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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社科人”，
挺好！

我看茅盾文学奖

□邵丽

作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一
口气读了上百部小说。这种集中大规
模的阅读，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经
验。竟突然觉得对文学有了一种更深
的认识，或者是意识深处的某种颠
覆。当某种理念成规模地侵占和刷新
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某种磅礴的力
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然的力量，也
许这就是文学独特的魅力。当你感受
到那种力量的时候，你才知道文学从
来没有离开过世界中心。它永远有着
自己独特的力量。它能经得起打量和
揣摩。

由此看来，所谓文学的边缘化，只
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偏见。在讯息能够
迅速积聚并传播的当下，还有哪一种
传统技艺没有被边缘化呢？但我相信
没有哪一种知识，能够像文学这样能
迅速被唤醒和激活。

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结束之后，
我认真地翻看了自 1977——2019年
河南获奖作家的作品，觉得有很多话
要说。当然，限于篇幅，在这篇小文里
不可能展开说。河南作家的获奖作品
有共性，也有个性。中原文化是一种
天下文化，河南作家也常常有天下意
识，有家国情怀，作品介入社会很深，
或者天然地带有某种情绪，这是他们
的共性。而就作家本人来说，有些善
于写城市生活，比如刘震云；有些善于
写农村生活，如周大新。也有的善于
书写城乡变迁，比如李佩甫。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魏巍是
郑州人、姚雪垠是南阳人。魏巍上世
纪五十年代初，以从朝鲜战场归来后
所著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进
入文坛，那可是影响了数代中国人。
从此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泛地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东
方》也是写朝鲜战争的，与中国当时
社会现实交替叙述，衔接得很好。虽
然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文化的演进，作
品的内容有点过时，但时代的大潮并
没有淹没这样的好作品，有些章节读
起来依然令人动容。姚雪垠的《李自
成》，现在的评论异议纷呈。但在当
时还是一个很大的文学事件，尤其是
评书《李自成》播出的时候，简直是万
人空巷。所以一部作品还是要考虑
到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任何一个

作家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进行创作
的。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准是洛
阳人，而他的《黄河东流去》是他一生
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在
宏大的历史叙事里，充盈着极大的同
情和悲悯，讴歌了底层人民的坚韧和
奋力向上的精神动能。也可以说，这
部作品是中原传统文化、哲学以及思
维定式的集大成，尤其是李准儒道相
济思想底蕴，我觉得更加具有中原文
化的底色，能把这些东西揉碎了反映
在作品里，叙述的的确是一种亘古不
变的人性。因此，这样的作品是跨时
代、跨民族的。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和
宗璞都是南阳人。柳建伟和我是鲁迅
文学院高研班的同学，对他的作品也
比较熟悉。他获奖的作品《英雄时
代》，我很难将其归类。虽然在作品
里，作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好恶，但
活动在市场与权力的平台上、游移于
商业与道德之间，小说的主人公自是
以自己的作为投射在读者心中，呈现
出复杂的面相。这也是这部作品的深
度所在。

宗璞老师虽然祖籍河南，但出生
和成长均在北京，河南是其父、著名哲
学家冯友兰的老家。宗璞是文学前
辈，也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由
于她幼承家学，在她作品里蕴含的那
种文化底蕴和思辨特色，是一般的作
家很难达到的。《东藏记》这部作品是
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的一卷，所描
写的也多是作者所亲身经历的生活，
再加之语言与环境的密切契合，因此
读起来有诗和散文的那种美感。抗日
战争时期的历史纷纭复杂，所涉及的
文学题材也异常丰富，但是像宗璞老
师写得那么有临场感、那么细腻感人
的作品并不多。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
是南阳人。大新是一个性情中人，也
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作家。其获奖
作品《湖光山色》是一部将波澜壮阔
的农村改革作为书写对象的佳作。
如此重大的题材，作者却驾轻就熟。
开始我就说到，河南作家的最大特色
就是具有家国情怀，有天下意识。他
们对芸芸众生的关注，不止于浅表，
更不浅尝辄止，而是放在风流激荡的
社会背景下，打捞植于精神深处的文

化根源，即那种百折不挠的民族精
神。应该说周大新这部作品最集中地
体现了河南作家的这种特色。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是
新乡人。自以《塔铺》《新兵连》和《一
地鸡毛》踏入文坛，刘震云始终是作为
一个文学标杆存在的。他在文学上孜
孜以求的探索，以及对于文学介入社
会的实验，我觉得有一种个人英雄主
义的倾向。当然，作为一个想有所作
为、又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写法的作
家，是需要这种英雄主义的。刘震云
获奖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有
着大慈悲的大书，我们在作品中所能
体会到的悲凉，却是一种有着浓厚的
宿命意味的存在，这更加拓展了作品
的宽度和深度。在俏皮、反讽、黑色幽
默的语言之下，埋着深沉的思想和绵
延的文化。这是一部需要反复认真阅
读的小说。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是
许昌人。其获奖作品《生命册》 是其
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
曲”的收官之作。我始终觉得，李佩甫
老师的作品就是他自己，他就像他的
作品一样，始终煎熬在自乡村跨入城
市的路途上。他在这路途上打捞残存
的文化和精神残片，既咀嚼着苦难，也
补充给养。终至打造成这样一部厚重
的《生命册》。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是济
源人，他的获奖作品《应物兄》据他自
己说写了 13 年。我觉得此言不虚。
那么大的信息含量，岂是一朝一夕之
功？李洱的作品有着知识分子的那种
自负，那种既悲悯又居高临下的情
调。我觉得如果仅从写作的角度说，
这是文学的一种可贵品质，是一个作
家举重若轻的稀有的精神资源。但在
这部获奖作品里，李洱丝毫不吝惜这
种资源，让其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
部值得细看的作品。

谈茅盾文学奖，题目过于阔大，
我只好简约盘点河南的获奖者。当
然，我在这里讨论河南作家的获奖作
品，更主要是站在读者、而不是评论
者或者茅盾文学奖评委的角度来说
的。所有的看法也只能仅仅代表我
自己。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更多
的读者参与到对文学的关注和评论
之中来。毕竟，文学是我们共同的精
神家园。3

□李太淼

我这里所说的“社科人”，主要是指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工作的人。1982年 7月，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安徽省社会科学
院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985年 6月，我调到河南，但依
然是在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上世纪 80年代
末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也曾经有过换个工作、弄潮商海、
当个企业家的想法和冲动，但终未付诸实施。历经一番短暂的情感
躁动、思想波动后，我人生职业和事业的目标选择终于尘埃落定，定
格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上。从此，我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结
下了不解之缘，不弃不离，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岗位上一干就
是几十年，从青丝红颜一直干到两鬓飞霜。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
增长、阅历的增多，我越来越喜欢这一工作，越来越觉得：当个“社科
人”，挺好！

一种职业的社会价值，往往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程度，取决于这种
职业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往
往取决于你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毫无疑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
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从个人的角度看，一个人要想想明白、说明
白、干明白、活明白，要想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离不开哲学社会
科学知识的运用。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政府、
一个政党，要想做出科学决策，要想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
和问题，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力支持。正因如此，我们党和国家
领导人才多次重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如车之两
轮，如鸟之两翼。

著书立说、咨政建言，是“社科人”的天职。为此，需要我们深入
学习和研究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
教训；需要我们博览群书，潜心专研，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思想文化
成果，借用古今中外哲人的聪明智慧；需要我们经常深入实际、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问计于民、问需于
民……无疑，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辛苦的，因为正像导师马克思
所说的，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社科人”要想获得真
知灼见，要想攀登科学高峰，要想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辛苦是必然
的，也是必须的。

但辛苦不是痛苦，辛苦更不等于命苦。相反，辛苦中蕴藏着追求
的希望和激情，辛苦中伴随着奋斗的亢奋和激动，辛苦中孕育着收获
的幸福和快乐。对此，我体会至深。当我阅读经典名著、浏览时人华
章、回望历史风云时，我常常体味到穿越时空的美妙感觉：我会与古
今中外的伟大哲人进行心灵对话，聆听他们的教诲，感受他们的智
慧；我会随古人一起感受历史巨变中的风云际会、刀光剑影、惊心动
魄。当我到有关城市、农村、企业调研时，我常常被眼前一幕幕改革
开放的真实图景所感动所震撼：那摩天的高楼大厦、那四通八达的公
路高铁、那日新月异的美丽乡村、那现代化的工厂车间，经常带给我
惊喜，让我不胜感慨。当我凝眉而思、秉笔疾书、认真撰写论文论著
或调研报告时，我常常体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仰
望星空，思索未来，常使我浩气荡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常使我
热血沸腾。我骄傲地感受到：我们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亲历
者，而且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弄潮儿；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我们跳
荡的浪花，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有我们的参与和贡献，辉煌的历史
记忆中曾经有过我们的印记！当个“社科人”，挺好！

挺好的感觉不止来自作为“社科人”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上，挺
好的感觉也经常来自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比如，身边的亲朋好友、
农村老家的父老乡亲、比较熟悉的基层干部，经常会向我咨询一些与
哲学社会科学有关的问题，大到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小到孩子教育、
老人医养、家庭纠纷、夫妻相处、自驾旅游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想听听我这个“社科人”对一些问题的建议。从听者或聚精会神或
点头微笑的神态中，我会感受到人们对知识的尊重，对“社科人”的
尊重。再比如，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会经常与社科界、新闻界、
图书报刊界、高校教育界的同志打交道。于是乎，从认识到熟悉，
从业缘到投缘，结识了不少热心探讨有关学术问题的学者朋友。
我常同这些学者朋友“坐而论道”。“论道”有时候演进为争论，争论
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但这是一种让人兴奋、愉快的争
论，是一种不带个人恩怨的争论，是一种能化作美好记忆而让人在回
忆时会心一笑的争论。学者朋友间的“坐而论道”，俨然成了生活中
一种不可或缺的乐趣。

当个“社科人”挺好的感觉，还来自于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指
导和经营自我人生的深切体会。人既是生物人，又是社会人，按马克
思所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是社会人，你的人生就
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和指引。人生会遇到许多课题，需
要你理智分析，正确应对。正因为你是一个“社科人”，你可能会更有
机会、更深入地思考人生意义，更理智、更稳妥地解决自己所遇到的
一些人生难题，更积极、更主动地谋划和拓展你的人生空间，从而，你
会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你的人生之旅会更加充实、更加洒脱、更加
多姿多彩。人生得意时，你会适度享受荣誉、掌声、鲜花、美酒带来的
生命快乐；人生失意时，你不会一下子被痛苦压垮，从此悲观厌世、一
蹶不振、自暴自弃、自甘沉沦，你会理智地面对人生中的磨难和不幸，
理智地承受或排解心中的痛苦，你会坚强地扛起人生重轭，牢记初心
使命，继续砥砺前行。或许，在有些人看来，“社科人”享受不到位高
权重带来的尊贵与威严，享受不到巨额财富带来的荣华和富贵，但常
常让人钦佩和羡慕的是，真正学有所获的“社科人”，拥有着一个无比
富有、无比美好、无比强大的精神世界。

当个“社科人”，真的挺好！3

作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一口气读了上百部小说。这种集
中大规模的阅读，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经验。竟突然觉得对文学
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或者是意识深处的某种颠覆。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慧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就是对初心
最好的铭记。郑州经开区纪工委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依
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让纪检监察干部们在红
色文化的熏陶中重温历史、强化党性，
坚守初心、担起使命，推动主题教育深
入开展。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理想信
念。国庆节前夕，郑州经开区纪工委
全体党员干部怀着无限崇敬和景仰之
情，来到郑州烈士陵园和中原英烈纪
念馆，寄托哀思，缅怀先烈，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
纪念碑前，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革

命先烈敬献花篮并默哀三分钟。通过
瞻仰烈士墓，大家了解了烈士们的英
雄事迹，深切感受了革命先烈们不畏
艰险、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精神。在
烈士陵园中，郑州经开区党工委委员、
纪工委书记武斌强调，大家一定要学
习和传承革命前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
诚、对社会主义事业无比热爱的崇高
品质；要大力弘扬他们爱岗敬业、恪尽
职守、鞠躬尽瘁、无私奉献、英勇献身
的崇高情操。大家要以革命英烈为楷
模，忠实践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坚
持党的事业第一，国家利益至上，时刻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
于律己、甘于奉献、忠诚履责。随后大
家来到中原英烈纪念馆，重温入党誓
词，集中观看主题教育片，并参观了工
人运动的开展与大革命浪潮纪念厅、

星火燎原土地革命战争等展厅，心灵
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汲取身边榜样力量，激发内生动

力。9月30日，郑州经开区纪工委领导
干部一起来到京航办事处，慰问了新中
国成立前老战士任马来，为他送去了由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
章，并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老战
士任马来今年 92岁，1948年入伍，在
第二野战军服役 7年。大家对任马来
在革命战斗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敬佩，深
深感受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
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纷纷表示要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学习他
对党对国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为党为国
的无私奉献，今后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
和责任感，提高讲党性、重品行、守底线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此外，郑州经开区纪工委还组织
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片、阅读
红色图书等活动，充分发挥红色文化
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队
伍建设。

郑州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
书记武斌表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发
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通
过学习英雄模范的光荣事迹，进一步
回顾初心，进一步牢记使命，进一步树
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一刻不停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
着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推
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传承红色基因上下功夫，郑州
经开区纪工委的党员干部们深切感受
了先烈们的英勇革命精神，深刻体会
到党员干部当下的时代使命。大家表
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先烈
为榜样，弘扬革命精神，奉献精神，真
正把初心和使命贯彻到工作、学习、生
活中去。

重温历史铭记初心 汲取强大前进动力
——郑州经开区纪工委主题教育在传承红色基因上下功夫

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开展丰富
活动，传承红色
基因，推动主题
教育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