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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微评

WEIPING

编者按: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不
断涌现出各类“文学流派”和相关研习
小组，什么“凡尔赛文学”“卑微文学”
“躺平文学”“咯噔文学”等，引发网友
狂欢式模仿，话题量动辄上亿。如何看
待这种文化现象？应该如何引导这种
文化现象良性发展？听听评论家们怎
么说。

“着力弘扬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文艺
创作的命运之所系，应当成为创作者的文
化自觉。”这句话是本期论坛主讲人、编剧
孙浩的开宗明义，同时也是参与论坛的省
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艺评论工作者的
共识。

凭借多年戏剧创作的实践，孙浩认为：
“具体在创作实践中，文化自觉表现为历史自
觉、人文自觉和美学自觉。”说到历史自觉，孙
浩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表现历史，首先要
尊重历史，全面地了解它，准确地把握它，深
刻地认识它，道听途说不行，浅尝辄止也不
行，漠视甚至不屑更不行，表现重大历史事件
或真实人物的创作更不能儿戏。我无论如何
都不能接受那种‘我们编的是戏，不用太多的
资料’的提法。”他举了一个例子，参加一次大
学生的戏剧节活动，“里面有很多取材于革命
战争史的创作，很多作品就是看了电视剧、电
影，受了点启发就写个戏。有的是在报纸上、
网络上看了点什么材料，有的就是道听途说，
就可以进入创作，这样的艺术观、历史观存在
问题。”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洪兆惠和省文艺
研究院副院长毛琦认为，历史题材作品的时
代精神体现在不仅要如实呈现历史，而且要
充满反思精神，完成与今天的对话。他们同
时谈到了今年戏剧舞台上的“铁人”主题，包
括我省庆祝建党百年的献礼作品舞剧《铁
人》，还有黑龙江省的歌剧《铁人三重奏》、话
剧《铁人轶事》。

洪兆惠说，“铁人”王进喜生活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今天我们在舞台上重新塑造“铁
人”，就是要回答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叔
叔一家都在大庆油田工作，我的堂弟自称是
一个不太上进的人，但是他领着我们去看铁
人纪念馆，一下子变了一个人，充满了自豪
感，那种‘我们曾经为祖国献过石油’的自豪
感，就是对他的意义，放大之后也是对当下的
意义。”

毛琦说，三部作品先后出现，是时代的选
择，时代需要借由文艺作品对铁人精神进行
确认和强化。在这些作品中，创作者表现出
了比较成熟的创作心态，塑造人物和编写故
事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不约而同地去符号
化，写有血有肉的人物，寻找人物身上的真实
动机，还原英模的生命气质和生活特征，用平
凡小事和细节来展示真实的人性。当观众感
觉到细节可信、人物情感可信的时候，戏剧人
物就立住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每一次创作实
践都是在为我们的社会修撰历史。创作者对
生活、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和水平至关重要，认
识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在这方面，后来人
具有前人无可比拟的后发优势，可以站在历
史的制高点上俯瞰历史，可以和历史拉开距
离，看得更深、更清、更透，后人看历史一定依
据着发展变化了的历史观、价值观，而不是匍
匐在前人的脚下。”孙浩说。

尊重历史题材的
创作规定性

“辽宁艺坛”主题沙龙聚焦艺术作品的时代精神

用文化自觉突出艺术作品的时代表达
本报记者 高 爽

如何在作品中
体现鲜明的时代特
色？历史题材作品
如何具有现实针对

性？主旋律作品如何赢得市
场与流量？网络文学、短视
频如何提升艺术审美？

这些正是由省文联和辽
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
办的“辽宁艺坛”主题沙龙第
二期的议题——艺术作品的
时代精神。正如辽宁省文化
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所
说，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
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时代
发展了，变化了，文艺创作从
思想观念到内核外观，都必
须随之发展变化。落后于时
代，落后于特定时代中的人，
文艺创作就是不合格的，就
不能被人民所接受。

核心
提示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负责人赵亮在发言
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流量，其实是一个
中性词，当今时代是注意力经济时代，注意
力就是流量。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在想尽
办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出圈”“破
圈”“爆款”这些词语应运而生。争取流量，
必须有好的艺术表达。叙事艺术的母题就
那么几个，但是演绎出了成千上万的作品，
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为什么在那些成功
的作品中，我们感觉不到重复？

赵亮认为，这取决于作品高超的艺术
表达。她以“成长”这个母题为例。电视剧

《觉醒年代》、电影《1921》《革命者》以真实
的历史人物为对象，电视剧《山海情》《叛逆
者》是在真实背景下虚构出来的人和事，前
者是在真实事件中完成了人的还原和提
升，后者是在虚构的故事上完成了人的逼
真和成长。《觉醒年代》胜在人物日常细节
的展现。《叛逆者》中的林楠笙，不是以往谍
战剧中那种有“金手指”的人，他有导师、有
同伴、有对手、有难题，有过软弱的时候，也

有迷茫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极其艰难地
找到了信仰，实现了内心的坚定。

《艺术广角》副主编苏妮娜以当下流行的
短视频为例，“以流量和受众面来看，短视频
绝对是时代的表达。但是目前短视频领域同
质化的倾向严重。”她认为，时代精神可以体
现为新鲜的感受与新鲜的艺术语言。比如

《山海情》，人物使用的是西北方言，观众不
仅听懂了，而且非常接受，还有说福建话的
扶贫干部与当地百姓产生交流障碍，形成的
戏剧冲突，既真实又有趣。苏妮娜认为，这
部作品的成功就在于找到了新鲜的艺术语
言，这个语言不仅是具体的语言，而且可以
宽泛地看作艺术表达的符号。“越是公共题
材，就越是要找到一种独特的语言。语言掌
握了，就像掌握了一个创作的密码，一个情感
的秘密通道，能够经过这个通道回到过去，回
到历史，借此感受到人物命运之所在。”

孙浩认为：艺术作品如何符合当下观
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求，体现在三个方
面：展现命运之美，“美，永远存在于人类命

运的发展变化中。人对命运的把握，对命
运的抗争，对崭新命运的开辟，最深刻地表
现了人性之美、精神之美、力量之美”；展现
崇高之美，“崇高感是人类艺术的最终追
求。红色题材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历史
和现实中英雄人物百折不挠、流血牺牲创
造历史的精神无疑是崇高的，代表着人类
从今天走向未来的精神追求”；展现生活之
美，“很多作品缺少美，难以让人感动，是因
为创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生活远不如现实
生活中的生活真切感人。不如真实的生活
那么活灵活现，有滋有味。常常有这种情
形，写真人真事的作品没有我们阅读报道
时那么令人感动，就是因为创作者没有找
到生活中人物和故事的精髓，缺少对人物
和事件本质化的把握。生活中人民群众的
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为人处世的方法、生
产技能、语言等，都包含着难以言喻的美
感，值得创作者穷尽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去
学习。没有这样一种恒心和定力，就一定
写不出好作品。”

用艺术的审美去打量现实生活

戏剧创作要实现对最广大人群的人文
关怀，不能只有“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这
是一件需要落地的具体行动。这同样是与
会者的共识。

对此，孙浩提到了三个关键词：
情感，“是戏剧创作的润滑剂。剧作家

不能总想当观众的教师爷，一种常见的情
况是，观众比我们高明得多。要让作品充
满情感，首先作家在面对历史、面对生活的
时候要受到感动。在创作实践中，最好能
够形成情感化的结构和人物关系，结构化
的情感才是撼动人心的力量。”

人物性格，“是戏剧创作成败的总开
关，性格写出来了，作品就成了。反之，结构
得再好，文笔再漂亮，故事情节再有意思，唯
独人物性格司空见惯，作品也是失败的。”

细节，“是戏剧走入观众内心的动力，
没有细节，作品就没有血肉”，他举了一个
例子，电视剧《大决战》里有这样一个细节，
塔山阻击战间隙，一个班就剩两人了，其中
一人是“解放战士”（在作战中被解放军俘
虏，后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士兵）。在高玉
宝采访“解放战士”的时候，另一个战士看
不上这个“解放战士”，出言讥讽，两人在战
壕里几乎动枪。最后，他们连只剩他俩了，
一个双目失明，一个腿被炸断，高玉宝让他
俩下去，二人不肯，仍然战斗。最后一颗炮
弹飞来，两人都牺牲了。镜头停在二人的
手上，“解放战士”伸手接弹，失明战士递弹
夹，配上高玉宝震惊的双眼，非常有震撼
力。“这个细节是有原型的，比多少语言都
更能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解放军战士的英勇
无畏。”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张守志和编剧

李铭同时讲到了创作者体验生活的重要
性。张守志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艺界
有三只“报春的燕子”，一个是徐迟的《哥德
巴赫猜想》，一个是白桦的《曙光》，一个是
刘心武的《班主任》，他们的成功正体现出
他们感知时代的温度和引领时代的使命
感，所以要“一直走，走进沉甸甸的生活，走
到基层去”。李铭讲了自己曾经用了很长
时间去体现留守儿童生活的经历，在完成
了一部非虚构作品之后，他还有很多话要
说，于是又创作了一部话剧，“创作者的真
诚是最简单，也是最有力量的武器。”

辽宁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侯敏说，“一

部 好 的 艺 术 作 品 应 该 是 时 代 的 一 面 镜
子，为了反抗遗忘而存在，关注时代最终
的落脚点是关注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
小说问世，但其中很多是零度情感的写作
范式，作者沉溺于文本上的激进语言的实
验和狂欢，使文学脱离了今天的时代语
境，也使文学的审美效果大打折扣。究其
原因，这与作家和文艺家们的修为和素养
有关系，与他们不太关注时代命题、不为
时代发言有关系。都市题材越来越多，乡
土叙事佳作不多，原因就在于像柳青那
样能够深入生活、与农民同甘共苦的作
家还不多。”

人文关怀不能只有“一己悲欢，杯水风波”

网络流行语书写互动
也要创造积极的社会价值

张守志

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参与性，催生出“网
生代”具有“狂欢”特质的语言表达和交往互
动方式。从层出不穷的网络热词和流行语，
到网络语言书写形式，网络流行语的书写互
动虽然不断发生样式和形式的变化，但究其
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依然是源自于网络大众
的表达需求和交际需求。

由此可见，“凡尔赛文学”“疼痛文学”“卑
微文学”等网络书写互动的新变化，之所以能
够一再掀起短暂热潮，恰恰是因为它不仅让
受众参与感十足，而且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表
达泄导情绪。其娱乐性、趣味性、解构性满
足了受众的游戏心理、夸张心态和在线互动
需要。而将其冠之以“XX 文学”的名义，足
以证明网络流行语的书写互动，已经在传播
过程中形成了“趣味共同体”——有着相似经
验、喜好、情绪的受众，可以通过娱乐式、模仿
式书写迅速在网络上建立起文字符号的狂欢
广场。

但值得注意的是，情绪化、娱乐化、碎片
化的网络流行语书写互动，已经开始显现出
负面作用。比如：文字语言符号的降级和贬
值，社交网络文化的低幼化倾向，网络传播价
值取向的庸俗化等。就像“凡尔赛文学”流行
之时，夸饰浮泛的语言表达，标新立异的组词
造句，虽带有自嘲和反讽之意，但并未输出正
确的、严肃的价值观念，让人看过笑过之后迅
速遗忘。即便网络流行语所引起的爆发式互
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心理
和大众情绪，但仍然要对其加以正向的规范
和引导，使之真正创造出积极的社会意义和
价值。

这种现象代表不了
一个时代的精神主流

刘恩波

网络刷新时代，人们热衷于制造焦点、火
爆或者狂欢一类的精神戏码和话语游戏，于
是“凡尔赛文学”“丫头文学”“躺平文学”“咯
噔文学”……纷纷破界出圈，你方唱罢我登
场，呈现出引发受众群体盲目接受与欣赏的
追捧热潮。

“凡尔赛文学”玩的梗是以“低调的方式
进行炫耀”的话语模式，用先抑后扬、明贬暗
褒的方式呈现出自我的优越感，譬如“那么
多年我一直过得不接地气，没有去过菜市
场，没有下过一次厨，五谷向来都是不分的，
逛超市已是我的底线”，此类话语操作被称
为“凡学体”，带有一点儿矫饰的气息，文案
作者有一定的优越感，但不是高高在上的，
而是在貌似谦卑自抑的口吻里埋藏着高人一
等的心理本相。

“丫头文学”是指一些男人玩的一种自我
陶醉的情感游戏，最典型的话语套路是，“丫
头，别装了，眼神是骗不了人的”之类，——明
明人家不在意你，却偏偏以此等精神胜利的
方式套牢对方的感觉，从而构成了心理上的
优势感。

“躺平文学”根源在于“躺平”，已然上升
到了为人处世的态度这样的核心环节。这种
生命意识跟看开、放下、不参与、不介入等哲
学意味挂钩，从而有了障眼法和护身符。

至于“咯噔文学”就是粉丝自带流量的意
气用事或者心愿满足的宣泄，登不上什么大
雅之堂。

凡此种种，“xx 文学”引发的网络狂欢，代
表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主流和主潮，就是娱
乐和消费一下狂欢者的剩余精力。随着时间
的推移，或许又有新的文学话题和话语模式，
刺激满足着受众更新换代的渴望和兴趣。面
对这些现象，需各方加强引导，找到更有价值
的方向。

舞剧《铁人》海报。（辽宁芭蕾舞团供图）

“辽宁艺坛”主题沙龙现场。 李 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