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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互联网时代，人
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变，很
多人利用手机随时随地阅读，
但阅读的内容大多是社交媒
体推送的即时文章，这样的消
遣性阅读很容易分散注意力，
使人失去深度学习思考的习
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如何
在碎片化的时段里进行深度
阅读？听听评论家们怎么说。

核心
提示

汲取几滴水的精华

刘恩波

读图读屏取代了读书，这是信
息化互联网时代不可逆的趋势。浅
表阅读注定挤压深度阅读的空间和
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光阴
都消费在信息采集和纷至沓来的娱
乐消遣层次上不可自拔，那么人类
文明的深水区将无人问津，思想和
探索的领地将变成不毛之地。艺术
和文学、哲学和智慧的大树也会干
枯荒凉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其代
价无法估量。

深度阅读是一个社会心灵成
熟、理智通达、感觉敏锐的标识和
尺度。不倡导深度阅读的社会，离
文明程度、离精神境界会越来越
远。当下的难题是如何在碎片化
的生活节奏里获取深度阅读的机
会和能量。

如果说人生和光阴像海，那么
深度阅读就是汲取其中几滴水的
精华。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学古
人的做法，做到读书“三上”——马
上、枕上、厕上。随机随缘，有空余
就拿起一些经典，用“偷”来的一小
段光阴，将阅读的焦点对准人类创
造的精华部分，吸纳过来。

在地铁里读书、在公交车上读
书、在劳作之余读书……时段有限，
地点有限，而偷读、赏读、沉下心来
读的渴望与信念却是无限的。

读好书就像翻地耕耘，你得精
心侍弄。平素挤出一点时间，每天
都用点时间，啃啃高端的经典，既
是磨砺心情，又是挑战意志。深圳
有个了不起的诗人叫郭金牛，一个
农民工，他的写作和阅读都在业余
时间里做。他的诗带着那么多的
古典神韵，融合了现代精神。他如
果没有深层次的阅读垫底，那么他
的写作充其量还停留在一个浅表
层次。深度阅读，渗透了当下的生
存状态，再以自己的个性写出来，
就再造了郭金牛的灵性诗篇。

那也是汲取几滴水的精华。

深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刘艳妮

朋友圈里几位友人经常晒读
书，并且读的都是与工作无关的大
书，比如哲学、法律。一般而言，与
工作无关的阅读多半是“消遣型阅
读”，网络小说和各种自媒体阅读大
多属于这类。很好奇，这些达人为
什么会把晦涩难懂的哲学和法律当
作消遣读物呢？

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
与便捷性，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
读习惯与思考方式。为了给忙碌紧
张的生活释放压力，看图文资讯、翻
朋友圈或者干脆漫无目的地“刷屏”
成为消磨闲暇时光的主要方式，少
有人愿意看枯燥的文字，更别提翻
书“啃”哲学了。的确，小屏幕里的
诱惑太多，碎片化、浅表化阅读横
行，即使是专家学者也无法一直深
阅读。但是他们会把资讯动态等浅
阅读当作“索引”“摘要”，为深阅读
做准备工作，这是协调处理深浅阅
读的有益方式，更是利用碎片时间
辅助开展深阅读的好方法。

其实，深度阅读是一种生活方
式，是邂逅心灵的旅行。放松情绪
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深阅读，离开
种种现实，在文字世界里找寻心灵
的一方净土，沉浸其中的乐趣只有
自己才能体会。深阅读与否，主要
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时间碎
片 化 则 是 次 要 原 因 或 者 说 是 借
口。在与那些深阅读达人的接触
中，我发现他们都是很好的时间管
理者，能合理利用碎片时间，灵活
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专注于深度阅
读并乐此不疲。于他们而言，阅读
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享受生活的
方式。“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
愿意挤，总还是会有的。”只是我们
是否愿意把时间放在深阅读上罢
了。毋宁说读法律、品哲学，闲暇
时光翻翻《人类的故事》也别有一
番滋味。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时代，如何站在时代的主
潮上反映现实？这是每一位作家都需深入思考的
课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战国
红》在这方面做了宝贵的探索，提供了可贵的经
验。其中，很宝贵的经验就是不回避矛盾。他说，

“现在反映现实、反映时代的很多作品是回避矛盾
的。我觉得这是不真实的。面对新时代特定的、
非常复杂的矛盾，如何认识、体现和表现这些矛
盾，是能否真实、有力地反映时代生活的关键。这
部小说正视矛盾，写出了扶贫工作的艰苦，写出了
扶贫工作的难度。历史的重负、自然的困扰、社会
的复杂性乃至于人性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要面
对，这部小说在这些方面做了好的探索。正视矛
盾、正视困难，让人物性格真正立住，真实地反映
了我们这场伟大斗争的历史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会长白烨则认为，《战国红》比其他写扶贫的作
品更厚重、更深入、更深刻，它写出了人们的精神
状态、精神成长、精神变化，这比眼睛看得到的村
容村貌的变化更重要，这是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础。

新农村建设涉及方方面面，这部作品最可贵
的是，它不仅关注到物质脱贫，还对乡村建设的各
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反思。《人民文学》主编施战
军说，“这部作品涉及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其中
写到的‘喇嘛咒’事实上是关于生态文明的反思。
当下，精准扶贫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觉得绝对
贫困已不是那么醒目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生
态。所以，《战国红》这部作品正是找到了一个特
别切要的生发点，‘喇嘛咒’背后隐含的既是生态
问题，也是历史文化积淀问题，这些都直接关涉人
们真正的幸福生活和内心的力量感。这部小说对
这些问题的深刻体现，使其成为有特点的、好的长
篇小说，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深扎’成果，写出了
辽西的特点和地域特色。”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
认为，《战国红》是一部严肃的、包含多重伦理诉求
的小说。所谓多重伦理诉求是指，首先，它是一部
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以扶贫为主题的文学作
品。其次，它又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包含生态、
科学、思想的科学扶贫作品。这部小说将扶贫工
作的方方面面和乡村生活的林林总总有机结合，
不仅写了扶贫工作队带领大家搞种植业、养殖业、
加工业，治赌、治懒、治病，整治环境、整治人心世
风，还包含了文化扶贫、政治扶贫等方面，写得非
常精细，令人信服。

《中国图书评论》主编杨平说，现在写精准扶
贫，文学虚构的成分比较多，跟现实的农村生活、
脱贫生活不符，与真实情况是有距离的。这部作
品却写出了农村的真实故事，不光写出了生活表
象，还把本质的东西写出来了。把时代的精神风
貌和这个时代的人为了伟大事业如何去奉献自己
的真实精神世界写出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认
为，如今的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脱贫攻坚
以来出现新的现实，作为新的主题创作领域，还有很
多经验值得积累，这部小说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这
类小说能不能写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创作
积累和创作经验。这部作品的特点在于，作者在过
去的乡村体验中积累的很多东西构成了小说的细
部，使小说具备了有质感的现实生活基础，这部作品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细部的东西。

这部作品在如何反映
这个时代，如何站在时代的
主潮上、在时代的主旋律上
反映现实做了宝贵的探索，
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战国红》研讨会在京举行，专家们评价——

一部站在时代主潮上
反映现实的精品力作

本报记者 许维萍

战国红，产于辽西朝阳北票的玛瑙，有“玛瑙中的君子”之称。如
果让你给它做个比喻，你会把它比作什么？如果让你把这“玛瑙君
子”和人联系起来，你又会想到谁？作家滕贞甫把这亿万年生成的战
国红和华夏民族千古的梦想联系起来、和当下中国大地上正发生着

的震古烁今的脱贫伟业联系起来、和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消灭贫困的卓越努力
联系起来，创作了长篇小说《战国红》，他把战国红比作了那些赤胆忠心奋战在
脱贫第一线的扶贫干部，把战国红比作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带领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初心，把战国红比作了民心、比作了诗心……

谈到主题创作的文学性、艺术性表
现，白烨说，这部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很
多方面：一是整个作品的矛盾冲突营造
得较好，很抓人。另外就是前工作队员
走了之后留下的很多疑点、谜团、传说构
成了一条副线。还有杏儿爱写诗，都使
得这部作品很有文学性。他说，整个作
品既很现实，又很文学，这是现实题材中
比较少见的作品。他觉得反映扶贫工作
的文学作品既要把扶贫写好，也要超越
扶贫，要使作品在扶贫工作完结之后依
然能留得下来、传得下去，这部作品做到
了。总之，《战国红》是一部思想性与艺
术性结合较好，接地气、扬正气的优秀作
品，是一部在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别具
一格的小说力作。

陈晓明则认为，这部小说采用了诗
情画意的笔法，作品语言非常讲究洁净，
多用白描，读起来透着诗情画意。这种
画意并不只是表现在山水上，而是表现
为人物间的关系。另外，战国红的象征
意义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既是党的初
心，又是民心、诗心。它不像别的小说，
使其道具化，而是在故事的推理中一点
点绽放出光芒。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着
重谈了这部小说的比兴手法。他说，滕贞
甫的小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
养，他的小说有一种古典之美。其中，突出
表现在他爱用“比兴”手法。《战国红》的主
题就是一个很大的比兴，即以战国红玛瑙
来起兴，来寓意辽西地区的扶贫事业，来比
兴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品德的
人。小说的很多人物，都具有战国红般的
品质。

研讨会上，作家滕贞甫也谈到自己的
创作初衷，他说，创作这部小说是因为感
动。去年，他两度去湖南湘西调研精准脱
贫工作，两次去十八洞村，那是总书记发表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地方，看到了当地驻
村干部的不易，对此感同身受，因为 18 年
前，他也曾在辽西挂职对口帮扶。作为一
名作家，不应该对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无
动于衷，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让 7000 万人
摆脱贫困都是亘古没有的伟业，这件必将
载入史册的大事在文学上应该有所表现，
新时代文学的长廊里，驻村扶贫干部的形
象不能缺席，他感到有责任创作一部作品
向他们致敬。

整个作品既很现
实，又很文学，是一部
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
较好，具有接地气、扬
正气等诸多特点，在当
下现实题材创作中别
具一格的小说力作

文学作品如何书写时代？根本上要靠
人物，靠人物的性格、形象和精神风貌。李
敬泽认为，《战国红》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写
出了人物的情感世界。他说，小说中浓墨重
彩地刻画了扶贫干部的群像，写出了人物、
写出了性格、写出了精气神。从海奇到陈放
到杏儿等一批形象立住了，而且在这批人身
上或多或少、层次不同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很
重要的精神风貌。

白烨则着重谈到杏儿形象的塑造，他
说，由杏儿这个乡村青年女性切入，《战国
红》写出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作
品里的杏儿天资聪慧、为人质朴、喜爱诗
歌，这使得杏儿虽置身乡村却保有理想。
她心系家乡，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和长于沟
通，成为柳城村脱贫攻坚的先行者。杏儿
这个形象由淡到浓，由弱到强，体现了当

代青年志在改变家乡面貌和为乡村振兴
事业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在她身上，文学
情怀与现实抱负相随相伴，体现出新一代
农村青年的新造诣与新素质、新志向与新
风尚。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也
谈到，时代性不能概念化、符号化地体现，而
是要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体现。她说，这
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塑造了人物的性格。
作者写了一批人物，这批人物非常珍贵，杏
儿以及她周围的扶贫干部们都是有层次的，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性格逻辑、每个人的性格
里都有可以展开的东西。

《小说选刊》主编徐坤则认为，《战国红》
是全景式展现辽宁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一幅
图画，其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一批新人形
象，塑造了一批90后农村新人的形象。

作品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扶贫干部的群像，写出了
人物、写出了性格、写出了精气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副会长陈晓明说，这部作品写
了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乡土叙事是中国
文学最重要的方面，其在家族叙事、历史
叙事、苦难叙事等方面达到了一定高度，
但是在表现 20 世纪中国乡村的深刻变化
以及乡村中积极的、新的肯定性方面，中
国文学一直没有特别卓越的作为，其实
这也是中国文学一直试图寻求创新的一
条道路。今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历史进程中，又以精准脱贫这个伟大
的召唤作为引导，这对文学也是一次伟
大的召唤。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乡土叙事新变革
的探求方面，从现实主义角度分几个方向：
一是激进现实主义；二是批判现实主义；三
是新的积极的现实主义，这也是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以来一直探寻的，是在倡导
主旋律的这一大的召唤下的现实主义新努
力。这方面最近几年涌现出不少作品，《战
国红》是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部作品。
对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革，这部
作品的书写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
感。

张清华则提出，《战国红》是一部有重
大主题但并不概念化的小说。他说，描写
乡村社会，新文学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强烈
的悲剧意识、现实关怀是这类小说的传
统。随着当代社会变革的脚步，原本的写
法被改变。《战国红》一书中也是几度波折，
尤其是小说中作为小说双线之一的、对第
一批扶贫干部海奇扶贫之路的艰难曲折及
最终失败的描写，以及对第二次扶贫因为
资源的充裕和政策的强力支持而获得成功
的表现，两条线彼此交错，构成了时空的交
错和对照，这在小说的叙事和构思上产生
了新意。

施战军认为，《战国红》提供了一种新的
认识新时代题材小说的方式。他说，我们总
是盼着有新时代的《暴风骤雨》，新时代的

《平凡的世界》，事实上，新时代就应该有反
映新时代自己特点的东西，有反映新时代主
要矛盾之下新生活的东西。很多作家还是
以从前的文学作品为参照，去审视当前的生
活来创作。属于文学的新的精神系统或者
审美系统如何建立，是下一步作家需要下大
力气解决的艺术难题，而这部作品恰恰是在
这一探索路途中非常珍贵的收获。

它书写了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从乡土叙事的探索
上看，是一种新的积极的现实主义道路探索

4月29日，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春风文艺出版
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长篇小说《战国
红》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作家协会、中国
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
20 多位文学评论家对这部紧跟时代、深入现实，
全面书写脱贫攻坚战，书写扶贫脱贫过程中人们
精神成长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研讨。

文章合为时而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刻，时代呼唤着反映这一伟大工程的文学力
作。《战国红》应时而作，正是文学对这一亘古未
有的伟大成就的最有力呈现与书写。评论家们
从如何在时代的主旋律上反映现实、乡土叙事新
的现实主义道路探索、如何塑造新农村时代人物
形象、主题创作如何和文学性艺术性有机结合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对这部作品各方面
探索带来的示范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

李敬泽 陈晓明

长篇小说《战国红》封面

白烨

张清华施战军贺绍俊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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