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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景
□河东

文 学 ，能 以 现 实 主 义 视 角 呈 现 波 澜
壮阔的社会变迁，也能从个人生活体验
出发，记录特定群体的心路历程。一个
时代，也总有着独特的文学风貌和文学
精 神 。《启 幕 ：中 国 当 代 文 学 与 文 人》一
书，讲述了 1949 年至 1966 年间中国文坛
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多维度、多视角展示
了那一时期的文学风景。作者汪兆骞曾
任文学期刊《当代》副主编，结识了大批
作 家 ，对 文 坛 内 外 的 林 林 总 总 了 然 于
胸。近年来，他致力于讲述中国现当代
文坛故事，本书是他的最新作品。

1949 年至 1966 年时期的文学，简称
“十七年文学”。这一时期的作家满怀爱
国热情，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主要围绕着
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宏大叙
事以及火热的生活进行创作。“十七年文
学”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批
优秀作家和作品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
发展之路。本书对老舍、曹禺、赵树理、聂
绀弩、柳青、沈从文、曲波、周立波等 40 多
位作家的成长经历和创作生涯进行了生
动“画像”，叙评结合，文本厚重而丰满。
在作者看来，这些作家自觉地将壮丽的历

史记忆和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现实场景铸
成了文学的情感与经验，内化于心性血
脉，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发挥了
民族特色，显示出文学的繁荣。他们和他
们的作品，构成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启幕
史。

本书十分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独特
性。书中谈到，“十七年文学”期间，很多
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在国内已有广泛影响，
并和普通人一样向往着新生活。比如老
舍，当时已经凭借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而在文坛享有一定威望，新中
国成立后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创作热情。为
了再现北京城市建设的火热场景，他到龙
须沟工地采访并体验生活，随即以每天三
千字的速度创作出三幕话剧《龙须沟》，好
评如潮。又如曹禺，年轻时创作过《雷雨》
《日出》《原野》等剧作，后来为了创作剧本
《明朗的天》，他到协和医学院蹲点，采访
记录多达二十多本……

赵树理虽然满口浓重的山西方言，从
面相到穿衣尽显质朴，但在表现农村生活
方面，他是不动声色的高手。1949 年后，
他曾主编《说说唱唱》杂志，亲手创作鼓词
《石不烂赶车》，后来还创作了以新式婚姻
为主题的评书体短篇小说《登记》。他清

楚群众最想看什么，创作中充分汲取了民
间文学和地方戏曲的营养，《说说唱唱》也
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

曾经参加长征的冯雪峰是文坛伯乐，
善于发现新秀。1950 年前后，不到三十
岁的杜鹏程完成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并
投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社长冯雪峰
迅速被其主题、故事和人物所吸引，读完
后三天内两次致信杜鹏程，并预测这部小
说将会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如此，他还专
门撰写了两万多字的《论〈保卫延安〉》。
可见，为了发掘青年才俊、培养文学新力
量，冯雪峰是不遗余力的……

《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一书中，
类似的精彩故事实在太多，比如孙犁与《风
云初记》《铁木前传》，吴强与史诗小说《红
日》，刘知侠与革命通俗小说《铁道游击
队》，曲波与英雄传奇小说《林海雪原》，徐
光耀与小说《小兵张嘎》，梁斌与《红旗谱》
系列小说，周立波与《山乡巨变》，等等。
每部作品的背后，都饱含着作者对祖国和
人民深沉的爱。一个个作家、一部部作
品，构成了一个时代璀璨的文学风景。

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但是作家们的文
学情怀和文学追求，无疑成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7

□鲤羚

新近出版的《魏巍全集》，是在广东教育
出版社 1999年出版的《魏巍文集》（共十卷）
基础上增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年出版
的《新语丝：魏巍文集·续一卷》《四行日记：
魏巍文集·续二卷》，并对原有分卷进行了适
当合并。目前呈现给读者的《魏巍全集》共
十卷、五百万字，作家贺敬之、铁凝作序。

魏巍曾经和外孙有这样一段对话：“姥
爷，什么是作家呀？”“作家就是为人民写文章
的人。”“那什么是人民呀？”“人民就是劳动的
人，就是那些让我们幸福的人。”魏巍一生坚
守共产主义信仰，创作生涯绵延了半个多世

纪，以鲜明的创作风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作品表现了中
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之艰苦、昂扬，洋溢着浓郁
的英雄情怀和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可以说，这些作品是歌唱祖国、礼赞英
雄的华章，熔铸着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风骨
和力量，澎湃着深沉的爱国主义信念和不朽
的英雄主义气概。

魏巍擅长将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
地融为一体，语言朴实优美，深受广大读者
喜爱。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散文，其以文
艺通讯为主要形式，代表作首推《谁是最可
爱的人》。这篇文章虽然只写了松骨峰战
斗、马玉祥从大火中抢救朝鲜儿童和志愿军

战士以苦为乐等几段故事，但选材精严，事
例典型，产生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作
者将形象化的叙事与抒情性的议论结合起
来，既动人以“情”，又服人以“理”，使读者的
认识能跟随着作者由感性自然而然地向理性
飞跃。文学评论家朱向前认为：“将《谁是最
可爱的人》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作也
毫不勉强。《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
情》等常被看作是战地通讯，被纳入新闻的范
畴，其实这些作品融叙事抒情描写于一体，
叙写真切、色彩绚丽、诗意与哲理相融合、行
文舒展、文学意味浓厚，促进了通讯回归散
文化，对后代很多作家都有影响。”

七十五万字、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东
方》，可视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宏大续
篇。在《东方》中，魏巍探索和表现了我们
的战士和人民伟大的心灵世界。魏巍曾解
释使用简洁而雄壮的书名《东方》的原因：
自从中国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
之后，今日之东方已非昔日的东方，人民在
这里站起来了，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并
还有未显示出的潜在力量，这个力量无穷
之大。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永远是第一位
的。他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东方》是对英

雄的赞歌，也是对人民的颂歌。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魏巍也形成了自

己的文学主张。他认为在文艺创作上，“生
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这是真理，是无可
怀疑的。作家们的作品，大致都离不开作
家的经历，不能脱离生活的土壤而去向书
斋生活。在深入生活的时候，还要关心和
热爱人民群众，对他们抱着满腔热情，要有
对人民群众的长期真挚情感积累。积累得
越厚实，创作的后劲才越大。对于诗歌，他
赞成形式上的百花齐放，但要越来越民族
化，越来越让群众喜闻乐见，尤其在语言
上，既不要复古又不要“洋化”，从群众活生
生的语言中孜孜不倦地提炼出来的才是最
有生命力的。他的这些文学主张，对当前
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仍极具说服力和指导
意义。

纵观十卷本《魏巍全集》，无论是诗歌、
报告文学、小说还是散文、杂文，无不吹响
着时代的号角，朴素地反映着人民的心
声。《魏巍全集》的出版，对于发扬革命传
统、建构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学观有着积极
作用，也为当代文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7

□钟芳

《摄影实战手记：一个记者30年的记录与思考》一
书，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资深媒体人刘卫兵创作的一部
纪实性图文著作。作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多年采访拍
摄的经历和故事，并以大量实践案例讲述了摄影实战
中各种技术技巧的运用，以及纪实新闻摄影对促进时
代变革发展的思考。

全书分为“社会新闻与抓拍”“聚焦突发灾难”“时
政新闻摄影”“名人及现场新闻人物摄影”“海内外风
光风情”“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六个章节。刘卫兵在
完成报道任务的同时，还养成了多年写日记、收集剪
报、整理资料的习惯，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新闻业务文
章、采访随笔、杂感和博文。该书的文字和图片，就源
于他亲历的上千次采访文稿和拍摄的照片资料，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

刘卫兵从业的 30 多年，正处于国家改革开放以
来持续快速发展的伟大历史阶段。本书内容既涉及
重大国事、外事活动，也有对当代社会、城市和普通百
姓生活变迁的描述。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对汶川大地
震、1998 年特大洪水灾害、中美世贸谈判、新中国成
立 60周年大阅兵、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等事件的回
顾，也能看到粮票、过冬大白菜、北京胡同、老相机等
物件，通过寻常瞬间折射时代变迁。

摄影，是一段段生活的写真，也承载了一段段历史
的记忆。书中收录的 300余张图片，从聚焦贫困山区
到街拍社会新闻，从香港驻站采访到奔波于战争前
线，从抓拍风云人物到记录海外风情，从专注时政新
闻到关注日常生活，每一帧画面都值得细细品味。

总之，《摄影实战手记：一个记者 30年的记录与
思考》既是一个摄影人几十年摄影实践的总结和思
考，也见证了祖国稳步前行的不凡历程，让人读后感
触良多，流连忘返于历史时空之中，含英咀华。7

脱贫攻坚的河南实践

□范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声势浩大、力度空前、影响
深远的脱贫攻坚战打响了，伟大中国书写着举世瞩目
的时代传奇。

在河南，从 2017年 3月兰考县成为河南贫困退出
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到 2020 年 2 月
全省 53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再到 9536个贫困村退出
贫困序列、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清零，河南乡村
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原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2020
年 12 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脱贫攻坚 河南实
践》一书，对此进行了生动展示。

“脱贫攻坚 出彩中原”“扶贫榜样 出彩人物”“小
康路上 出彩故事”，本书以三个部分集中展现了河南
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真实反映了基层广
大扶贫干部用真心、带真情、扶真贫、真扶贫的无私奉
献精神和农村贫困群众不等不靠、努力摘掉“穷帽子”
的奋斗历程；记录了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各地积极探
索出的典型经验。这不仅是基层广大干部群众脱贫攻
坚工作的生动写照，也将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的
历史印记。

书中所选作品，最大的特点是鲜活、生动、接地
气。比如新蔡县李桥回族镇狮子口村75岁的时保新，
在狮子口村委看大门24年。他说，村里的第一书记原
玉荣快把家搬空了，现在村委用的、吃的，锅碗瓢勺，冰
箱冰柜，粉条、粉面子、香油等都是她从城里的家中搬
过来的。怕时保新冬天冷，原玉荣还给他买了一床新
被褥和取暖扇。原玉荣的丈夫魏华说：“和原玉荣一
家，等于‘人财两空’，自从她驻村以来，很少见到她的
人，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岗位上，家对于她来说成
了临时居住的‘宾馆’。为了村里的贫困户，家里的钱
花光后她还会借钱去接济。”“她就是家里的‘贼’，每次
从家走时，手里总不落空，把家里的东西都往狮子口
搬。有一回我还在睡梦中，她起早下乡，硬是把我身下
的两床被褥抽走，送给了村里的贫困户。”像原玉荣这
样无私奉献的驻村书记，在河南的脱贫攻坚战中可谓
比比皆是。

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来自乡村，来自家家户
户，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人，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事。也正是这一个个看似平凡而琐碎、细微的人和事，
让我们看到了脱贫攻坚成果的来之不易。7

一个记者30年的
记录与思考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的华章

相隔百年的灵魂共振
□朱延嵩

一百多年前，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一群热血青年在摸索实践中觉悟真理，为了
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披肝沥胆、砥砺前行。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
秀电视剧展播”作品之一，电视连续剧《觉醒
年代》自2月初在央视亮相，将创办《新青年》
杂志、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扶危济困、带
领学生演出“活报剧”的李大钊，发起成立新
民学会的毛泽东等人物一一演绎，塑造出一
群有深度、有温度的革命者形象。

《觉醒年代》收获了巨大成功，开播并登
陆网络平台后，好评如潮。更为可喜的是，
这部反映百年前风云际会、思想交锋、革故
鼎新的精品之作，有着大批年轻“拥泵”——
他们“弹幕”催更，推动该剧话题在社交平台
上持续升温。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一部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正剧，何以引起青年人的广
泛关注？

精心细致还原时代风貌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觉醒年代》全景式展现了百
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成功的故
事离不开到位的细节，本剧在场景、道具、美
工乃至人物肢体动作等诸方面无不精心细
致。该剧人物众多，线索繁杂，却在厚重沉

实 的 叙 事 中
运用“旁白加

木 刻 ”转

场的技巧，在写意与诗性表达中，给观众以
想象的空间。毛泽东出场时，街头众生百态
的“雕塑感”；陈、李行至海河边时天光的油
画感；辫子军进城时，逆向而站的街头卖艺
者；鲁迅出场时身后的吵吵嚷嚷；陈独秀在
上海亚东图书馆演讲时，一只蚂蚁在话筒
上往复爬行……这些用心的影像语言，都在
细腻中饱含着深意。

剧中，大到北京大学的红楼建筑，小到
制服上的金属纽扣；大到庭院中的树木，小
到杂志社的纸张；大到当时外交部门的陈
设，小到人物所用的牙刷牙粉，都力求真实
再现。而在人物刻画上，更是追求相对公

允的展现。例如，像辜鸿铭一类
的守旧派，走到哪儿都有
专人端着漱口水和水烟袋
相随，排场大得很，但其

真才实学并没有被抹杀。辜鸿铭为外国人
讲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跟英国人谈判，平日
里目中无人，在学校有难时也甘为胡适打下
手……在彰显国学的今天，他们的学问和古
典精神也同样值得发扬。

深度觉醒激励当代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挑起科学和
民主两面旗帜。他分析民国所以不昌的原
因在于民智未开，并提出时代合格青年的

“六条标准”，强调所有的觉悟最根本的是思
想道德观念的觉悟。这些观点对于当今青
年来说，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意义。在
改编话剧《红楼钟声》中，几个青年人用活灵
活现的表演将复古派的冥顽不灵和革新派
的坚定不移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的那一声

声“生为考语，死作墓铭”的呐喊，让屏幕前
的观众也热血沸腾。

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工读互助社，主张同
吃同住、财产公有，尝试虽最终以失败收场，
但也饱含着青年人的热情和理想以及可贵
的行动力。李大钊对留日学生说“既然已经
到了国亡人死之际，便再无投鼠忌器之顾
虑，我们应该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表达出对
卖国行径的愤慨和立志救国的决心。毛泽
东的“敢于努力救国之新青年，筋骨强，方能
气力雄”等台词铿锵有力，同样也传递出强
大的正能量。

在开展百年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在历
史正剧中去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学习那个时代的青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的情怀和敢为人先的品格，放在今天
也颇具现实意义。7

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正剧，引起了青年人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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