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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首，乍寒还暖。 中国文联第十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是我国文艺事业的又一次盛
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 深切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
者寄予的厚望， 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如沐
春风，方向明晰，感受到了文艺事业又一
个姹紫千红的春天。 同时，也让我们明白
了肩负的责任，看清了行走的道路，修正
了前行的方向。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一项震古烁
今的伟大事业， 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
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这是对
文艺工作的高度肯定， 也为文艺工作树
立了新的标杆。 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
说，这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也是伟大
机遇。 在深受鼓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更
加深刻地反省自身存在的不足， 在未来
的日子里，扬长避短，创作出更多不辜负

党和人民期待、 不辜负这个时代的优秀
作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 ， 歌诗合为事而
作。 ”作家怎样承担起所处伟大时代的记
录重任，准确而有深度、有温度地书写这
个时代？ 作为一位业余写手，我以为应着
重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要扎根生活， 以服务人民为己
任。 这是作为一个作家创作的基石、根本
和良知。 鲜活的生活永远是创作的丰盈
源泉与活水，生活的奇异 、丰富和多姿 ，
永远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 只有根植生
活的沃土，才有生长出参天大树的可能。
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和闭门造车的作品
只适合自恋，只会待在风景之外；人民永
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为他们的悲喜、曲
直和顽强的命运歌与哭， 为天下忧乐而
忧乐 ，永远是一个作家的道义 、良心和
责任。

二是要高点定位 ， 为新时代创作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有用博大的胸
怀去拥抱时代 、 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
实 、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 、艺术的灵
感去捕捉人间之美 ，才能够创作出伟大
的作品 。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
技巧 ，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
的态度 。 ”我们也应经常反思自己过去
的创作 ，不管是总结成功的经验 ，还是
发现有待提高的问题 ，刮骨疗伤 ，直挂
云帆 。 艺术是需要不断地学习 、自我完
善的 。 尤其是在新的时代 ，创作出现了
很多新的手法和流派 ，网络 、微信的发
达也提高了读者对文学的审美水准 ，作
者切不可做井底之蛙 。 因此 ，谁学习得
更加全面 ，对时代的把握和表达更为准
确 ，谁就能获得读者的认可 ，才有机会
一枝独秀 ，勇攀高峰 。

三是要磨剑铸魂，坚持文化自信。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
个民族的灵魂。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

具有科学性的时代命题， 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走向复兴的精神源泉，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 繁荣发展的精神
武器，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面向未来的
精神脊梁。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 就是要进一步树立高度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 把创作融入自己的生
命之中，殚精竭虑，耐得寂寞，笔耕不已，
坚持十年磨一剑。 衣带渐宽终不悔，文不
惊人死不休。

文以载道。 自古以来，文学都承载着
反映伟大时代，传承民族精神的重任。 无
论是古代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 的责
任 ，还是当代作家 “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
抒情 ，为人民抒怀 ”的情操 ，都需要一份
至死不渝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以唱
响一曲文学史上的“主弦之声”。 唯有如
此，我们的步伐才会坚实有力，才堪担当
记录时代的大任。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
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新时代
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 ”他
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文艺创造写到
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写在人民奋斗的征
程中。

作为最基层、最普通的一个写作者，
多年来， 我坚持用自己火热的心书写生
活，或诗歌或散文或小说，作品内容有对
人物命运的思考， 有对祖国壮丽山河的
讴歌， 有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的故

事叙写， 也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
生活变化的描摹与勾勒。 看起来似乎有
小小的阶段成果，其实不然，多年来总感
觉无法提升和突破以达大境！ 在我身边，
与我有同样感触的写作者也不在少数 ，
长期以来，大家固守在一个区域，蹲蹴在
一个境界，虽不辍笔耕，但却鲜有对社会
有深远意义的、史诗般的好作品问世。

认真学习总书记讲话后， 再对自己
的生活境遇，工作生存环境，及相应的创
作作品进行反思，这才明白，原来自己并
没有真正理解那句“生活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生活”。 虽然大家都知道文学艺术的

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 人民中有着一
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丰沛
源泉。 但我们众多作品的构思和创作并
没有完全深入人民群众之中，没有深入，
就不能全面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 感知
人民的喜怒哀乐，更无法洞悉生活本质，
领悟人民心声。 这样仅凭一腔热情及表
面了解创作出来的作品， 当然就缺少了
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安康北依秦岭，南靠巴山，汉水横贯
东西， 是中国北亚热带动植物典型代表
区，山林间有羚牛、朱鹮、大熊猫、云豹等
国宝， 水里不但有鳗鲡、 秦岭细鳞鲑等

108 种野生鱼 ，还有大鲵 ，野鸭等各种珍
稀动物。 这里也是陕西及西北地区茶叶、
蚕茧、油桐、生漆、绞股蓝主产区，土壤里
含有丰富的硒元素， 更是为作物添上一
道亮丽的光彩。 这里气候温润，既是古之
战略要地，也是湖广移民安居之地，文化
多元，民风淳朴，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的核心水源区， 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 安康是安逸的又是蒸腾的，是生态之
地，亦是奋进之地，更是人与自然高度和
谐之地， 这一切都给我们作家提供了丰
饶丰厚、多姿多彩的创作资源。 作为一名
文学工作者 ，置身新时代 ，当有新作为 。
让我们每一个写作者认真领悟， 把自己
的根深扎人民之间， 酝酿构思最好的故
事 ，讲出时代之特色 ，讲出人民之伟大 ，
讲出生活之波澜壮阔。 “当代中国，江山
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 ”总书记如是
说， 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最高境
界，也当是所有作家的不懈追求！

记录伟大时代是每一位作家的责任
姜 华

学讲话增精神 明使命开新篇

根植人民之间，讲好时代故事
李爱霞

中国文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文艺界和文艺工作
者的一次盛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非凡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 ，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任
务， 是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五点希望，
既是殷切希望，也是谆谆教诲 ，更是我们每一
位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

作为一名基层美术工作者 ， 学习讲话精
神，就是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刻
认识新发展阶段做好美术工作的重大意义，切
实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紧迫感，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扎实的工作 、
优秀的作品，传递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文化，彰显中国精神。

美术作品不同于其他文艺表现形式，美术
是造型艺术，其直观的视觉传达形式能够直接
使受众感受到作品所赋予的时代形象。 在这个
读图时代，从展示真实、反映全面、呈现立体的
中国，到塑造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美
术工作者当大有作为，要为人民、为生活、为时
代而歌。

2020 年春节 ，突如其来的疫情 ，牵动着亿
万国人的心，窝在家里，守着电视机，一条又一
条的报道 ，一个又一个视频 ，使人内心起伏万
千。 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打一场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 和广大美术工作者一
样，我也用自己的画笔，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创
作了 《出征》《备战》《白衣天使》 等作品；2021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学习党的
百年奋斗史 ， 特别是观看了电视剧 《觉醒时
代》，我又创作了《李大钊》《红军总司令》《陕南
新村》等作品。 这一次次的创作，其实也是对自
己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洗礼，创作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生在这个伟大的
时代，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我们伟大的祖
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必须踏踏实
实地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一次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指明
了方向，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新时代的美术工作者“为什么、做什
么和怎么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今后的学习创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学
习力度，要深入学习和潜心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汲取营养，不断提
高自己，让手中的画笔更加生动有力，更加绚烂多姿，更加为人民群众
所喜爱。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大力创作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又充满时代气息的文艺精品。 我们美术工作者更应该牢记，创作是自
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更整体的、更全面的继承和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打磨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更有力地
发挥好美术“语言”属性；要静下心来，沉下身去，深入生活，深入人民，
精益求精搞创作，用心、用情、用功创造出充满艺术和时代精神的作
品，用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描绘新时代、描绘新征程，用敏锐的眼
光去发现这个伟大时代的点点滴滴，用紧跟新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
艺新境界，用色彩、构图和意境来铸就时代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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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曾德强）白河县钖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刘昭艳，最近以刺绣作品《母亲》荣获“第六届陕西民间
文艺山花奖”，成为全省 6 名获此殊荣者之一。

刘昭艳出身于白河县刺绣世家，从小学习刺绣，致力于
刺绣的研究和创新，曾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展，多件作品获
奖，被收藏家和艺术机构收藏。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和省级乡土人才“三带”新秀，她一直在传承手艺和传播
民族传统文化中不遗余力，在江苏昆山成立“昭崵绣馆”，用
来展示作品、宣传非遗文化，还在馆内开设专业刺绣培训班，
让更多的人亲身感受刺绣的独特魅力。 每年的师生联展、服
装新品发布展、个人作品展，更是精彩纷呈，将传统与现代文
化融入刺绣，让刺绣文化走向世界。

《母亲》以桑蚕丝为材质，以“爱”为主题，透过微小的针
和细腻的丝来诉说“母亲”的过往及感人情境。 刺绣作品中的
“母亲”双手紧合，充满笑容，脸上的皱纹展现得淋漓尽致，深
深地刻在观众的脑海之中。 作品以平针为主，乱针为辅，肌理
分明，工艺精湛，技法精密，针法流畅。

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陕
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
全省唯一的民间文艺综合性奖项。 今年 9 月，从省文联文艺
评奖评委专家库（民协）随机抽取 7 名专家组成终评委员会，
对初评入选的 35 件作品进行现场实物评审、匿名投票，在数
轮激烈角逐后，最终评出“山花奖”6 名，入围奖 11 名。

不论是从词源学意义上对“批评”本身所含
有的“判断”属性的找寻 ，还是区别与文学理论、
文学史研究的对作品的静态观察，再到文学批评
在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双向转化时的枢纽地位
的强调，都无可置疑地表现出批评主体结合文学
理论与文学经验 ， 对客体对象的判断或审美阐
释，终极目的在于对意义本体的把握。 康德否定
了用知性逻辑把握意义本体的可能，而将这种工
作指向反思性判断及审美判断。 具体到文学批评
中，文学文本意义的生成同样需要阐释，需要“审
美判断”。 所以，我们在界定文学批评伦理时，从
狭义上讲“是指人们在批评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
为规范。 ”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就是指文学阐释
的伦理、审美判断的伦理。

首先，批评伦理指向的是批评主体所应具有
的主体性特征。 作为区别于大众批评和作家批评
的专业批评如何深层次的获得身份定位是确立
批评主体行动规范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文学批评
作为隶属于语文学，更进一步是隶属于人文学科
的一个范畴，具有人文学科的基本特征。 人文学
科是以主体性的人自身为内在目的的教化活动。
人文学科在任何时代的人文教化中都体现出理
想人性应该是什么样的评价性特征。 批评家作为
人文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部分地承担了对人与
世界关联的中介———文学符号的意义进行相关
阐释的功能。 从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位出发，
现代性格中的文学研究需要每一个个体对文学
现象做出富有人文意义的阐释。

其次， 批评家在阐释文本意义的过程中，批
评主体需要扩大自我经验，扩展主体活动。 如张
载所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这样才有可能
进入对文学作品中多元的文学经验有所体验。 同
时，批评家还要有一种超越性的意识 ，对意义的
阐释要超出私人意义而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
会性活动；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与作者读者作品之
间的沟通性行动 ， 而非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行
动。

再次， 批评家人文知识分子身份的实现，需
要通过对文学符号的意义性阐释过程来最终获
得。 批评家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不是一种“自我复
制”，自我中心论式的统治与扩张，而是具有“自
我理解”的性质 ，通过批评对象重新认识与理解
自我，使得自我与对方同时获得升华。 另一方面，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具有人文主体性的文学，人文
对象本身就是价值的核心，文学批评不能指向价
值中立，它必须做出评价判断 ，“评价性 ”作为文
学批评的另一个核心概念，需要与评价对象的平
等对话和方式的规范理性，同时需要批评主体的

“知情意”三者之间的融合，也就是我们思考批评
伦理的必要维度。

“聆听”与“对话”的维度。 强调批评的聆听态
度，是要提醒批评者，在文学阅读或批评活动中，
听乃是第一位的，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聆听关
系，意味着批评不是批评者单向地说或评说。 “聆
听”首先意味着批评主体与作者、作品之间建立
的并不是“主体”“客体 ”那种带有自然科学的思
维特征的关系，它要求批评主体在文学阅读过程
中放弃对作家作品做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当然
也包括放弃顶礼膜拜式的解读。 只有如此，批评
主体才能与作品作者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前提，
从而才能转换立场 ，聆听陌生的他人 、他者发出
的声音， 继而才能与作品真正展开 “对话”。 而
“对话” 的基础正是批评家能够听懂作家的 “声
音”。

“直觉”与“领悟”维度。 “直觉”不同于时下的
“随感式”批评，也区别于对西方文艺理论中语言
学、结构主义等对文学做客观的理性分析。 文学
批评作为审美意义上的判断，是文学作品的形式
引起的一种愉快的感觉。 这种感觉之所以能引起
快感 ，源自它适应了人的认识功能 ，康德理解为
知解力和想象力。 直觉作为职业批评家是做出审
美判断和评价的核心能力，它的形成基于批评家
敏锐感受文学和文学经验的积累，也包括对既定
文学形式审美特征的基本判断。 “领悟”与“直觉”
都是非过程性的 ，基本不经过分析和推论，带有
中国传统审美中“目击道存”的瞬时性特征。 但是
“直觉”“领悟”维度的批评伦理，并不排除理性的
参与 ，李泽厚曾强调 ，文学研究中个体融知性于
感性的“以美启真”，刘再复也曾提出“审美判断、
文学批评也应从特殊到一般， 从审美感觉出发，
从特殊出发 ，而不是从某种标准出发，从概念原
则出发。 因此， 文学的研究方法应是转 ‘负’为
‘正’的‘证悟’。 ”无论是“以美启真”还是“证悟”
的提出，都反映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力求摆脱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对人文科学的技术实证，分析概
括式的研究方法的渗透。

总之，当代文学批评伦理的建立无论是狭义
的文学批评规范还是广义上的意义的阐释，审美
的判断，人文主体性的自我理解 ，都需要从人文
科学的相关实践总结中不断探索。 作为现代人文
科学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要区别于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最为本质的核心，就是作为主体性的人
在与文学建构的平等对话的理解中， 以聆听、对
话 、直觉 、领悟 、理解等方式接近文学，最终在审
美批评中获得主体性和批评对象的双方升华。 这
也许可以作为文学批评伦理更为有力的一种参
考。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 、安
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安康文艺评论家
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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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非遗传承人刘昭艳荣膺
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

“未看先评”怪象

近日，两部网络剧集出
现“未看先评”怪象，原本应
当是反映大众观影平均看
法的评分系统，却疑似被商
业“水军”控评。记者调查发
现，随着网络影视评分的影
响日益扩大，干扰文艺评论
的乱象也随之出现，除了商
业“水军”搅浑水，饭圈也为
爱“养号”刷评。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