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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纽约国际书展上，我的 《南京大
屠杀》 作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题材的中国图书
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有人说，中国的战争
题材文学作品一般总是在平面地叙述战争过程
和记录事件，缺少深度与感人的艺术，很难走
向世界。《南京大屠杀》在表现和阐述敌我双方
在战争中的人性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作品中

“十问国人”的内容，不仅对中国人是一种强烈
的警示，而且对整个世界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思考人类和平的未来方面都具有
重要意义。我想他们确实是看懂和看明白了我
的作品。

不久前的一段时间里，关于抗战题材的文
学作品喷薄而出、堆积如山，这是好现象，但
并非全是值得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
以清醒地看到一种常态：某一节点到了，上上
下下都在忙碌同一件事，文学也紧跟其后，大
有全民动员、全体出击之势。如纪念抗战胜利
的这段时间内，抗战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稍
稍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就会发现，能在读者心目
中留得下的好作品其实并没有多少，更不用说
经典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这类题材在创作
中缺少一种深刻揭示、寻觅产生战争原因以及
呈现战争中的人性力量的艺术表现，从而使战
争变成了“好人”、“坏人”的简单故事。

“战争是魔鬼导演和挑起的事端”，不知哪
一位军事家说过这样的话。魔鬼为什么要导演
和挑起这样的事端，是作家需要弄明白的。在
创作 《南京大屠杀》 时，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日
本军队那么敢于残忍地屠杀中国人？为什么他
们那么轻而易举地冲进了六朝古都南京城？为
什么他们的军人能够如此毫无人性地举刀、开
枪？他们在如此残忍地挥刀和奸淫妇女时就没
有一点儿胆怯吗？当然，我也十分想了解当我
们的同胞被敌人用机枪扫射时，有没有人奋起

反抗？在看到妇女同胞被日军强暴时，有没有
英勇的义举？我也同样想了解，政府明明知道
无法抵御强大的侵略军时，有没有想过用另一
种方式避免几十万同胞被屠杀？比如国际战争
中通用的“不设防”战术——在确定无法战胜
对方时，主动缴械、让地、撤防，以避免更大
的牺牲和死亡。自然，我还想了解为什么在民
族和家园出现危亡时，我们身边总有那么多汉
奸出现？当时的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比可谓“人
多势众”，用的武器也未必比对方差多少，却为
何如此不堪一击？……无数个“为什么”一直
在我脑海中回荡。最后，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
一些事实：日本军队强，日本人的“皇道”信
仰和意志强，日本人普遍的文化程度比中国人
高，日本军队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我从浩
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看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事
实：日本军队从最高指挥官到普通士兵都能写

“战地日记”，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战后被东京
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大战犯松井石根是一
个能用中文写古体诗的“文化精英”；日军的中
将、少将等官员一般都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
即使普通士兵也多数具有高中文化。他们获得
应征到中国打仗后的情景更让我心颤：士兵们
手捧“应征通知书”，率全家人跪在地上、面向
天皇居住的东京方向痛哭流涕地说：咱家祖祖
辈辈没有为天皇效忠的机会，如今来了……是
这样一群人，怀揣对天皇的绝对“效忠”，来到
另一个国家，只以战胜对方为荣，能不“战无
不胜”吗？能不杀人成性吗？

我们知道，战争是人性走向极致的一种特
殊反映，也是人性自然本质中的一种基本反
映。马克思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无非是人类本
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那么，战争则是一些企图
改变原有历史与社会或国家现状的人所作出的
一种强有力的反映。这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人呢？肯定是充满了野心的、甚至是疯狂的，
不惜他人生命与他国利益的人，他们代表了阶
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并把这种利益视为个人忠
效于它的最“崇高”与最“神圣”的信仰。这
种人 （战争决策者） 的人性是扭曲和变异的，
在这种人灌输下参与战争的所有人也是人性的
变异者。

中国古人把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五种
因素：一为争名，二为争利，三是积恶，四为
平乱，五为困饥。这五种情况基本概括了战争
发动者的全部人性特征。名利是一般人的需
求，积恶是一些道德败坏了的人的必然行为，
而为平息内乱和解决困饥所发动的战争则是一
种被动的选择。有了对这些战争发动者变异了
的人性的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如
此残忍地在南京实施血腥的大屠杀——野蛮的
侵略者在头脑里和意识里已经没有了基本的人
性制约，罪恶的、野蛮的、兽性般的人性淋漓
尽致地暴露出来了。从日本历史和社会现状我
们知道，日本人很少有相互残杀的情况，因为
日本宪法有约束。日本人杀日本人属于犯法，
必须以命抵命。但日本法律里没有一条说日本
人杀外国人是受法律制裁的。这就造成了日军
进入中国后为所欲为、毫无犯罪感。

日本侵略者在二战时犯下罪行需要强烈
地、永远地谴责。然而在“南京大屠杀”事件
的过程中，我同样看到了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
身上的许多丑恶、不道德的事情，比如那么多
出卖同胞生命、帮助日军残害亲人的汉奸，那
么多为了求自己一命而不惜供出同胞的人……

这些人性卑劣的另一面，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刻
的反思。

人类要向前发展，战争似乎不可避免。我
们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尤
其是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家们在写这
一让中华民族留下惨痛历史教训和付出巨大牺
牲的战争史时，绝不能只简单地叙述我们如何
英勇抗战、如何迎来了伟大胜利，或是侵略者
如何残暴，这些都是表面与表层。只有真正挖
掘出敌我双方在战争中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与问
题，才有可能对战争有根本性的省悟与认识，
文学性与艺术性才可能在其中获得最大的展现。

战争是复杂的。战争里的人性之扭曲与残
暴以及战争中最美好的人性的展现几乎是同时
存在的。因此，一部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挖
掘战争中的人性表现和各种人性在战争中的绽
放，便是文学最重要的任务。

“爱情和战争都是不择手段的”，战争论专
家弗·斯梅德利说过这样的话。战争与爱情同
样的“不择手段”，这便是战争中那些为了自我
和胜利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逻辑之所在。古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过：“黄金和财富是战争
的主要根源”。在黄金和财富面前，许多人会丧
失基本立场和道德，人性中的贪婪、欲望等弱
点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萧伯纳认为：“战争的先决条件是：以好斗
为惟一美德，以求和为惟一耻辱。”这是对战争
的另一种人性解释。在创作 《南京大屠杀》 的
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许多日本军人以屠杀中
国人的好斗、好胜行为作为自己在战争中的惟
一“美德”，因此有了“杀人比赛”这样的事情
发生。

在写作中，我用诸多日军当事者的回忆和
战地日记对这部分变异“人性”进行了发掘和
阐述。“十问国人”之所以被大家认可，其根本
原因大概也是我对中华民族在这一历史悲剧中
的人性表现以及对今天强大了的中国人的另一
种人性进行了严重警示，特别强调一方面要牢
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
也告诫同胞：要想真正铭记战争的痛苦和教
训，不让悲剧再次重演，除了要提醒战争加害
国外，还要特别提醒像中国这样正在强大起来
的国家，因为“国虽大，好战必亡”。任何一个
自以为强大了的国家和民族，千万不要好战，
一旦好战，就必然灭亡。古人还有另一句名
言：“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今天的国人一定
要清晰地认识“忘战必危”和“骄傲必败”的
道理。

韦格蒂乌斯说：“你想和平，就要准备战
争。”我要说，想写出一部伟大的战争题材作
品，就要把战争中的人性写好，因为人性的好
恶是引发战争的最根本起因，不写人性，就无
法探底战争的深井究竟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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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是极强的个体性劳作，要求作家必
须有风格上的排他性，要有独特的面对生活
和艺术的勇气和担当，而代际划分强调株守
身份，不啻于一道避风港，相反，跨代对话
才有可能让更年轻的作家健康地成长。

当23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张书桌前完成了《雷雨》时，他并

没有因为作品所写超出了他的年龄和经验而有所不安，他以雷雨般的激情

和自信直面社会、家族和伦理的黑暗，创造了繁漪、周朴园、鲁侍萍、周萍等

不朽的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当23岁的张爱玲写出《金锁记》时，她文笔的

苍凉显然也与年龄不符，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创作出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中

篇小说；23岁的粮食管理员肖洛霍夫写出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

河》的前两部，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命运，塑造了极为复杂的葛里高里

和阿克西里娅……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们说明文学创作与年龄

并没有决定性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创作活动的内在机制是极其复杂的。

在现今的文坛上，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人在耳边提醒他是“几零后”。两年

前，我在《当代》长篇小说评奖会上，就深深地预感到这种观照方式可能走向

歧途，坦率地表达了我的忧虑。我担心我们的理论观照会因此陷入“代际划

分”的误区，从而遮蔽了创作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作家们被按10年为单元的

代际间隔，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分别被装进不同

的方格子里，或者笼子里。“代际划分”的研究者们不是首先从文本出发，而是

首先从年龄出发，为了说服作家也为了说服自已，挖空心思地归纳出每个代

际的肖像：心理特征、取材和主题的共同点、审美的共同性……赋予每个代际

某种共同的“文化身份”并称之为“身份共同体”，从而建立起文坛上的“代际

谱系图”。这种划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年龄，还是年龄。我们并非不承认不同

年龄段的人的文化心理差异，在特定的断层，差异还很大，但这种差异到底大

到什么程度？真到了凌驾于审美的普遍原则的地步？为什么10年就是一代？我

看，无非是鲁迅先生早指出过的“十景病”的习惯性反映罢了。

起先，“80后”的提法不失新鲜，像网络新词一样道出了新新一代的簇

新面目和叛逆心理，给贫乏无趣的文学理论界一个刺激和震动。但它被引入

文学界毕竟只是一种描绘，并不能代替一种切身、切实的审美判断。由此蔓

延开来，文坛上有了“后”的泛滥和更加细致的划分，成为一种叙述研究的

“新”方法，甚至变成了一种学术摩登。令人更想不到的是，这种代际划分在

此后10年成为文学界最大的“理论利器”。研究者们把同年龄段的作家们捆

绑在一起，非要榨出他们的共同点来不可。

我认为，以 10 年为单元的代际划分是近些年来文学理论界最大的误

区。其谬误首先在于，把年龄当作了最重要的价值和审美依据，甚至直接把

年龄当作美学标准。社会历史内涵的深广度和思想的丰厚度、人性的复杂和

深度、艺术上的创新程度以及语言风格的新颖、鲜明和独特，应该是衡量一部作品思想艺术价值

的重要标准，一切年龄的作者在这样的标准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些“几零后”的研究中，年

龄的作用和意义被夸大了。研究者只要抓住了一种代际的“行规”——“几零后”的价值观、审美

观、行为方式、审美方式，以此带入，就以为抓住了某作家的特质。同时，一些被称为“80后”的年

轻写作者，一方面大声疾呼自己只是一个想用文学表达自我的写作者，另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跳

入与商家共谋的利益陷阱。结果是，他们既没有跳出“被 80后”的命运，也没有创作出超越自己

“创作青春期”的作品。

同时，强调代际划分阻断了作者对生活本身的全方位体验，作者不敢突破方格子里的定位，

在题材范围、人物类型、切入生活的方式上，无形中恪守代际划分的框范，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

说“80后”是被命名的“叛逆的一代”，那么“70后”则被认为是被忽略和淹没的一代，后来他们自

己也接受了。大量冠以“70后诗歌档案”、“中间代诗歌选”、“70后批评家”的命名，多是出于一种

“被遗忘”的焦虑，其潜意识中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而缺少那种“尔曹身与名

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胸怀。从命名者的角度而言，这只是一种寻求话语权力的修辞策略，而

从被命名者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不甘于人后的“焦虑的招安”和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

代际划分的第三点负效应是，那种充满了暗示和定位的规约助长了每一代作家的“溺爱需

求”和“自恋情结”，强化了“抱团取暖”的依赖心理。这种“长不大”的青春期自我定位是一种身体

成年与精神未成年的自我修饰，这种心理方便于为自己写不了好作品找出逃路，即，要好大家一

起好，要不好大家一起不好。而创作是极强的个体性劳作，要求作家必须有风格上的排他性，要有

独特的面对生活和艺术的勇气和担当，而代际划分强调株守身份，不啻于一道避风港，相反，跨代

对话才有可能让更年轻的作家健康地成长。比如，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莫言称赞“80后”张悦然

“能够以想象将故事弹开”，能将“梦与悲剧作为小说的双重基座”；生于60年代的余华欣赏89年

出生的蒋方舟以自己的方式对“大众化”、“平庸化”进行抗拒等等。可见，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被不

同时代的读者认可，是因为他们用语言的、情感的、想象的方式进行了跨代的对话。

文学史早就证明，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不同凡响，正在于他们突破了年龄、身份、职业以及社会

对他们的一般性规定，完成了其年龄几乎无法完成的时代高度。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某种划分和

定位，而是反抗这种框范和要求；他们不是小心地求同存异，而是敢于标新立异，与不同年龄层次的

广大人群进行对话。代际划分理论的“求同为本”和“排异倾向”对文学生机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它

要把千姿百态的创作现象嵌入一个个方格子里，让活生生的、多样的文学变成他们的一个注脚。

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绝不是“几零后”这种命名就能涵盖得了，就能划分清楚的。

代际研究的确可以观看某一个特定阶段作家和时代的一种特殊关系，或是一个角度，但是，文学、哲

学、美学与时代和现实结成的关系会随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的变化而发生重组，文学的建构与重

构、想象与批判的审美功能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如此看来，代际划分已经变成了话语操纵者套在

一代代作家头上的紧箍咒，而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想象、文学与人的多重关系却是广阔无边的。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童庆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6月14日逝世，享年79岁。

童庆炳，中共党员。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生活之帆》《淡紫色的霞
光》，散文随笔集《日子 甜日子》，理论著作《文
学概论》《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诗学
与美学》《文学审美特征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
代意义》等。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现代心
理美学》《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教
程》等。《文学理论教程》获国家教学成果奖，多
部专著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和北京市社科
优秀著作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
卫司原巡视员朱幼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6月3日在京逝世，享年66岁。

朱幼棣，笔名有棣。中共党员。1977年开
始发表作品。1997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
有长篇报告文学《裂谷雪崩》《中国大陆新富豪》

《中国：世纪大灾变》《市场背后的世界》《后望
书》，中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高原》，通讯《唐古拉
山的风云影子——陈金水》等。

童庆炳同志逝世

朱幼棣同志逝世
本报讯 6 月 15 日，“一带一路、文化

长白”2015年长白山森林音乐节新闻发布
会在京举行，标志着此次音乐节正式启动。
青年钢琴家郎朗应邀加盟音乐节，并被授
予“长白山国际文化交流大使”称号。

长白山森林音乐节由中共吉林省委宣
传部和长白山管委会主办，以“长白之恋”
为主题，共设置了15个音乐周。在今年6月
至10月期间，来自国内外诸多知名的艺术
团体和上万名音乐人将在长白山景区和山
下的二道白河小镇开展300余场形式各样
的文艺展演活动，“长白之恋”少儿器乐大
赛、“放歌长白”全国合唱邀请赛、“寻梦长

白”原创音乐大赛等活动也将陆续举办。作
为整个森林音乐节的重头戏，郎朗“长白山
音乐寻根之旅”音乐会将于 8 月底在长白
山瀑布下举行。届时，郎朗将以精湛的琴艺
和悠扬的旋律表达对家乡的眷恋和敬意，
展现一幅“天池·天籁·天然”的和谐画卷。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打造长白山森
林音乐节这个全新的品牌文化活动，深入
挖掘长白山厚重的文化精髓和多元内涵，
为全球音乐人提供一个交流和发展的平
台，实现音乐艺术与自然生态、民族文化与
地域风情的交融。

（王 觅）

长白山森林音乐节启动

本报讯 6月13日，山西舞洲现代舞团建团演出、现代舞
《当我们遇见孔子》在北京雷动天下剧场首演。该作品由许一
鸣编导，以现代人天马行空的思维与传统文化进行交流碰撞。

山西舞洲现代舞团成立于2014年6月，团址设在太原，是
在山西省孝义市歌舞剧院舞蹈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任
艺术总监为曹诚渊。该团不仅致力于创作推出优秀的现代舞
作品，同时也开设了现代舞培训课程。据悉，《当我们遇见孔
子》在京首演后，还将赴德国参加曾与太原缔结为友好城市的
开姆尼斯市当代舞蹈节开幕式演出。

（王 觅）

本报讯 6 月 14 日，“逸韵高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年度驻校艺术家李汉平花鸟画作品展”在北航艺术馆开
幕。此次展览共展出了李汉平近年来创作的工笔、写意、写生
花鸟画作品70余幅。

李汉平现为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今年 5月
起应邀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年度驻校艺术家。他长
期以来坚守中国画的文化立场，注重艺术视野的拓展，从传统
中不断汲取营养，创造出颇具时代感和创新性的中国花鸟画
独特风貌。他的花鸟画作品气韵贯通、形神相合，将个人的精
神世界通过笔墨语言加以展现，具有较高的审美意蕴和学术
价值。

此次展览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
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联合主办，将持续至6月30日。

（王 觅）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江苏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扬州市文联联合主办
的陆建华散文创作研讨会在扬州市举行。
范小青、张王飞、汪政、储福金、刘俊等与会
研讨。

陆建华和汪曾祺是同乡，研究汪曾祺
近 40 年，与其有着深厚的情谊，不仅出版
了《汪曾祺传》《汪曾祺的春夏秋冬》《私信
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 38 封信
解读》《汪曾祺与〈沙家滨〉》等 4 部汪曾祺
研究专著，并撰写了有关汪曾祺的文章近

百篇。这些作品生动地还原了汪曾祺的真
实面貌，对研究和解读汪曾祺具有颇高的
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陆建华不仅是一位
汪曾祺研究专家，也是一位文艺评论家和
散文家。与会者谈到，陆建华的散文作品，
平实亲切，写情至真，感人至深，给读者以
温暖和春意，其为人为文的态度值得青年
作家们学习。

《陆建华散文自选集》近期由江苏文艺
出版社出版。该书为线装本，收录了陆建
华的数十篇散文作品。 （周 韫）

江苏研讨陆建华散文 李汉平花鸟画作品在京展出

现代舞《当我们遇见孔子》首演

本报讯 6 月 5 日
至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国
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
员会共同主办的“2015·
穿越分界——跨文化视
角下的国际美术教育思
辨与对话”系列学术活
动在京举行。徐冰、谭力
勤、邵大箴等来自海内
外 40 多所高校的专家、
学者参加了活动。此次
活动以“跨文化视角下
的 国 际 美 术 与 设 计 教
育”为主题，其间安排了
特邀嘉宾演讲、专题论
坛、专业课程教学交流
展、艺术家面对面等多
种形式。论坛中，与会者
围绕“传统与当代——
中美美术教育对话”、

“东方与西方——中美
设计教育对话”、“2015·
穿越分界——中美艺术
教育比较”等内容进行
了交流讨论，当前国内
外美术与设计教育中的
教学理念与方法、专业
课程、人才培养观念等
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李 嫣 黎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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