“哗众取宠”的现实主义，始终追求
乡土诗意中的现实主义书写，捍卫着“荷花淀派”
文学精神的纯洁性，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
1990年，韩映山在《关于“荷花淀”文学流派》一文
中，又重申了“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这一创
作宗旨，并且认为“如果违背这一宗旨，就是对荷
派艺术的亵渎”，他在后期的创作中一直坚守着
这宗旨直至生命结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荷派”
文学最忠诚的传人。

真正文学批评家的风采真正文学批评家的风采
————孙犁论现当代作家举隅孙犁论现当代作家举隅（（二则二则）） □□曾镇南曾镇南

韩映山韩映山：：荷花淀里迟来的歌者荷花淀里迟来的歌者
□金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