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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理应是一种积极
健康、蓬勃向上的繁荣发展，这其中就有待于文艺
批评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当今的文艺批评与
过去传统形态的文艺批评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一方
面是充分开放多样显得颇为活跃，另一方面也让人
感到多元混杂，似乎并没有起到文艺批评应有的作
用。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当代文艺批评的作用，
以及对于当今文艺批评应当抱有怎样的期待，有些
问题仍值得关注和思考。

当今时代是否还需要文艺批评？答案应当是肯
定的。一是读者观众需要。如今文艺市场令人眼花
缭乱，让读者观众无从选择。如果文艺批评能够告
诉我们哪些作品比较好，值得一读一看，以及具体
评析一下作品的好坏优劣，无疑能够给读者观众提
供有益的帮助，文艺批评理应起到这样的作用。二
是创作者需要。对于一个认真敬业的文艺家来说，
其实没有谁对其作品的评论评价不在乎的，如果有
人告诉他作品写得怎么样，以及怎样才能写得更
好，从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文艺批评中，总是能够获
得一些启示和教益的。三是社会文化管理者需要。
对于一个健全社会而言，文艺也是应当加强管理
的，如果文艺市场混乱不堪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文
艺管理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行政手段管理，这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有必要；另一种则是通过文艺
批评加以引导，这是按照艺术规律管理文艺的更好
方式。比如，通过组织开展某些重要文艺思想观念
的讨论，组织对某些值得关注的文艺创作现象和重
点作品的评论，通过积极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
浊扬清，倡导健康向上的文艺价值观，从而起到应
有的价值导向作用。这比单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文
艺管理，显然更为有利也更为有效。

从当今文艺批评的现状来看，实际上已经形成
开放性和多样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各种文艺批评形
态应有尽有，既有学院批评也有社会批评，既有专
家批评也有大众批评，既有学术批评也有广告批
评，还有媒体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另类”批评、

“友情批评”、“圈子批评”、“酷评”等等，显得丰
富多彩十分活跃。这与当代文艺创作多样开放的繁
荣发展是相适应的，并且与当今社会生活开放性和
多样化的现实也是相适应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
看，即从当代文艺批评怎样更有力地介入文艺实践
和社会生活，更有效地推动和引导当代文艺健康发
展的要求来看，则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前些时候
文学界和社会上都有一种议论，认为当今的文艺批
评比较疲软缺乏力量，有些比较激烈的看法甚至认
为当代文艺批评“缺席”或“失语”。然而在我看
来，这种抱怨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指文艺批评真的

“不在场”，而是指文艺批评的“功能性缺失”，即
文艺批评现象虽然随处可见，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
积极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有现实原
因的。然而从当今时代对于文艺批评的需要和期
待，以及当代文艺批评的自我改进和健全发展来
看，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和探讨。

我以为值得反思和探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如何在开放多样的文艺批评格局中凸显主
导性批评形态的积极作用。如前所说，当今时代的
文艺批评远非过去的传统批评形态那样单一，从文
艺批评的生产到需求，以及文艺批评的方式和类
型，都已经充分多样化了。作为职业的批评和专家
批评，或者说是艺术批评或学术批评，本来应当在
其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然而实际上容易在这种多
样混杂、众声喧哗的批评声浪中被遮蔽被淹没，起
不到应有的主导性作用。当今时代要加强文艺批评
建设，其实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这种主导性批评
形态的建设，壮大其队伍，强化其力量，扩大它的
辐射作用和影响力，使其在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中
真正发挥主导性和引领性的作用。二是如何在文艺
批评功能的多元拓展中强化其价值评判功能。文艺
批评历来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但其中最本质最重要
的应当是价值评判功能。在当今文化消费主义的发
展潮流中，几乎一切文化艺术形态都趋向于迎合人
们的当下消费需求，文艺批评也同样如此，在其功
能的多元拓展中，更为偏向于顺应文艺市场的世俗
化需求，而相应弱化乃至消解了文艺批评最根本的
价值评判功能，导致当代文艺批评的功能性缺失，
以至有如上所说的文艺批评“缺席”之叹。因此，
加强当代文艺批评建设的另一题中应有之义，就是
有必要明确倡导强化文艺批评的价值评判功能，至
少在主导性的文艺批评形态中应当强化这种功能，
否则就难以真正起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促进当
代文艺健康繁荣发展的作用。三是如何在文艺价值
观念多元混杂的现实语境中坚守应有的价值导向。
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要强化文艺批评的价值评判
功能，当然就有一个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和体现
什么样的价值导向的问题。当今时代从社会生活到
文艺实践，实际上都存在着价值观念多元混杂的情
况，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价值观念会以种种方式反映
到文艺作品中来，反过来，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
价值观念也会以种种方式影响社会生活。因此，当
代文艺的繁荣发展不能没有健康的价值导向，至少
应当反对和抵制文艺的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
坚持应有的审美理想和道德态度。在这方面，文艺
批评应该担当这样的责任，也应该能够起到这种价
值引导的作用。

不久前，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
党史人物研究会、江西广播电视台等联合摄
制的百集老红军口述历史文献片《为了可爱
的中国》在江西卫视等电视台播出。

该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讲述那段
光辉灿烂的伟大革命实践，为后人强大文化
自信、厚重红色基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
不竭的源泉。事实上，站在历史和文化的角
度看，中国红色革命的伟大创造，尤其那种
敢于担当、不怕牺牲、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
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红
色基因所传承的红色文化，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它是世界历史的精彩篇章，是
全人类都应共同尊崇的可贵精神，是我们实
现自信开放的强大动能。

《为了可爱的中国》整理了近百位老红
军的影像资料，采访了众多老红军的亲属和
身边的工作人员，拍摄了诸多革命旧址实
景，结合党史、军史专家最新研究成果，向人
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多年来许多重
大事件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旨在“为革命存
史、为当代资政、为民族立人”，为实现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自强提供有力支撑。该片不
仅具有典藏价值，而且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

为革命存史
影像资料极其珍贵

老红军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党
领导的人民子弟兵的代表，是出生入死为人
民打天下的功臣，是为共和国建设、改革奋
斗终生的民族精英。《为了可爱的中国》中的
影像资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老红
军为配合摄制组，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多病，
接受采访留下的，有的甚至是“红色绝唱”。
其间，摄制组为了寻找某位老红军，往往历
时几月、几年奔波于全国各地。

每位老红军的传奇经历，都是一首诗、
一部人生教科书。当以革命的名义回顾历
史时，进入晚年的老红军讲述的都是亲身经
历的最重大最精彩最熟悉的史实，或最有趣
的细节，或珍藏于内心最想说的话。他们的
态度平静、客观、理性，因而讲述的内容最具
真实性、深刻性和生动性。

“口述历史”或者说“口头文献”的大量
运用，把以前没有说过的说出来了，是《为了
可爱的中国》的一个特点。创作者没有将历
史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口述历史”当成一般
性采访，而是把对他们的采访当做抢救“口
头文献”。宋任穷回忆了自己带着中共江
西省委密信，在秋收起义部队南下路上逢到
毛泽东，将信交给毛泽东的故事；陈士榘讲

述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前，在水口建党，自己
在毛泽东主持下入党宣誓的情形；“三湾改
编”的历史见证人李立讲述毛泽东率领秋
收起义部队来到三湾和进行部队改编的细
节……这些史料比教科书上陈述的革命史
更鲜活，更有魅力，使时空上已很遥远的一
段历史变得“如在眼前”。

文献纪录片是一个电视节目，应当直观
而又形象。人证、物证（画面语言）大于文字
的记叙是不言而喻的。在口述历史中，老红
军的语言、神情、动作融为一体，再现了历史
的生动性。被采访者在观众中产生了非同一
般的亲和力。他们在口述中共同流露出的对
革命理想信念的坚定、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
同志的敬仰，更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文献纪录片是发现的艺术。这部片子
考证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力求将从
前语焉不详的说清楚。

我军第一面军旗是在修水商会馆制作
的，设计者有何长工、杨立三等人；南昌起义
总指挥贺龙把指挥部选在圣公会，原因是那
里与敌总指挥部刀枪相接，以便就近指挥；
毛泽东“三湾改编”时的讲话，是谭政用仅有
的一支铅笔头在毛边纸上记录下来的……
这种融史识于史料的考证，激活了历史，既
增强了片子的观赏性、趣味性，又提升了片
子的思想深度。

老红军，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
的见证人。后人写历史，难免遇到不能“敲
定”的史实。而《为了可爱的中国》一片中，
有不少地方提供了印证和甄别红军史的依
据。如“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写给爱妻
李志强的 55 封信，其中多有涉及黄埔军校、
八一起义、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三湾改
编”、井冈山斗争等史实，有很高的史料价
值，有的甚至订正了《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注
释中的错误。

领袖扛起历史的闸门，自然是历史天空
中的耀眼之星。《为了可爱的中国》既描绘领
袖在大的历史关头的作用，又不忽视伟人的

“寻常小事”。如井冈山上，毛泽东碗底藏
辣子；长征路上，毛泽东给贺子珍送牛肉；八
一起义前夕，朱德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上“南
昌暴动朱德自用”八个字；新中国成立后陈
毅一副侨商打扮参观八一起义总指挥部，并
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写馆名。

对于普通人物，写出他们的不平凡。如
谢水莲等苏区歌星一首山歌唱得父子同参
军，唱得妻子送郎当红军，唱出了红军三个
师；南昌起义参加者徐先兆和舒国藩描绘八
一枪响的情景；彭儒对大雪冰封井冈山40天
的回忆……这些回忆使整个片子不仅有浓
烈的革命氛围，而且展现了红土地上的大自

然气象和山乡人情风俗。
这些被访者，大多已经故去，而这些系

统的访谈资料，支撑起红军年代的宏大叙
事，价值独特。可以说，《为了可爱的中国》
是一部真正的口述历史文献片。

为当代资政
追梦筑梦创意深刻

“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独特的
文艺现象，它蕴含着中华民族视为至宝的精
神财富。《为了可爱的中国》寻找革命先辈们

“梦中国”的情怀，展现了一代共产党人追求
“中国梦”的风采，诠释了“今日复兴中国梦，
不忘当年梦中国”的意旨。

习近平同志说：“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
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
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
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
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老红军是革命战争年代为实现“中国
梦”的追梦人。他们有兴国的理想、坚定的
信念、不懈的追求、高尚的品格。那个年代
我们党培养出来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像一盏
光彩夺目的红灯，昭示世人，激励来者，凝聚
人心。13岁参加红军的梁必业，官至38军政
委、总政组织部长、总政副主任，为了避免亲
戚朋友找到他办事，防止自己滥用权力徇私
谋利，直到70岁退休后他才回到家乡。亲耳
聆听过毛泽东把进北平城称之为进京“赶
考”的著名谈话的孙毅将军，懂得“赶考”二
字的分量。他三次向组织提请求：评低自己
的军衔，请辞全国政协常委，请辞总参顾问
职务。

《为了可爱的中国》中，讲述了中央苏区
刮起的“肃贪风暴”以及处决中央苏区第一
个贪官谢步升的故事。1933年12月，苏维埃
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的训令，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
一部反腐败法令。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
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苏区风清气正的
形成，首先是领袖人物的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在瑞金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册苏区
时期的账本，记载着毛泽东等廉洁奉公的感
人故事。

以上一系列故事，彰显了这部文献片资
政的现实深意。

为民族立人
以识寓史以情寓事

《为了可爱的中国》的创作者重视史料

的收集。该片每集由一位老红军主讲，突出
一个主题，从史料中求史识。情感、个性在
受访的老红军身上鲜明地表现出来，使逝去
的历史因添加了鲜活的人的情感因素而变
得丰富活泼起来。全片摒弃说教，在发掘口
述史时，以识寓史，以情寓事。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井冈情缘；伍若兰牺
牲之后，朱德的“爱兰之癖”；陈毅痛悼亡妻
的诗赋；刘英谈张闻天、朱仲丽谈王稼祥的
珍闻……这些有血有肉、感人至深的故事，
折射出一代革命家的精神气度与风格情操，
不仅丰富了伟人的精神世界，而且增添了片
子的艺术魅力。

“战争让女人走开，而革命的姐妹们却
走向战争。”《为了可爱的中国》以这样一个
切入点，表现了贺子珍、伍若兰、曾志、彭儒、
刘英、钟月林、谢小梅、王泉媛等巾帼英雄为
人民为革命舍弃小我的博大情怀。这是此
片富有特色的一个“动情点”。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学习党史、国史，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为了可爱的中国》是一个传递正能量
的好教材。整部片子让人看了以后有一股
昂扬向上的振奋精神。对当前开展的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党员坚定理想信
念、净化党员干部心灵都很有意义。

红色基因传承文化自信
——谈百集老红军口述历史文献片《为了可爱的中国》

□ 梅 毅 当今需要
什么样的
文艺批评

□ 赖大仁

从以前的 MSN 和 QQ 签名、开心网
和人人网的状态栏，到如今的微博、微
信，人们有越来越多的展示自己状态和心
情的空间,这些“晒”招来了各类旁观者的
不同反应。“窥探文化”由此而来。

事实上，“窥探文化”是由网络流行文
化衍生出来的“恶搞”，指很多人描写和展
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引来他人围
观、调侃、戏谑的一种文化。

“窥探文化”的主角是“窥探者”与
“被窥探者”。前者喜欢守在各种渠道上及
时发现别人的各种信息，在他人的精神世
界里寻找、凝视、体验，从多个侧面窥探
对方的内心，充分了解别人不曾被你了解
的那一面——甚至隐藏着自己来偷窥：默
默地发现，偷偷地感觉……后者则热衷于
将自己各种生活场景、细节、想法、隐私
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供别人“窥探”。
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地展示自己日常生活
的点点滴滴，同样也有那么多的人在津津
有味地窥探、评论。而从别人（尤其是名
人或熟悉的人）的观念来看事情，了解其
心灵活动，更是时下风行的大众文化。无
论是专爱窥探他人隐私、以传播流言蜚语
为乐的“八卦型”，还是情感压抑、企图寻
找宣泄出口的“闷骚型”，都好此道。有人
甚至认为：窥探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窥
探得“好”，眼光不至于狭隘，思维也会变
得独到！

笔者以为，“窥探文化”是数字时代
“有话就说、有图就秀”的一种现象。社交
媒体制造了一个近乎透明的全景舞台，每
个人都想往舞台中央靠近，这是弥漫在现
代社会的“窥探文化”心理决定的。“看
戏”和“演戏”，各有各的“趣味”。当
然，将自己的各种作为及心底最深处的想
法部分、甚至毫无保留地贴到各种社交媒
体上供所有人阅读、评论，如此“过度分
享”，会有意无意地泄露过多的个人信息和
隐私。“晒”得过分了，势必造成伤害，且
有可能导致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再说，
虚拟世界里的沟通永远比不上面对面的沟
通来得真切。而从另一方面讲，“窥探文
化”鼓励和加剧了国人喜好谈论家长里
短，甚至无底线八卦的“追求”，一定程度
上，成了移动互联网新时代社交分享的

“负能量”，这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警惕“窥探文化”
的负能量

□ 张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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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夜归人》带来的感伤而浪漫的情愫长久地留在观众的心
里，就像一个关于艺术之可能性的承诺。这部诞生于抗战时期的
剧作，是著名剧作家、导演吴祖光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曾
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以及粤剧、评剧、芭蕾舞剧等艺术门类。而
同名话剧演绎自1943年起，先后被中华剧艺社、北京人艺、天津人
艺、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国家大剧院等各大剧
院搬上舞台，至今生生不息。

又是新的一年，在南昌子固路上的一个剧场里，我们又见到了
《风雪夜归人》。这是省话剧团在建团六十周年、改制两周年之际，
以向经典致敬的方式献礼。而早在 1949 年吴祖光先生亲自导演
的同名电影中，省话剧团老团长吕玉堃先生就在电影中饰演男主
角魏莲生。其渊源有自，某种感动沉淀下来，自然就会呼唤着成为
一个精品。

该剧讲述了京剧名旦魏莲生与出身青楼的官僚姨太太玉春的
爱情悲剧。看似一个老套而通俗的戏子与姨太太的故事，却充满
了现代人文气息。剧中第一幕，尹晟嘉饰演的魏莲生，一个马鞭，
一个亮相，名角的气质，风致楚楚，惊艳动人。戏剧性的转折出现
在第一幕快结尾时，那“二十上下的美妇人”玉春，“扑哧一笑”，飘
然出场，开口就问：你知道“自个儿”是谁？“你觉着过没有？觉着你
自个儿是个顶可怜顶可怜的人……顶可怜的不就是自己不知道自
己可怜的人吗？”直问得魏莲生“不知所措”；“两道目光就像是两只
火箭，射到魏莲生的心里去”，然后丢下一句，“你得回家去好好想
想……想明白了”，又飘然而去。这极富戏剧性的一笔，根本改变
了戏剧的发展方向，赋予传统的世俗化的言情戏剧模式以一种精
神探索的意味。当玉春在第二幕再次出场时，舞台也就变成了一
个灵魂的审判台。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男女主人公一起接受精神
的拷问：“你活着，你想到过你是怎么活着的吗……你想到过你是
男人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你“知道人该是什么样儿”
吗？你是人？是鬼？是畜牲？——这绝不是故弄玄虚的学理之
问，而是与每一个中国人紧密相连的生命的存在之问，也是世纪之
问。整整一个世纪，吴祖光先生和中国所有的良知尚存的知识分
子，都在这样追问着自己。这样的追问由一个女子发出，芳草美人

的外衣下隐藏着一颗痛苦的灵魂，有着作者的寄托，由此亦可窥见
中国文人经久不变的写作传统。

接下来的剧情何其浪漫：玉春和莲生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
天真而倔强。生性善良的魏莲生卸了戏服，剥去外套，从一个大
红大紫的戏子变成一个粉墨褪尽的真正的“人”。且不用世俗眼
光看待莲生和玉春的结局，单就跨越 20 年之久依然保留自由信
念的他们来说，面对苏弘基这位“白发苍髯的老翁”，他们已然胜
利了，已经完成了对于充满欲望的世俗人生的超越。从这层涵
义上看，反观现实社会，我们就不难理解汹涌喧嚣的人潮缘何变
得斑驳陆离了。

吴祖光先生这样思考他的时代：“那是高贵蒙受着耻辱的时
代，黄金埋没在泥沙里的时代。”“戏子和妓女是达官贵人的玩物，
是为人所不齿的下贱的人。我要写的是最下贱人的最高贵的品
质，写生活和生命的意义。”这正是作品能够经受时间考验、长久打
动人心之处。爱情故事只是戏的躯壳，主题在于写人性尊严的觉
醒，写对爱与自由的渴望，对生命价值的苦苦寻觅。男女主人公相
爱、出逃、隔离，二十载南北相思，人的爱痛悲欢因为可以毫无顾忌
地展开而显得格外亮和硬，它所激发的最有力的品质就是自由和
尊严。

在剧中，每一个人物都可圈可点。魏莲生与玉春之间，魏莲生
与如父兄般关怀他的跟包李蓉生之间，甚至在序幕中的乞丐儿
甲、乙之间，都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爱怜，有淡淡的伤感，
但更多是一股温暖。甚至对于苏弘基、王新贵之流，作者亦没有
批判、讽刺、挖苦、嘲笑，而是以一种怜悯和关怀去观照每个小人
物，这正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表达方式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公道
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作者借李蓉生之口，将人生巧妙
地化喻为“戏”：大轴子唱完，“唢呐”一吹，戏就散了，打哪儿来的
回哪儿去……戏中穿戏，其中对于时间的难以把握，对于生命的
微妙隐喻，聚成节制的感伤，寓于一场风雪之中。

全剧序幕与尾声都在写莲生之死，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楼上
楼下，屋内屋外，不同视角的巧妙变化与呼应衔接，匠心独运。落
幕处玉春于大雪纷飞中呼唤莲生，更加强调了人性层面的意义，并
且弥漫着淡淡的诗意。戏曲之声，倾吐出婉转的气息，充溢着温柔
的悲悯；如泣如诉的二胡，清亮的旋律举得那么高，似要承担起世
间浑浊的大悲苦。从剧场出来，寒风扰扰中，苍凉悲慨之意在体内
吐纳徘徊，竟不可说。

在话剧舞台各种所谓实验、先锋、创新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
候，老艺术家原汁原味地重现经典，再现“重写意”的中国戏剧与

“重写实”的西方戏剧之“不期而遇”。没有煽情造势，没有倾泻和
狂欢，浪漫诗意铺陈得精致唯美，伤感悲悯铺陈得宽广妥帖，而且
简净朴实得让人吃惊。只有对自己的才华怀有信心的导演才有如
此精炼的演绎。

经典确实值得反复诠释，那里涵括了民族的敏感和智慧，前人
对生命的想象。在好莱坞电影主掌全球通俗文化、网络无远弗届
的时代，西方商业文化往往成为许多人全部的“精神食粮”。然而，
越是在以利益的分配构建人际关系的社会，越是需要一个公共空
间，让人与人的灵魂相见并交谈——戏剧的不可或缺性与永恒性
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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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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