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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美学十日谈》
杜书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

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杜书瀛的
对话体新著。倾谈虽只“十
日”，却积数十年研究心得。
全书25万字，围绕“审美与
价值”诸多学术前沿问题，与
青年对话，抛却抽象理论的
冷峻面孔，轻松愉快，满脸笑
容，浅说“如何看审美现象”、

“美是什么”等深理。该书面
世的同时，部分章节亦见诸
国内重要刊物。

11月，北中国已经寒风呼啸，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

雪，但在海南博鳌却仿如盛夏。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

作家、评论家在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相聚，围绕“世界文学

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展开了丰富热烈的讨论。

何为中国，何以中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如何立足本土，认识

中国和表达中国？孟繁华谈到“世界视野与经典化问

题”，认为现在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已不能仅在中国的文

学传统中完成。“鲁郭茅巴老曹”等现当代文学经典是

中国研究者奠定的，但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

来，借鉴国外汉学研究，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得到重

新认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中国文学在世界

上引起更多关注，翻译家和汉学家等国际团队也更多

地介入了中国文学的批评与经典化过程，我们应在新

的国际语境中重新发掘与认识中国经验。

邓一光从马云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感慨世界变

化之快，而这对于作家认识和表达中国构成了巨大的

挑战。他以自己居住的深圳为例，谈到居住地对写作者

的意义。深圳最初只有20万原住民，不到40年成为一

个 2000 万人的大城市，其中有 5万人长期写作，有

3000位诗人。深圳有其特殊性，但只是中国的一个缩

影，置身于其中写作，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需要重

新思考个人经验与中国经验。

东西谈到，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都在变化，中国几十年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变化，这

对于作家来说是一座富矿，但现在不少人是在富矿上

进行贫瘠的写作，只相信技巧拯救文学，而对现实则保

持沉默。我们需要直面现实的写作，需要像托尔斯泰、

福楼拜、海明威那样，在新闻背后挖掘素材。

张未民在发言中结合“风雅颂”的中国文学传统，

谈到“共同体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认为我们在今

天应该继承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张楚关注的问题是，

在把中国故事讲好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身边最普通的人是真实的，如何艺

术地、技术地去表达，不能满足于生活的表现，而应该

激发独特审美活力，继承和扬弃本土文学传统。

刘川鄂谈到，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缺乏对当下表达

的整体性探究，缺乏更大的人文视野。现代作家从鲁迅

到穆旦，底蕴深厚，有整体性精神与审美建构。当代作

家仅有个人经验是不够的，要在更高的向度上理解文

学。伟大的中国文学，需要突破文学的藩篱。

邵燕君结合电视剧《琅琊榜》的讨论，检视网络文

学进入主流文学的路径。她认为这是网络亚文化对主

流文化的一次逆袭，是一场静悄悄的性别革命，其中蕴

含着中国古典美学在网络时代的重生等问题。

蒋子丹结合自己的创作与经历，从中医文化谈起。

她谈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与中医相似，《红楼

梦》与《黄帝内经》相似，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系统，但得

不到普遍的承认，在新的语境中，我们应该探索一条新

的路径，融合创新。

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如

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南帆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说起，认

为大可不必，世界不是俱乐部，不用凭票入场，也没有

人为边界，没有固定人员名单，但每个民族在世界上的

影响不同，有的音量大，有的音量小，深入对话才能消

除隔阂，中国文学保持自己的主体性，需要关注中国经

验，给予符合文学规律的表现。“中国经验正在向作家

的想象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不

知不觉地启动了作家的思想，同时，各个类型的艺术形

式体系积累前所未有的丰富。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

难得的机遇。这时，问题的焦点逐渐转向了作家：是否

接受挑战？如何接受挑战？作家必须有勇气面对这种追

问。只有当创新精神成为明显特征时，一个民族的文学

才能真正抵达世界的前沿。对于中国文学说来，那时才

有可能转换话题的方向——那时的话题可能是，世界

如何走向中国文学？”

何向阳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

富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的丰富性是前所未有的。这种

丰富的中国经验不仅要求当代作家作出判断并通过艺

术的形式加以艺术的呈现，同是也急需当代评论家作

出深入的思考和梳理总结加以学术的表达。评论家已

不可能只是满足于书斋得来的知识，他必须像作家一

样，对时代生活感兴趣，而且将他的表达和时代生活联

系紧密，深入到时代变化的深层，才能了解作家的艺术

所思，才能把握住丰富经验下中国文化中的审美变化。

只有评论家的触角是开放的、多维的，才可能写出这个

时代的高质量的文学评论。所以做一个敏锐的评论家，

而不是一个不闻窗外事的自闭的评论家，在这个时代

尤为重要。

刘复生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美学规范

在当时虽具解放性的力量，但在今天却丧失了反思的

能力，越来越成为保守性的力量，难以产生伟大的中国

作品。他认为并不存在普适性可通约的“世界文学”，世

界文学是国家间文化斗争的场域，中国文学在追求独

特性的同时，也应该追求普遍性的价值，当前这个崛起

的时代，正是中国作家最好的机遇，但中国作家需要在

审美无意识深处对文学的观念进行调整与反思。

欧阳江河谈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对于

诗人来说既是“怎么写”的问题，又是“怎么活”的问题，

怎么写与怎么活交织在一起，作家与诗人只有从生命

的处境出发，才能追问“在我身上，中国是谁”，才能突

破国外诗人的影响，作出原创性的探索。

李少君从中国文学的传统谈到“诗歌是一种情

学”。他结合李泽厚的论述和贝尔“有意味的形式”，谈

到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诗歌的传统，在新时代将“情

学”的传统与现代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起来。

周大新谈到爱意对文学与社会的重要性，爱意不

足则社会冷漠。作家应该有所作为，通过作品唤醒非本

能的爱意。中国文学史上，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等著名诗句，对敬老孝亲的传统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我们今天的文学要呼唤爱意，需要反复进行，唤醒

爱意的复苏。

谢有顺谈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虑在于从

“天下文学”到“世界文学”一个分支的转换。他谈到中

国传统文学中也有时空转换，如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

期”一诗。他认为中国虽然没有自己的宗教，但信仰山

水自然与历史，这是中国式的信仰。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文学创作如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如何回应和激

活传统资源？彭程认为，要有效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首先需要准确认识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

内涵。讴歌真善美，斥责假恶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同样也是中华美学精神

的最为坚实的构成。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关

涉到民族精神、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发扬光大，应当

成为多样化的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就

要求作家对在本土文化土壤中生长发育的美学精神要

有深入的了解，对其珍贵的价值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尊

重，对其生命力的不竭涌流抱有充足的信心。

吴俊谈到，传统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又是一

个历史与现实问题，我们要关注传统的形成与内部结

构，以及在当今的状态。中国文化由先秦创制，汉唐成

熟，明清社会化，晚清以后全球化。从西北到东南，从上

层到底层，从中国到全球，多元融合，自我更新。传统的

“和”既是文学传统与政治政统之“和”，又是精英与底

层之“和”，还是中外交流之“和”。在“一带一路”的新视

野下，我们应重视文学的语际传播。

阿乙谈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文

学，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代价也极为惨重，斩断了中

国文学的传统，只知有西方文学，不知有中国文学。今天

我们作为中国文学的“接班人”，很多人却对中国文化无

知，我们需要开掘古代的宝藏，重新学习中文之美。

祝勇结合自己在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工作谈到，面

对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说什么、怎么说，这是一个很

大的问题，很难与之平等地对话。但是想到传统中那些

伟大人物面对的尴尬与痛苦，与我们今天相似，便找到

了一条接近他们的路径。他还结合苏东坡的生命困局，

谈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梁鸿阐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她从电

影《刺客聂隐娘》对唐代的想象，谈及古代经典对今天

的影响，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转化、激活丰富的古典资

源。张莉从海外汉学家谈到重新发现中国及其背后的

立场问题，她认为中国学者应该从切肤的经验探讨中

国文化的主体性，而不能盲目跟随汉学家，我们要回到

文学史的传统，寻找主体性。

刘大先也谈到传统与主体性。中国文化“苟日新，

日日新”，以复古求更新，而近代以来文学的现代化，

“只有模仿怪物，才能战胜怪物”，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去政治化”，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政治化，重新发现文学

想象世界的可能性信息。

周晓枫谈到，想象传统文学的方式也需要反思，真

正的自信来自人生的历练与“兼容并蓄”。她谈到，翻译

文学对她构成了故乡，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经书”，她说

现在无法成为有家国情怀的传统中国人，但需要从盲

区里寻找突破口。

文学追寻中国梦

文学在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建设中有何作用，

中国文学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

中发挥精神引领和精神支撑作用？

梁鸿鹰谈到，弘扬中国精神说到底是要凸现中国

气质、中国价值，让诸如“乡愁”、“思无邪”、“各美其美”

等凝聚于民族血脉之中的具体可感的文化品格得到传

承光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对中国梦的

表达和中国精神的张扬，只有深入到中国人的灵魂深

处才能做到，只有尊重文学规律才能获得生命，需要作

家具体而微的努力，需要立足现实融汇传统的再造。

刘琼更看重写作的长远意义，认为作家需要发现、

认识、反思的能力，相比技巧，文学的独创性更加重要。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让文学平庸化，写作本身

的价值在流失，我们需要重建文学的神圣性。

（下转第2版）

中国文学：世界视野与中国梦
——中国文学博鳌论坛2015侧记 □本报记者 李云雷

本报讯 11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京召开

重点网络文学网站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意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副

司长宋建新、中宣部文艺局网络文艺处处长刘涛及国内29

家网络文学网站的主要负责人与会座谈。

座谈会上，来自阅文集团、大佳网、阿里巴巴文学、中文

在线、百度文学、晋江文学城、掌阅科技等9家重点网络文

学网站的主要负责人从自身工作实践出发，围绕如何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何提高网络文学作品质量等问题，探讨了当前网络文学

面临的形势，对网络文学作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唱响

爱国主义主旋律、在网络文学创作中贯穿创新精神、推动原

创网络文学走向世界等提出建议。

与会者认为，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存在着追求经济效

益、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无“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

等问题。要加强网站自身建设，提高内容管理水平，在实际

工作中坚持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出版传播更多

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宋建新表

示，要加强网络文学出版导向管理、队伍建设、精品力作创

作和海外推广，进一步引导和规范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欣 闻）

重点网络文学网站
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月10日至12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四川

省作协主办的“多民族作家2015年汶川行”活动在汶川举行。中国作协书记

处书记白庚胜、《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邹瑾，以及叶梅、

王必胜、石才夫等20多名作家参加采访。

作家们先后赴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映秀镇震中纪念馆、漩口中学遗

址、绵虒镇羌锋村等地参观采访，深入汶川各族群众之中，实地感受汶川发展

的新面貌。白庚胜谈到，在全国各界力量的支持下，汶川人民奋发图强，在灾

后重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既关注经济的发展，又注意民族文化遗

产的保护。在这片土地上，有着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应该有更多的作家对它

进行书写。

活动期间，羌族人民迎来了他们最盛大的节日——羌历新年。作家们走

进古老羌寨，与当地百姓一起感受羌历新年的喜庆。大家踏着夜色，跟随村民

来到山上，在释比的吟诵声和村民的歌声中，共同祝福汶川的美好未来。在此

次活动的交流座谈会上，作家们倾心交流，为汶川呈现出的盎然生机感到欣

慰。大家谈到，行走在汶川的街道、村寨，处处能感受到时代发展进步的脉搏和

藏羌等多民族的文化之光。来到这里，也更深切地感受到全国人民对汶川的深

切关爱，感受到汶川人民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大家表示，一

定会根据此次采访的收获，写出反映汶川新变化和汶川人民风采的作品来。

多民族作家赴汶川采访创作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5日，由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全国公安文联

等单位主办的蒋巍长篇报告文学《国之盾——鲜为人知的中国警察故事》首发

式在京举行。全国公安文联主席祝春林、副主席武和平，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

副局长杨锦等出席，首发式由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主持。

群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国之盾》生动记录了近年来公安机关涌现出的一

批公安英烈和公安英模的感人事迹，还原了一个个生动鲜活、令人难忘的英雄

形象，集中展现了人民警察敢于担当、恪尽职守、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风

貌，大力弘扬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全面展示了新时期“人民公安为人民”的

新形象。祝春林表示，《国之盾》是一部有筋骨、有温度、有灵魂，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集中反映和表现公安英雄烈士剑胆琴心、大智大勇大爱，充满血

性与正义感的不可多得的力作，其影响力和价值将随时间推移愈加凸显。

据悉，为创作好这部作品，蒋巍历时一年多时间，奔波行程4万多公里，足

迹遍及全国14个省区市，走访了众多基层公安科所队和公安边防、消防部队

的基层连队，采访了公安民警、各界群众、英烈家属近400人，其间收获了无数

感动和震撼。

首发式上，有关领导向公安英模个人和集体代表赠书。

《国之盾》展现公安英烈事迹

本报讯（记者 行超） 近日，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作协主办

的河北省第八届青年诗会在保定易县举行，来自河北全省的百余位诗人、学

者、评论家与会，共同探讨诗歌在当下环境的突围与发展之路。此次诗会正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与会者重温了“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讲话精神。

在诗歌座谈研讨会上，诗人们就当下的文学环境和创作体验相互交流。

《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谈到，河北青年诗人的梯队建设良好，自上而下创造了

适合诗人成长的环境，各地形成了一定的诗歌创作传统，有很好的诗歌氛围和

自己作品的展示平台——诗歌刊物。河北省作协副主席郁葱提出，青年诗人

的创作应当多元化，体现自己的个性。各地要建立自己的诗歌阵地，多开展活

动，发现更多的年轻诗人。

此次诗会为获得第四届“河北诗人奖”的诗人宋峻梁、见君颁奖，并举行了

《河北青年诗典》《燕赵青年诗丛》新书首发式。《河北青年诗典》由郁葱主编，收

录了近年来活跃于诗坛的河北青年诗人的代表性作品，是一部全景呈现河北

青年诗坛现状的诗歌选集。《燕赵青年诗丛》集结了李浩、孟醒石、宁延达、李

磊、张非、李洁夫等6位河北青年诗人近年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各有千秋，体

现了不同的写作向度。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河北省青年诗会创办于2008年，促进了河北青年诗

歌群体的形成、崛起和成熟，影响了一大批青年文学爱好者积极投入创作，也

使这一群体成为河北诗坛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

用诗歌为人民抒情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后，科幻文学引

起人们的更大关注。近日，“中国作家北大讲坛·刘慈欣与中国科幻文学”

交流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北京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院、重庆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作家刘慈欣与陈晓明、姚

海军、邵燕君、杨庆祥等评论家共话中国科幻文学的困境与未来。

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刘慈欣说，在将近20年的漫长时光里，他都是

一个人安静地创作，难免有一种孤独感和寂寞感，就像自己独自坚守着一

片根本没人在意的疆域。后来，随着对科幻文学界的了解，他发现“这块

看似空旷的疆土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和我同样的人其实不

少”。写作了这么多年，他始终坚持最初的创作理念：科幻小说是幻想出

来的，但它要有科学分析作为根据。但现在一些作家可能并不接受这样

的科幻理念，“他们试图通过一架梯子跨越很多东西，然后达到某一种高

度，而不去理会其科学性”。

刘慈欣习惯于构思好整个故事，甚至细节都一一敲定才动笔写。这番

对故事的打磨让他的小说总是能够抓住读者的心。在现场，一个学生说，

他在24小时的长途火车上把《三体》三部曲都看完了。而多位评论家谈

到，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思维方式逐步同质化，小说写作面临着讲故

事能力衰退的问题。刘慈欣的小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故事”的重要性。《三

体》在更广阔的空间展开故事的叙述，这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向度和空间。

而也有评论家认为，在网络时代，科幻文学的兴起可以打破一直以来

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楚河汉界”。科幻文学是一种类型文学，通

常被认为是通俗的作品，但它又有着文学上的严肃性。比如，《三体》的严

肃性就体现在它是建立在中国人最深刻、最核心的现实焦虑上。科幻文

学完全可以以一种科幻的设定和严密的推理将文学的严肃性带入到类型

文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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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至20日，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儿童歌剧《渔公与金鱼》在京上演。本
剧根据普希金经典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改编，力求借由这样一个充满幻想
气息的故事，将善良、勤劳等可贵品质播撒到孩子们心间。《渔公与金鱼》由莫凡担
纲作曲和编剧，沈亮执导，孙砾、姚中译、阮余群、李欣桐、甘露露等主演。为使这部
外国经典童话更接地气，本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福建的沿海渔村，“渔公”、“渔
婆”等称谓带有强烈的本土气息，音乐创作中同样加入大量中国元素。（王 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