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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几个文学研讨活动都很有

意思，比如“多媒体融合下的青年写作”、

“新媒体环境下女性文学的生产与传

播”、“全媒体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

释”等。其中，多媒体、全媒体、新媒体反

复出现，我们在文学现场如此高频率地

谈论和研究这些话题，其实反证和内含

着一种急切与焦虑：面对新兴的文化生

产传播方式，面对《琅琊榜》与《花千骨》，

面对网络大神与粉丝文化，纯文学的写

作者和研究者渐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无

力感，所以更加急切地想要厘清和再次

重申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那么，文学原本

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新的时

代环境下模糊和摇摆了吗？

网络文学似乎对纯文学冲击最大，

但它并非横空出世，其本质上就是五四新文学所奋力反对

和革新的旧体小说和通俗文学，经由网络这个新兴媒介满

血复活。其文本和下游 IP 衍生品，就是顺应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而再次回归的大众通俗文艺。所谓通俗，它的文本质地

就注定了这种文艺门类接地气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携带，

其讲述的通常是大多数人普泛的情感惯性和认知判断，较

少强调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审美感受和个性化表达；网络文

学作为大众文学形式，其携带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不似

纯文学所着力追求的高出公众平均水平的思想性。如果说，

纯文学写作致力于挑战陈词滥调和人云亦云，通俗文学恰

在为普遍存在的既有意识和观念生动赋形。那些正在流行、

最当红的大众通俗作品，可以很明显地折射出当下社会的

普遍认知水平和人格想象。比如，我们从《花千骨》《何以笙

箫默》以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流行言情模式中，可以明显

感受到当下社会普遍的女性自我想象和内在欲望，更可以

从中观察到大众心理普泛的婚恋价值观和性别秩序意识；

充斥屏幕的玛丽苏模式，呈现出来的不是现代社会女性自

尊、自强、独立自主的明确主体意识，而恰恰是对现代价值

中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以及两性关系中自由平等观念的丢

弃和丧失。这与《致橡树》中“我如果爱你，绝不做攀援的凌

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

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

有我的红硕花朵”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恰在这时得以凸显。强大的、内

在性的独立叙述人，是基于现代小说和新文学的兴起而普

遍确立起来的，那种对“他人的真理”的理解和阐释，那种对

“理所当然”和“想当然”的质疑和挑战，正是文学独特的价

值。而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艺，在一个正

常的社会文化生态结构中，本就应该层次分明又并行不悖。

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二者相互支撑、影响、渗透，共同参与

着文化脉络的演进。作为大

众文化原创力基本源泉的通

俗文学，与作为时代思想力

审美力标杆的精英文学，二

者的共存和交互，也该成为

当下文学、文化的常态。

据新华社电 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刘云山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海南代表团

的审议。在听取罗保铭、刘赐贵、符兴等代表发言后，刘云山

说，实现“十三五”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神文明

建设不能缺位，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深

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注重以文化人，注重融入家风行风校风建设和文明旅游等

各方面工作之中，引导人们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心和

践行力。要着眼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加强思想

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引导人们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要

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

们扶正祛邪、向上向善。要着眼于促进生态文明，大力倡导

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崇尚生态文明

的社会新风尚。刘云山对海南工作给予肯定，希望不断取

得新进步。

刘云山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海南代表团审议

文艺界代表委员风采 本报记者 王 觅 徐 健 行 超 摄

张 平 二月河高洪波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徐健 行超） 2016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第

一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李克强总理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加强政

府自身建设，提高施政能力和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进行了

部署。这些关乎民生发展的重要举措，引发了不少文艺界两

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生态：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是时下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关人民群众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力推进，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

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生态保护”成为不少文艺界代表

委员讨论的关键词。

今年，池莉代表与30位人大代表一起，提出有关长江

全流域保护的议案。长江全长约6300公里，流经11个省

市，流域内经济总量和人口总数在全国占比很大，是中华民

族名副其实的母亲河。多年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尤

其是近年来沿江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长江

流域的水环境面临日益恶化的趋势。经过多次调研，池莉了

解到，长江目前有3万多已知排污口，还有很多未知的排污

口，这导致长江水质很差，严重影响到沿江地区和“南水北

调”的饮水安全。因此，她呼吁加强对长江流域水环境的保

护和监管。

2015年，阿来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蘑菇圈》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作品涉及虫草、松茸等珍稀物种。阿来告诉记

者，虽然小说主题比较复杂，但其中之一就是提醒读者，要

警惕消费主义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不要因为资本绑架和

商业炒作而迷失了自我、伤害了环境。因此，阿来代表今年

的议案就是有关野生动物、珍稀植物和环境多样性的保护。

“虽然国家已经出台相关的法规以及一些零星的法律条例，

但还缺乏整体上的、上升到立法层面的法律。”他认为，所有

的生物都生活在一个生物链中，任何一项的消失都会导致

连锁问题，没有一种生物是孤立存在的，所有物种都处于整

体循环的状态中。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保护那些珍稀、濒危

的物种，更要充分意识到，没有一种生物是不重要的，所有

的生物都需要保护。今天，我们常常是“被动”的保护，哪个

物种变得很少了才费大力气去保护。应该充分认识到生物

多样性的意义，只有保证各种生物的平衡和发展，才能真正

维持好的生态环境。

艾克拜尔·米吉提委员认为，当前，有些东部地区淘汰

的高污染企业原样迁移到西部内陆地区，而西部地区是大

江大河的源头，是上风口，这些企业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

危害。还有一些地区照搬澳大利亚的畜牧方法，把一块牧场

用铁丝网分割成若干部分，严重危害生态平衡和野生动物

保护。他建议依法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

环境问责制，加大依法查处力度，让人人明白保护环境、发

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性。

反腐：让社会得到彻底净化

“查阅二十四史，我没有发现比如今更得力的反腐措施

和制度，上下结合、社会人文结合、各阶层结合。”谈及反腐

话题，二月河代表感叹道，“反腐斗争，我们做得比说得好。

‘老虎苍蝇一起打’，政府的反腐决心坚不可摧，志用铁腕手

段扭转腐败局面。”他认为，历史上的反腐多为解决一个家

族或社会阶层的利益问题，一旦稍见成效，便不再继续。今

日中国的反腐有长期的制度可依。政府依靠与群众沟通的

互联网举报措施加强反腐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到反腐廉政风暴里面。当前的反腐以雷霆之势，对腐败官员

绝不手软；持仁慈之心，保护正直的官员，挽救险入歧途的

官员，旨在振兴社会和民族心灵、健康国民灵魂和体魄。

“反腐要坚决坚定、持之以恒，将权力放进笼子里，钥匙交

到人民手中。这是一种永不腐蚀的坚强力量。”姜昆委员认为，

只有当打虎拍蝇的反腐斗争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反腐意识成

为每个公民的基本素质，我们的社会才能得到彻底净化。

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区居委会是社会治理中最基层、最微小的组织，又与

广大群众联系最密切，它算不上是政府的部门，只是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但却承担了无数的政府的延伸工作，维系着

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牵涉着百姓的信心，关系着民生和社会

的稳定和和谐。范小青委员今年的提案就是关注社会建设

中这一基层环节的建设。“社区居委会工作涉及当下社会方

方面面的矛盾，居委会干部为解决这些矛盾付出了努力和

艰辛，他们以自己的一片真情，全身心投入到为居民群众服

务的工作中，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与此同时，居委会干部本

身待遇差，收入低，社会关注度也比较低。”范小青认为，目

前社区居委会干部在人员结构、知识结构、个人待遇、使用

经费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现有的居委会

干部知识结构偏于老化，管理工作和为民服务的操作方式

方法和时代发展不对称，较难告别一支笔一张纸模式；由于

受旧观念的影响，全社会对于居委会干部以及居委会工作

的重要性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许多认识仍然停留在解决

婆婆妈妈吵嘴生气这些小事上，居委会干部对于社会的重

要作用和重大贡献没有得到全面的肯定和重视。

范小青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对社区居委会干部的

关心重视和具体支持力度，适当调整人员结构，鼓励有条件

够条件的中年人进入居委会工作，彻底解决其人员结构老

龄化问题；用新的体制机制鼓励年轻人、大学生进入居委会

工作；通过专门培训、鼓励自学等方法，提高和更新居委会

干部的知识结构；多渠道宣传居委会工作的作用和重要性，

全社会共同提高认识，促进居委会工作。

文艺界代表委员为社会民生建言献策
本报讯 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江苏省作协主

办，《扬子江》诗刊社、扬州市作协、虹桥书院承办

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扬州”3月 5日至 6日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江苏省作协党组书

记、副主席韩松林，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

滨，扬州市副市长董玉海以及谢冕、商震、张王飞、

汪政、叶橹等参加活动。

中国新诗百年论坛 2015 年 5月在无锡正式启

动，计划用三年时间梳理中国新诗走过的百年历程。

这是一个连续性的有关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的学术活

动，由总论坛和子论坛相结合，力求深刻性和延伸

性，又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具体做法是，每年举行

一次大型研讨，并不定期集中诗评家在不同地点进行

多期分站式的全方位和多维度子命题讨论。论坛去年

在全国八地举行了九场活动，涉及“百年新诗的公共

性”、“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关系”、“新诗与

现代性”、“新诗与传统”、“新诗的美学构建”、“语言

自觉与现代汉诗的发展”等话题，以诗学研讨为中

心，向其他方面辐射，把纯粹理论性的论坛与因地制

宜的诗歌活动结合起来，如地方诗群改稿、作品研

讨、诗歌讲座、朗诵会、社会公益性诗歌活动以及针

对当地群众的诗歌美学教育等，把诗歌带进民间，带

进百姓生活。

此次在扬州进行的除了有关中国新诗发展百年历

程的研讨外，还包括“虹桥书院”揭牌、特聘首批虹

桥书院评论家、2015年度扬子江青年诗人奖颁奖等

系列活动。 （江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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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50年前，一场大地震将人们的目

光投向河北省邢台市。1966年，邢台大地震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

活，当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冒着余震危险三次亲

临重灾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重建家园。“总理爱人民，

人民爱总理”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在邢台大地震发生50周年之

际，作家贾兴安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周总理与邢台大地震》，

真实还原那段历史，彰显伟人风范。3月5日，长篇报告文学《周总

理与邢台大地震》研讨会在河北邢台举行。《中国作家》主编王山、

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王力平、中共邢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雪

峰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杂志社、河

北省作协共同主办。

《周总理与邢台大地震》今年3月在《中国作家·纪实版》

首发，作品全面、生动再现了周恩来在大地震期间赴灾区视察、

慰问受灾群众的情景。与会者认为，作家选择这一题材极具现实

意义，体现了为时代放歌、向读者传递正能量的使命感。50年

前党和政府对那场灾难的处理几乎成为了后来应对突发灾害的基

本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一线、人民解放军承担救灾主要任

务、救灾和生产自救相结合，这些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群关

系、军民关系的优良传统，对今天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具有重要意义。为写好这部作品，作家多次赴隆尧、宁晋、巨鹿

等县深入生活，采访当年亲历历史的干部群众，并阅读、查证了

大量资料，获得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素材。作家对地域文化的

了解赋予作品深厚的情感和扎实的内容，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让人

民总理的形象生动起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地震留下了

带有历史品格的文学记录，体现了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

当精神。

《周总理与邢台大地震》：

留下有历史品格的记录

欧阳黔森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3月9日，“刘锡诚先生民间

文学藏书资料捐赠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年逾八

旬的刘锡诚将自己和夫人马昌仪60多年来收藏的万余册

当代文学及民间文学藏书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

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向两位老学

者真诚致谢并为他们颁发了入藏证书。他说，在这样一个

物质化的时代，两位老人此次将如此多的珍贵藏书资料捐

赠给现代文学馆，令人感动，彰显了老一代学者的精神风

范及其对社会精神建构的担当。为了更好地展示、研究、

利用好这些书籍资料，现代文学馆将设立“刘锡诚民间文

学研究文库”，充分发挥这些资料的文学价值，让宝贵的学

术资源传下去，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理想变成实践，同时

也要利用文学馆的资源优势促进公共文化建设，提升大众

人文情怀。

据介绍，此次入藏现代文学馆的藏书资料涉及民间文

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民间艺术学、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等相关门类，是两位老人大半生的研究收藏成

果。作为文化学者、批评家，刘锡诚与夫人几十年来一直

致力于从事当代文学及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见证了半个

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如今，看到陪伴自己多

年的藏书资料在现代文学馆“安家落户”，他们觉得踏实而

欣慰。他们认为，现代文学馆作为收藏文学书刊、资料、手

稿、文献最权威的国家机构，是他们毕生所藏的最好归宿，

在这里，这些资料会继续活下去，同更多文学爱好者、专业

研究者见面，这是自己的荣幸，也是这些藏书和资料最该

发挥的作用。

“让宝贵的学术资源传下去”
刘锡诚藏书资料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