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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有其主客

观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环境来看，缺乏有利于批评发展

的良好条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点：一是受市场化大潮的

冲击，能够刊发严肃批评意见的阵地大大减少。纯批评刊

物由于发行量有限，缺乏理想的经济回报，先后停刊，所剩

不多。一些报刊也压缩刊发批评的版面，因为批评的读者

群很小，相应地，经济回报也不高。由于对经济效益的绝对

化追求，使严肃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阵地面临严重的萎缩

状态。其后果是，严肃的意见缺少表达的可能，新人难以出

现。相反，娱乐化的“报道”逐渐有取代严肃批评的趋势。这

些消息性的宣传、介绍因为比较及时，能够抓住读者的兴

奋点，特别是善于设计耸人听闻的标题，长于披露明星、名

家的隐私轶事，读起来比较轻松，可以扩大报刊的发行量、

广告收入，取得较好的经济回报，正在大行其道。二是批评

的文化环境不好。要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当然要指出创

作中不好、不理想的地方。但是，这就涉及到复杂的人际关

系。正常的学术批评往往被误指为人事纠葛、左右之争，被

批评者难以接受，批评者不能说真话。除此之外，针对共同

话题、创作现象开展的学术论争也基本没有。在发表阵地

大大萎缩的情况下，不同观点、思想的交流、讨论也极为少

见。人们往往是各说各话，自言自语，批评蜕变成了一种个

人的言语。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批评的人越来越

少。已有成就的多有改行之举，新人难以出现。过去，在文

化机构如文联、作协这样的单位，有许多从事批评的人，现

在已经很少了。此外，还有许多社会上热衷于进行批评的

人。他们不一定在文化机构工作，但是自己有积极性。现

在，这样的人几乎不见了。目前只有大学中还有比较多的

人在坚持批评。由于有科研考核、职称晋升等外在的条件

支撑，还能够支持一部分人从事批评。但是，在其他机构就

没有这种条件了。凡此种种，均不利于批评的发展。要改变

这种状况，还需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除了这些客观方面的原因外，批评者对批评的认知定

位也非常重要。许多人认为批评就是分析一下作品的特

点，特别是优点，比如人物形象如何，结构有什么长处，主

题是什么等等。这当然是批评，但绝对不是批评的全部，更

不是批评的本质。如果仅仅满足于对作品的解析，我认为

还是很有问题的。这种批评观，是一种缺乏独立性的批评

观，是将批评依附于作品的批评。也正因此，出现了忽视批

评、蔑视批评，或者认为批评者是吃作品的饭，是作品的附

庸等十分错误的观点。当然，在实际中，许多批评由于种种

批评之外的原因，如人情请托、利益交换、宣传要求等，把

批评局限在对作品的解读，甚至是叫好的层面，使批评成

为作品的附庸，也是大量存在的。这当然极大地损害了批

评的独立性，弱化了批评的思想性。那么，批评到底是什

么？我以为要从这样几个层面来考虑。

首先，批评是有其独立品格的。就是说，批评不是作

品的附庸。虽然在实际的批评中，往往有许多依附于作品

的批评，但这只是批评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能体现批

评价值的方面。就如同我们讨论经济一样。经济虽然要

研究经济活动，特别是经济的增长问题，但是，经济中仍然

有许多事情不能单纯从增长的层面来看，甚至我们也不能

说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经济。实际上，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

如何通过经济的手段使整个社会更加良性地发展。比如，

社会的公共领域就不能简单地说增长，但是要解决公共领

域的问题却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经济依然要涉及到许许

多多非经济的领域。比如财富的分配问题，以及由此而引

发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源的消耗问题，以及由此而延伸的

生态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地缘政治格局的问题及相

关的国际关系问题等等。因此，最好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

知道生产与消费等具体问题的专家，而是通过对经济领域

相关问题的研究，对整个社会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提出积

极意见的专家。批评亦然。虽然批评不能脱离对作品的

解读，但对作品的解读并不是批评的最终目的。批评不只

是跟在作品后面的讲师，也不仅是提高作品影响力的工

具。尽管我个人认为批评需要具备这样的功能，但是，批

评不能满足于这样的目的。批评是建立在作品之上的，能

够表达批评者对社会人生思考感悟的文化活动，通过对作

品的解读来表达人类情感价值的选择。因此，批评就具有

了一种超越解读具体作品的独立性意义。批评就是批

评。只有批评确立了这种独立性，才能摆脱附庸的地位，

进行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表达。

但是，批评毕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分析判断。比如时

政评论，是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来表达意见的，它要求

从事时政分析的人要对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形势有相当

的研究。而批评家则应该对自己批评的文艺作品及一定时

期内文艺创作的态势有相当的了解。批评虽然不以作品为

目的，但是却不能脱离作品。换一种说法就是，从事文艺批

评必须从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开始，这是批评的基点。批评

家应该长于对作品的分析，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比如，有的

人善于对作品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有的人善于探求人物

的“原型”，有的长于对作品的结构进行解读，有的更多地

从接受的角度看作品等等。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极大地丰

富了我们对作品的解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

如果一个从事批评的人，对作品本身不了解，没有敏锐的

感悟力、鉴赏力，肯定难以进行有价值的批评。所以，批评，

当然是文艺批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对作品本身的认知。

这种认知奠定了批评家的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批评家

才能展开自己关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也就是说，批评家要

通过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情感、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其

中暗含的价值选择进行评论，以分析作品所表达的社会时

代、人物命运、情感意义，引导读者进行正确的价值与情感

选择。这与其他的评论分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些非文

艺的批评所关心的是理性概念的表达，而文艺批评则更注

重对人们的精神、情感产生作用。这也是文艺批评与其他

批评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文艺批评存在的价值基础。文

艺的意义就在于从情感的层面表达人类生活的方式，而不

是从理性概念的层面进行归纳分析，更不是从物质的层面

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应地，文艺批评也更重视人的精

神与情感价值。它强调的是，作品是否使欣赏者的情感得

到了净化，是否提升了人们内心世界的神圣感，是否给人

们以情感的慰藉、精神的关爱，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引导人

们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人伦关系，从而从个

体的人走向社会的人，从情感领域走向行为选择。

因此，就批评自身而言，不能使自己局限在简单的作

品分析中，而是应该从具体的作品分析中超越，直达社会

人生的价值层面。批评应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揭示出作

品不便或没有说明的人物形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并

明确告诉人们正确的价值选择。这既是其独立性的体现，

也是其根本价值所在。首先，批评应该通过对作品中人物

形象的分析，特别是寄托在人物形象上的情感表达揭示出

蕴含在人物形象背后的价值选择。一般而言，文艺作品应

通过对人物的塑造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与价值判断。

即使是那些虽然没有直接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同样也蕴

含着创作者的情感选择。这种选择一旦表达出来，就不再

属于个人，而是具有了社会意义，必将对社会产生影响。那

么，批评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分析，揭示出这种选择的价值。

其中，哪些是正确的、有意义的，哪些是错误的、无意义的，

需要批评者通过批评告诉社会。这是批评者的责任，也是

批评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表达自己思想的客观要

求。其次，文艺作品总要表现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这种生

活对人的进步、完善将产生什么作用，往往比较隐晦、含

蓄。它总是通过各种细节、形象来显现的。如果是一种良性

的、积极的生活状态，就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否则就是应该

反思、批判与扬弃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

发展条件下，其生活状态总是表现出复杂性。面对这种复

杂的现实，批评家应该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激浊扬清、

惩恶扬善，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对落后的、丑恶

的事物的批判，引导人们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再次，那

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宏大社会背景的作品，往往表现出

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是充满了曲折、坎坷的。在某些条件下，历史将向正确的

方向发展，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历史也可能悲剧性地倒退。

这些现象都可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而批评的责任就应该

是通过自己的分析推动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性的提升。在

很多情况下，由于作品表达的委婉，需要批评来揭示出历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昭示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它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批

评蜕化为作品的注释，跟在作品的后面，甚至需要借助作

品的皮袍来取暖，确立自己的价值，不仅是批评的悲哀，更

是创作的不幸。批评对作品的超越，除了如前所述的种种

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创作的引领。任何

作品，因为诸多的原因，都存在局限性。即使是那些最优秀

的作品，人们也可以指出其缺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

不可能超越时代，也难以超越自己。一些创作者自身具有

先天性的局限，比如其素质、才气、能力的局限，生活经历

的局限等等。另一些创作者则是因为后天的原因影响了自

己的创作。比如，创作理念的问题、观察事物认识社会的方

法问题、价值标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作品中表

现出来。同时，由于人们对作品的衡量标准不同，期待不

同，评价也不同。在某一方面非常出色的作品，可能在另一

方面不尽人意。某一部分人首肯的作品，在另一些人看来

不一定满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是如此。批评

家除了要对作品的艺术表达进行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要

对作品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前者作用的是如何使作品更

具有艺术魅力，后者作用的是怎样才能使作品在具备相应

的艺术吸引力的前提下，表达积极、健康、进步、向上的价

值追求。批评应该在充分肯定作品积极的一面的同时，衷

恳地、有力地指出作品中存在的不足。特别要对作品所表

达的情感状态、社会生活及价值选择提出意见。只有这样，

才能源于作品又超越作品，对创作者进行引导，对社会产

生影响。这样，批评也就不再是作品的附庸，而是实现了自

身独立性的具有引领意义的存在。

当代文艺批评透视当代文艺批评透视

批评家要有关注世界的独立表达批评家要有关注世界的独立表达
□杜学文

《情致·格调与韵味》是诗人王久辛的第一本

随笔评论集，也是他对社会人生与文学艺术的坦

诚道白。全书共分4卷：随笔卷、评论卷、艺术卷、

诗学卷。在这四卷里，我觉得用力最深、最能体现

其特色的是评论卷。

论文《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标》表明了王久

辛的文学立场：“文学不是游戏，也不是个人情绪

的宣泄，它是关乎人的灵魂，关乎整个民族灵魂的

不朽盛事。不能无立场写作，不能放弃责任与道

义。”这是多么浓烈的文人情怀！他还用他那一贯

不含糊其辞的作风尖锐地批评了当代文学的四个

缺失：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说，最缺少深邃的历史

目光；从横向的现实角度来说，最缺少对现实“水

涨船高”的把握与创造能力；从纵横之间寻找合点

的创造来说，最缺少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能力；从

发展趋势审视作家的素质来说，最缺少那种学贯

中西的学者式作家的深厚积淀与精神储备。然后

他再旗帜鲜明地抛出自己的方案：要把根留住，

“要获得一种深邃的历史目光，就必须有主心骨，

就必须有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弄

清楚哪些是最起码要坚守的，哪些是要坚定不移

捍卫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有创造的极

端化追求，还要有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再换句话

说，不管你鸡毛飞到九霄云外，也要把根留住——

别忘了我们是用方块字写作。”要有所担当，“只要

我们的作家不放弃对民族、对国家有所担当的追

求，不放弃对时代生活的热忱投入，写出当惊世界

的伟大作品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迟早的事。”他

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

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

标》这篇文章不仅是该随笔评论集的文心，而且是

王久辛在文学创作上的奋斗目标。王久辛一直都

在追求着大写的文人，书写着大写的文章。另一

篇重要的论文《文学的力量》更能进一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文学的

力量》彰显了他对文学的信仰，“一个成功作家的作品对这个国家民

族文化的传播、对人的熏陶是无法估量的”。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

自己的标志性作家，那无疑是一个悲哀；一个国家如果直到今天还拿

50年前的作家作为标志，那也是悲哀。因为世界看不到你的作家对

你的历史与当下现实生活的表达，尤其看不到卓越与伟大的表达。

那无疑是可怜的”。写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胆量和

气魄，也正是他的情致、格调与韵味，没有这种勇气，又怎么能够做到

文以载道，铁肩担道义呢。

这样的思想在该随笔评论集中随处可见：在《关于艺术的定位》

中有“其实，作为为真理而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我们大可不必恐惧

人言。只要良知没有磨灭，真理就永远存在，而艺术就更是不朽之盛

事了。”在《突然明白村上春树为啥没戏？》一文中，他全然不理会春粉

们的气势，而依旧秉笔直言，“突然明白了他为啥永远不可能获诺奖

了：认同并张扬撒谎。不管多么充满正义，因为正义不需要撒谎，撒

谎的正义不是正义。像义愤填膺的撒谎并不能使撒谎成为正义，而

正义也决不靠撒谎来张扬，因为那样是得不到支持与拥护的。”在《他

们大胆地开始登山啦！》一文中，他对人民艺术家进行定义，“这似乎

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标准：即，必须是与人民、民瘼相关相连的艺术家，

才可以称之为——人民艺术家。为钱与为权的‘艺术家’，我认为不

在本刋宣扬与褒奖之例。……一身无媚骨，至死不饶罪。他们是一

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代表与象征。对他们的传扬与彰显，就是对

一个国家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巩固。”直截了当，痛快淋漓，这

不也正是他自身的写照和追求吗？在《默诵的领奖辞》中，他说：“作

为人性与精神灵魂的探索者，我，却更要追先师鲁迅的召唤，去正视

现实，同时不忘历史，为填补贫困的祖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空

白，而写作。”他做到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就是在鲁迅的召

唤下而写作，挥洒着文人的情怀，满怀着社会的担当，追寻着文学的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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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协原副主席，著名翻译家草

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0月24日在上海逝世，享

年93岁。

草婴，原名盛峻峰。浙江镇海人。中共党员。1942年开

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战争与和

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

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等12部，及

《当代英雄》《新垦地》《一个人的遭遇》《顿河故事》《拖拉机站

站长和总农艺师》等，2003年出版《我与俄罗斯文学》。1987

年获莫斯科国际翻译苏联最高文学奖高尔基文学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原研究员宋

德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0月10日在上海去世，

享年75岁。

宋德咏，笔名德咏、小松。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花梦鹃魂》，散文集《翠绿色

的信笺》，中篇小说集《0号卖花女》，影视剧选集《浣纱女的传

说——德咏影视剧作选》，电视剧剧本《洋场歌女》等。曾获全国

首届金盾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十三届田汉戏剧奖二等奖等。

宋德咏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茂名市政协原副主席许木咏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9月21日在茂名逝世，享年68岁。

许木咏，广东茂名人。中共党员。1972年开始发表作

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镜鉴录》《人生

的偶然》和《农民的话题》等。

许木咏同志逝世

草婴同志逝世

本报讯 《十月》第二期青年论坛

日前在京举行，论坛围绕杨庆祥的《80

后，怎么办？》展开探讨。在《80后，怎

么办？》一书中，既有作者杨庆祥对“80

后”一代人的文学评论，也有他与同代

人之间的对话。论坛上，“80后”的境

遇和所面临的问题再次引起学者们的

关注，格非、陈东捷、宁肯、张莉、刘大

先、岳雯、饶翔、徐刚、季亚娅以及作者

杨庆祥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大家谈到，该书从个体经验入手，

进而关注各行各业“80后”的思想和生

活状态，从中可以一窥当下年轻人的

面貌和命运。杨庆祥作为一个青年学

者，把自己和现实同时放入写作之中，

是一种双重的审视。他的《80后，怎么

办？》把文学批评同文化批评以及更广

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期待对复杂的

问题作出有效的解释。其中融入个体

经验的书写方式需要极大的勇气，作

者对自我和具有共同特征的一代人所

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剖析值得尊敬。

书中收入的访谈文章则体现了更加宽

广的视野和深刻的思考，体现了一个

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

在面对庞杂的问题时，文学批评或者

说文化批评该发挥什么样的力量，这

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李晓晨）

《十月》青年论坛聚焦《80后，怎么办？》

本报讯 近日，雪漠携首部自传

体长篇散文《一个人的西部》和最新

长篇小说《野狐岭》做客北京师范大

学，与张柠进行了题为“‘一带一路’

中的西部想象”的文学活动。长篇小

说《野狐岭》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

前的中国西部骆驼客的历险故事，把

丝绸之路上现已消失的骆驼客生活、

骆驼客文化写得惊心动魄。《一个人

的西部》则以西部农村一个文学青年

的成长史为线索，讲述了几十年间的

西部往事。

雪漠说，西部文化是装在西部人

心中的程序，与他们的生命是一体

的。这种文化是用来“用”的，它直接

作用于生命本身。同时，西部人用生

命完成自己，印证自己的文化。张柠

用俄罗斯文学中的“圣愚”形象来形容

《一个人的西部》中的主人公，他认为，

这种近乎“傻瓜”的形象抵制的是现代

化中的智性文化。在西部，土地的贫

瘠、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壮大、灵魂的

强悍是同时存在的，人们不但关心人

与人的关系，也关心人与自然、人与灵

魂、人与神灵的关系。

（行 超）

西部想象与西部文学的精神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中

国萧军研究会、华语红色诗歌促进

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国风文学奖

在京颁奖。中国萧军研究会会长王

治国及朱先树、峭岩等30余位作家、

诗人参加颁奖活动。李金明、孟青

禾、忽培元、雷从俊、李炳智、蔡诗

国、何真、张金春等8人的作品获“国

风文学奖”，萧鸣获“国风文学特别贡

献奖”。

国风文学奖设立于2013年8月，

评选对象为国内公开发表、出版的小

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

作品，每年举办一届。本届评奖活动

继续采取评委实名投票的评选方式，

确保了评奖过程的规范有序。

第三届国风文学奖在京颁奖

近日，由中国绿化基金会艺
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
林业书法家协会、中国敦煌吐鲁
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陕
西省美术家协会、陕西省国画院
和西安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促
进一带一路发展，共建文化艺术
生态”——李青丝绸之路画展在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
展出了李青20多年来创作的有
关丝绸之路题材的水墨画，以及
部分书法作品和综合材料绘画作
品，其中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大
型水墨画新作20余件。

图为《黄河谣》

本报讯 10月16

日，剧本《中国人胡适

之》学术研讨会在江苏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40余位专家与会。《中

国人胡适之》编剧田崇

雪，以及刘士林、陈留

生、陈芳等发表了《〈中

国人胡适之〉剧本创作

始末及电视剧筹备进展

情况》《百年文化变迁中

的〈中国人胡适之〉》《漫

谈〈中国人胡适之〉的戏

剧结构和语言》《对电视

文学剧本〈中国人胡适

之〉的一点浅见》的主题

演讲。

与会专家、学者谈

到，剧本《中国人胡适

之》既深刻反映了胡适

之波澜壮阔的一生，也

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高度

浓缩，是一部境界开阔、人物

众多、很有人文性和书卷气的

呕心沥血之作，充分表现出作

者的勇气和驾驭复杂思想题

材的才华。

（田振华）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近日，话剧《最美村官段爱平》在

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上演，拉开了山西省优秀新创剧目

晋京展演的大幕。

据了解，山西此次共精选出话剧《最美村官段爱平》《生命

如歌》、舞剧《吕梁英雄传》《太行奶娘》和晋剧《红高粱》、北路梆

子《云水松柏续范亭》等10台剧目晋京展演，集中展示了山西省

舞台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其中，《最美村官段爱平》塑造了“感

动中国”人物段爱平的舞台艺术形象，展现了一个基层农村干部

与贫穷斗、与病魔斗的感人事迹。该剧摒弃了“高大全”的创作模

式，坚持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观照人物，塑造出一个接地气的基

层干部形象。

山西优秀新创剧目晋京展演

本报讯 近日，天津市第二十四届“东丽杯”孙犁散文奖颁奖

会举行。本次评奖由中国文化报社、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东

丽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自3月启动，受到了全国各地文

学创作者的广泛关注，共收到参赛作品2000余篇（部），最终共

有147部作品入围，争夺东丽文学大奖、特别奖、新人新作奖、散

文集奖和单篇散文奖。本届东丽文学大奖由来自宁夏回族自治

区的刘汉斌凭借散文集《草木和恩典》获得，另一名额空缺。

颁奖会同期还举行了第八届全国群众文学散文创作研讨

会，会议研讨了全国群众散文创作现状、走向。大家从“90后”新

人创作思考、个人创作的深入、如何组织历史素材、儿童文学的

创作以及农村题材的创新等角度，分享了创作体会。(余义林）

“东丽杯”孙犁散文奖颁奖江
苏
研
讨
剧
本
《
中
国
人
胡
适
之
》 本报讯 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拿大舞台

工业公司、美国幻景娱乐有限公司日前在京宣布：三方联手打造

成立北京星凯达舞台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设计定制各种舞台机

械、舞美装置、控制系统和特殊建筑元素等演艺装备。加拿大舞

台工业公司承接过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等国际大型活动的舞台系

统定制。北京星光影视科技团队也曾承制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

式及国内不少大型演出项目的灯光及音视频系统。此次成立的

星凯达公司拥有设施完备的生产车间和水下设备测试区，可实现

大型舞台装置设备的完整组装与调试。 （王 觅）

中外企业合作推动演艺装备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