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周立波无论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还是
在学术界，其文学地位被大大地低估了。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
中肯的评价，如蒋静就在《周立波简论》中将周立波放在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中与一系列著名作家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周立
波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文学家。”周立波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开始的社会主义文学阶段中排列在第一位的作
家，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和价值的作家。但这样的
学术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说明在认识和研究
周立波的方面，意识形态的屏障还非常强大。意识形态屏障既
包括有政治意识形态，也包括有学术意识形态。过去在政治意
识形态下，我们只强调周立波追随革命的一面，只有从革命文
学、左翼文学的角度阐释周立波才具有合理性；而后来学术思
想溢出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开始重新检点和评价中国现当代
文学，但出于话语权竞争和建立自己的学术意识形态的考虑，
学术突破往往是从对抗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定论入手，周立
波则被视为左翼作家和革命作家，再次被学术意识形态屏障
起来，于是我们就看不到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周
立波身上培育的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看不到周立波的这种
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周立波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但我想在这里谈谈周立
波在乡土文学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创
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小说领域是以乡土
小说打头阵的。严家炎就认为：“由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
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
小说流派之一。”乡土文学的思想资源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思想资源相一致的，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批判封建主
义的；乡土文学的主调就是启蒙。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和推
进下，乡土文学的主流逐渐纳入到革命文学的系列之中，其命
名也由乡土小说变为农村题材小说，延安时期明确提出了“赵
树理方向”，赵树理方向基本上规定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标准。
周立波作为一名自觉投身革命的作家，也就会主动地以“赵树

理方向”来要求自己的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反映东北农村改革，就是忠实地沿着“赵树理方向”来进行写
作的。其一是作品鲜明的“政治性”，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
义”；其二是努力做到大众化，吸收“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
（陈荒煤《沿着赵树理的方向前进》）。倡导赵树理方向体现了
革命文学的宗旨，但当它构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就大大约
束了乡土文学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精英文化
精神的积极意义，使乡土文学朝着大众化、通俗化的单一方向
发展。夏志清对赵树理的贬斥是大家所熟悉的，他说：“赵树理
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
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
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小二黑结婚》
及《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
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这种贬斥自然
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革命文学出
于革命的需要，对精英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的破坏性姿态，因
而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其后果就是对大众
文化的无限拔高和神圣化，延安时期对赵树理的推崇和评价
不能不说就有这种无限拔高和神圣化的倾向，其后果就是造
成乡土文学朝着去大众文化的单一方向发展。夏志清对赵树
理的苛刻批评中其实也包含着他对赵树理小说中缺乏精英文
化的不满。但是，意识形态的偏见阻隔了夏志清去发现周立波
存在的价值。周立波以其深厚而广博的文学素养在无形之中
弥补了乡土文学向着单一化发展的危险性。周立波具有较好
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在他求学期开始，他就对外国文学充
满兴趣，打下了扎实的西方文化的基础。周立波翻译的外国文
学作品就有近百万字，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家对周立波的影响
无疑是最大的，但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当时世界文坛的走向，不
少现代作家和作品都是他很喜欢的。他评介过马克·吐温、乔
伊斯、萧伯纳、罗曼·罗兰、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等作家，
而且从他的一些评介诸如日本、波兰、西班牙等国文学的文章
中可以看出他对当代外国文学创作的熟悉和了解。这些丰厚
的文化准备必然影响到周立波的创作。有人就分析过外国文
学对周立波的影响，如皮民辉说：“在情节安排、风景描绘、细
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周立波吸收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在
情节的安排上，可以比较一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法捷耶
夫的《毁灭》，《暴风骤雨》一开头是萧队长带领工作队进村，自
然引出老孙头、韩老六等人物，这和《毁灭》第一部开头的几位
主要人物出场介绍一样都非常自然，水到渠成。《被开垦的处
女地》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苏联农村实现农业集体
化过程的形象史，翻译过它的周立波明显受到这部作品的影
响，无论是反映东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暴风骤
雨》，还是反映湖南乡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深刻变化的《山
乡巨变》，其主题都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相似。”这就决定了周
立波在进行乡土文学写作时，不会像赵树理那样完全依赖于
乡村民间文化的资源，他的审美情趣是由精英文化培育起来
的，这种审美情趣也会渗透在他的写作之中。蒋静曾区别了赵
树理和周立波的不同风格，他说：“他们的创作都有浓重的泥
土气息，不同之处则是：赵树理的创作像土生土长的包谷，而

周立波的创作则像经过杂交的水稻。赵树理的创作像山药蛋
那样朴实，周立波的创作则像茶子花那样鲜艳。赵树理曾把自
己的创作称为通俗故事，以俗为荣，以俗见长。周立波既取民
间艺术的‘俗’，兼取古典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雅’，‘俗’是主
要的，‘俗’中有‘雅’，因而使得雅俗共赏。”蒋静所说的“雅”在
我看来，就是一种精英文化的表现形态。重要的是，这种精英
文化融入到周立波的文学感觉之中，它会以一种下意识的方
式不知不觉地显露在周立波的写作中。

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在革命文学成为主流之
后，精英文化是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的。作为一个自觉追随革命
的作家，他无条件地接受了革命文学的主张，尽管他喜爱古典
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雅”，但他以革命文学的主张来决断时，就
毅然地对自己的审美情趣进行了自我批判，把这种精英文化
的影响看成是该舍弃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特别是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之后，他首先是从自我批判开始来明确思想立场的，他
说：“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
土香土色的东西。”认为自己“是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
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周立
波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说是真诚的，事实上革命文学的主张确
实是将精英文化作为对立面对待的，这样一种蔑视和否定精
英文化的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埋下了种子，而到了革
命文学阶段，否定精英文化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再复
在反思新文学运动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刘再复认为，新文学运
动的领导者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在这里有
一个重大的概念错位，就是没有分清贵族特权与贵族文学、
贵族精神的界限，在刘再复看来：“贵族特权可以打倒，但贵
族文学、贵族文化、贵族精神不可打倒。正如 1789 年的法国
大革命，打倒了国王与贵族阶层、贵族特权，但法国至今仍维
护贵族文化与贵族文学，也从不有过对贵族精神的大批判。
理由其实简单，因为法国以至欧洲最优秀的文学都是贵族文
学。没有贵族创造的文学与文化，欧洲文化还剩下什么？至于
贵族精神，更是以贵族为主体创造的、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具
有特殊内涵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尼采所概括的

‘自尊’精神，还有相应的低调、遵守游戏规则、淡泊名利等精
神，这更不可以随意推倒。”我们为什么会将贵族特权与贵族
精神混为一谈呢，因为我们总是将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看成
是对抗性的。但正如刘再复所指出的：“其实，贵族精神的对
立项是奴才文学和痞子文学。平民可以蕴含贵族精神，正如

《红楼梦》的丫环晴雯、鸳鸯这些最‘平民’的小女子，‘其为质
则金玉不足喻其贵’，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而贾赦、贾蓉等
贵族老爷则身为权贵而高贵精神丧失殆尽。”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先驱者之一周作人后来便反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味
推崇平民文学的偏激，认为平民文学也需要贵族文学的洗礼
方能成其优秀文学，并认为平民文学的“求生”精神（生存层
面的精神）和贵族文学“求胜”精神（超越生存层面的存在精
神）并非势不两立。然而，整个思想文化界缺乏这种反省，对
贵族精神彻底否定的思想情绪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的形势
下得到了极力的推崇并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成为了社会主
流，甚至延续至今。

这种对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的否定也就是我所说的对精
英文化的否定。这种倾向在乡土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
处在当时革命语境中的周立波在思想上自觉批判自己身上的
精英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我猜想，也许在周立
波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犹疑和困惑的。至少，深厚的精英文化
积淀是难以用理性的方式彻底从他的文化品性中剔除干净
的。于是我们就在周立波的创作之中，看到了精英文化不期然
地流露和呈现。这就构成了周立波创作的重要特点：从表层
看，作品具有明确的思想意图和政治倾向性，而在艺术风格和
审美倾向上要透露出作者的精英情趣。于是，他的思想意图和
艺术风格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甚至，艺术风格会带来思
想意图某种程度上的修正和调整。周立波创作上的这种紧张
关系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出版
之后，黄秋耘就撰文指出：“比之《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在艺
术上无疑是更为成熟和完整的，但缺少前者那样突出的时代
气息，那种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这是令人
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当然，也正如黄秋耘所说的，在那个时
代，周立波的创作特点只会被看成是一种“美中不足”，他的文
学价值不会受到重视和充分肯定。

周立波的乡土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影响了湖南的
一批作家，所以有评论家总结其特点，将周立波的乡土文学称
之为“茶子花派”。从人们对“茶子花派”的概括中就可以看出，

“茶子花”离不开精英文化的滋养与浇灌。如艾斐认为，周立波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创作孕育了“茶子花派”，它的特点

“就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在吸收古典文学
简练生动和外国文学细致严密的长处的基础上，着意突出文
学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描写细腻，形象鲜明，文风质朴，语
言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和生适情趣，具有淳深浓郁的湖南乡土
味，通篇飘荡着茶子花的清冽与温馨。与此同时，又极其自然
和谐地做到了融民俗风情于乡土味、融时代精神于乡土味，融
历史意识于乡土味，融现实变革于乡土味，融传统美德于乡土
味，融革命理想于乡土味，把生活事件与乡土情愫紧紧地结合
在一起，并以之凝铸成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渲印着时代
的画面和社会的寓意。”艾斐指出了周立波的“民族风格和地
方色彩”是建立“在吸收古典文学简练生动和外国文学细致严
密的长处的基础上”，我以为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其实就
是对精英文化的吸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周立波的浓郁的
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周立波的所有写作都是在这个文化营
养液中培植起来的。

精英文化造就了周立波乡土文学的诗意美、抒情性和宽
宏隽永的善意，使得20世纪50年代以来被改造为“农村题材
小说”的乡土文学没有因为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而完全丧失乡
土文学的田园蕴味，没有因为过于直接的政治功利性而失去
乡土文学咏叹人性和人情的艺术魅力，也没有因为过分地追
求通俗而让乡土文学蜕变为民间文学，保持了乡土文学应有
的典雅性。但是也需要承认，周立波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
限，特别是由于他在主观上清算精英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也就
决定了精英文化只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用于他的创作，从
而使得他在乡土文学上的独特贡献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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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在乡土文学上的特殊意义
□贺绍俊

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周立波家之周立波

周立波评说70年
□邹 理

周立波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有
70 年，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可归纳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最早评论周立波作品的
文字是1938年7月汉口《全民周刊》发表的罗之
扬评周立波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的文章，
文章指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写出了“战斗与自由
之中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论界对周立波的研究
集中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
流》和《山乡巨变》以及他在同时期创作的一批短
篇小说上。1948年《暴风骤雨》出版后，评论很多。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是署名“芝”写的《推荐

〈暴风骤雨〉》。作者从新人形象、革命主题和民间
语言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肯定。1955年《铁水奔
流》出版后，许多评论文章都集中在小说的主人
公“李大贵”身上，认为作家写出了工人阶级先进
分子的形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山乡巨
变》的评论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肯定周立波突
出的个人风格，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秋耘在
1962年写的《〈山乡巨变〉琐谈》：“总的来说，《山
乡巨变》的作者在艺术追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耀目的艺术光彩、对人
物的性格和心灵细致的剖析、对农村新生活富有
诗意的描绘，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境界。”另一
方面，也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周立波的艺术
风格提出了批评：“作者表现了一种虽然还是刚
刚冒头的、但却是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过分
地追求艺术技巧。…… 我觉得这种单纯从艺术
技巧上下功夫会为创作带来损害。”从上述评论
可以看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的研究者
都看到了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表现出来的鲜
明的个人风格，虽然有少数人从审美的角度对此
进行了肯定，但在反右斗争激烈开展的文学批评
氛围里，许多评论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准
来评判周立波的作品，认为他过于注重艺术风格
而损害了作品的政治意义。

1980年以后，评论界不仅关注他的作品，而
且也开始对作家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 世
纪80年代的周立波研究趋向于综合性。1985年
庄汉新撰写的《周立波生平与创作》，1986年胡光
凡所著的《周立波评传》以及1988年出版的《战
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
选》对周立波的生平、文艺思想、艺术风格与创作
成就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标志着周立波研
究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年以后一段时间，文学
评论界开始反思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的“十七
年”文学，对它们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一背景
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其在故乡创作的短篇
小说也难逃被批评的命运，一些评论认为他的作
品有按中央文件图解生活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
向，然而大多数人仍然肯定了这些作品的艺术风
格。有的评论家认为周立波从“文章贵乎自然”这
一审美观点出发进行探索，他的突出特点在于对
生活的独立见解和在艺术上的独创精神。除此之

外，文学史著作对周立波及其作品都有所记录，
各高校自编教材都以较多的篇幅或独立的章节
对周立波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20世纪80年代
的文学史主要从思想和审美的角度对周立波进
行了正面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后，评论界对
周立波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他整体的文学史地位
作了新的发掘和评判，出现了从多元化角度解读
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势。1992年，唐小兵在香港《21
世纪》杂志上发表《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
雨〉》，文章重新解读了周立波作品中的方言土
语，认为《暴风骤雨》中的农民语言在某种意义上
只是一种装饰意义的词汇，而在作品中起组织作
用的句式与语法，即作品的主导语言，都是肖队
长的语言，是体制化了的语言。“农民语言是某个
意义上的点缀，而不是意义本身。”2003年，贺仲
明发表《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
化题材小说》一文认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并
非是对政治理念进行简单的图解，而是建立在生
活的基础之上，与乡村泥土融为一体，表现出了
强烈的生活特征。新世纪的文学史著作不再纯粹
从政治或者审美的角度来解读作家及其作品。陈
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006年）专门讨
论了《山乡巨变》的“民间文化形态”因素。董之林
出版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
论（1949—1966）》（2008年）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述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山那面人家》等短篇小
说。她从作家的文化背景、作品的人物形象、语言
特色和贯穿作家创作的文学精神，分析了周立波
创作的唯美倾向。她认为周立波的创作绝非一种

“纯文学”的选择，他与时代同步，与革命共命运。
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建立在世界文学潮流基础之
上，他富于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有着深厚的文化背
景。他创作的唯美倾向表现对“抒情诗的幻想”的
推崇，在把握和应用语言方面具有超强的能力。
周立波“绝不像一般表述的那样，仅仅是延安时
期或‘十七年’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典
型”，他的创作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自律性的虔
敬，以及奋不顾身的追求”。严家炎主编的《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 年）则从“农村题材”与

“乡土文学”的区别入手，探讨周立波小说的个人
特色，认为周立波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
到‘第三条道路’”，他是“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

‘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这种新的研究角
度，拓展了研究空间。

2006年，“周立波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

小说”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把周立波的故乡生
活小说放到中国乡土文学史中进行研究，以文化
批评的视角来分析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乡土小说
的继承与超越。其中王又平认为周立波是以干部
和游子双重身份来观察、叙述乡村生活，在作品
中尽力地展现民间生活场景，给民间话语留出了
大片空间，还原和表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态，显
示了民间文化的鲜活与充足。在他的作品中，歌
颂合作化的显性文本结构与民间隐性结构，政治
话语与民间话语达到一种自然的融合。2008年，
益阳三周研究会组织召开了周立波诞辰100周
年学术研讨会，贺绍俊在会上指出了周立波在乡
土文学中的特殊意义以及对他的合作化时期的
小说创作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两次研讨会将周立
波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
家》等作品还曾被翻译成英、德、法、捷克、俄等多
国文字，同时也伴有相应的评述。苏联文学家兼翻
译 家 B · 卢 得 曼 娜 （ВлРудман，
1910-1954）翻译了《暴风骤雨》，并在译者序言中
对该作品进行了评介；B·克里夫佐夫（В.Н.
Кривцова，1912-1983）翻译了《山乡巨
变》正、续两篇，并分别写有长篇序言《周立波及其
长篇小说〈春到山乡〉》与《〈山乡巨变〉续篇俄译本
序言》，对该作品从内容到情节到人物形象进行了
描述与概括；日本学者安岛彬翻译了《暴风骤雨》，
并著有研究文章《暴风骤雨》，收录在《中国名著鉴
赏与批评》一书中。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如
日本学者阿赖宏耶撰写了文章《周立波创作简
论》；林曼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
中也对周立波进行了论述。以上这些外国学者和
汉学家高度评价了周立波的文学成就，他们的工
作重在对周立波的作品及其艺术风格进行介绍。

上述周立波研究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框架内进行的，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周立波进行阐
释和解读，推进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是他
们都未提及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最早将周
立波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的当属唐弢，他对周立
波短篇小说做了如下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在尝试一种新的风格：淳朴、
简练、平实、隽永。作者余味无穷地赞颂了农村新
气象，提供了安详轻松的小幅。阿·赛罗夫描写的
十月革命名画《冬宫攻下了》，一个赤卫队员和他
的同伴老年士兵，两个人站在散乱着弹片和碎石
的台阶上，点燃起战后的第一支烟卷，那么安详、

那么舒畅。周立波的短篇也有类似的情调。他为
自己的艺术开创了新的天地，建立了新的风貌。”
他认为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与阿·赛罗夫的名画有
相似的情调，遗憾的是他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
的阶段，并未就此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1985年4月，李庆国发表了题为《周立波与
外国文学》的论文，首次对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
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的前半部分梳理了周立波
翻译外国文学、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历史，后半
部分则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肖洛霍夫的《被
开垦的处女地》进行对比，比较了两部小说的写
作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景物以及心理描写
等方面的异同。作者认为两部作品有相似性是因
为周立波借鉴和汲取了肖洛霍夫的艺术特点，但
是他并非生硬地模仿，他在创作中也融入了自己
的创造，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该论文
虽然在对比两个作家的作品时显得有些简单化，
但是它开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周立波的先
河，为周立波研究引入了一个新视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开始研究基
希（Egon Erwin Kishch，1885-1948）对周立波报
告文学的影响。李仕中的《基希的影响与周立波
报告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丁晓原的《周立波对报
告文学名著的翻译与研究》都介绍了周立波对基
希的《秘密的中国》的翻译，也注意到了基希对周
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
周立波对基希报告文学观的总结与实践上。这是
对周立波与基希的报告文学关系最早进行的研
究。但这两位学者在探讨周立波的翻译时均未能
进行译本研究，也未探讨基希的作品对周立波创
作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
究也都不够深入，因而有待进一步深化。

新世纪以后出现了一批从比较文学角度研
究周立波的论文。其中华济时、皮民辉、吴格非等
从周立波的整体作品出发，研究周立波创作与外
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重在史实的介
绍，所得结论与1985年李庆国所作的论文相似。
另有蒋芳的专题研究：《周立波对巴尔扎克在中
国传播的贡献》，文章通过周立波对巴尔扎克的
阅读和他在延安鲁艺授课时对巴尔扎克及其文

学作品的讲解，从艺术的真实观、典型化以及写
作取材等方面切入，分析周立波对巴尔扎克文学
思想的接受。该论文是笔者目前见到的惟一一篇
选取周立波鲁艺授课进行研究的论文。

还有一批朝鲜留学生在硕士论文中将周立
波与他们本国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比如金宽雄
的《前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中的农业集体化题材小
说比较研究》（2007年）、崔盛学的《周立波的“暴
风骤雨”与李箕永的“土地”比较研究》（2007年）
和安太顺的《中朝土地改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
较》（2007年）。他们的论文对两国的农业集体化
与土地改革题材小说进行了对比，重点比较了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朝鲜作家李箕永的《土地》。
他们从两国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家经历、文
学思想、创作目的等入手，考察中朝两国作家、作
品的异同。虽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创作时间
与主题上都与朝鲜作家的创作相近，但这些研究
未能揭示出两者间的事实联系，因此这种对比显
得较比生硬和牵强。

上述研究对周立波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
翻译中的贡献做了不同层次的总结与探讨，丰富
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他们共同的问题是不
够系统和深入，没有揭示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之
间的深层关系，因此在该方向上的研究还有进一
步拓展的空间。

综观周立波的创作，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的固定存在。事实上他的作品除了受具体
的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当时风
行于中国的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思潮的重要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20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被提出来后，立刻被左翼无产阶
级文学家们介绍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更是被作为一种革命纲领，成为
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在这段时期，所有
作家的创作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化发展
保持着同步关系。生活在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
周立波也不例外。身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

“文化场”内，周立波必然要受到形成该场的政
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而
且他也会受到这个文化场自身整体变化的影
响。反过来，作家个人也会对整个场的变化、
发展起作用。因此对周立波的研究就不能局限
在他的单篇作品上，而应放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接受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周立波对
外国文学的接受有一个由学习到逐渐深入了解，
并且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源泉的过程。因此笔者
质疑当代文学史将他定位为一位纯粹的乡土文
学或是农村题材文学作家是否合适，并希望能对
周立波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