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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思想的力量

2020年注定是一个被历史
深刻铭记的年份。这一年，我
们经历过痛苦，感受到温暖，见
证过奇迹，凝聚着力量。《文艺
评论》也在波澜起伏的情感中，
与读者并肩携手、共勉同行。

这一年，《文艺评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让乌兰牧骑精神薪火相传》
《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导
向与文化自信构建》《蒙古马精
神永驻草原的壮美画卷》《女排
精神，一种穿透时代的力量》等
一批弘扬主旋律的评论，奏响
时代强音，引领创作风尚。而
充满家国情怀的舞剧《骑兵》等
优秀评论专版的推出，则让人
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这一年，我们推出《含英咀
华 别有见地——再读李健吾

〈咀华集〉谈文艺评论的姿态、
心态、语态》系列评论，“一个伟
大的批评家抵得住一个伟大的
艺术家”“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
的胸襟”“正因为批评它不是别
的，它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
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
的人性做根据”的理性思考，让
人咀嚼回味、深受启迪；“文艺
评论家要有真诚之心与批评的
勇气，应践行对公平的追求”，
语意深邃、掷地有声；

这一年，我们推出《我读丰
子恺》系列，《留住本性与真趣》

《人生境界艺术化》等６篇评
论，呈现给读者“一个与世无
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
垢的孩子的心”，让人们真切地
走近并感受这位“大艺术家”与

“大人格者”那“真诚地向人世
间张开的爱的怀抱”；

这一年，中华民族万众同
心、共克时艰，打响波澜壮阔的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文艺评
论》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呐
喊助威，《抗疫文学——全景观
照与热点聚焦的应激表达》《抗
疫中的诗歌力量》《抗疫诗文更
需情、识、思兼备》等一批评论
给人以力量、警省与反思；

这一年，《文艺评论》中的
“诗与远方”瑰丽多姿，《风吹过
青草连绵——听苏日娜读〈我
命中的枣红马〉》《生活韵味在
画意中盎然——浅评乌日娜诗
作》等一大批诗评、乐评、歌评、
舞评、影评等观点独特、画龙点
睛。而《内蒙古美术的时代进
程》《当代“草原绘画”的价值取
向》等美术评论蓬勃而出、新意
盎然。《淡淡高原红 浓浓乡土
味——内蒙古闪小说印象》等
一批评论关注文艺新事物、新
风向，触觉敏锐、眼界开阔，为
文艺评论注入了一池春水。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2021
年，《文艺评论》坚守初心、一如
既往，我们期待着作者的深邃
思考、犀利表达，期待着读者的
深情厚爱、诤语良言。让我们
共同为人民的文艺放歌，为中华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色！

——编者

迎新走笔迎新走笔““诗意诗意””谈谈
◎宋生贵

经历了不同寻常的2020年，将与招手在
前的 2021年相会。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免
有诸多感慨，当然更有早已蕴藏于心间的美
好期待。此刻，久久静坐于书案前的我脑海
里活跃起一个概念，即“诗意”。与这个概念
相伴而生的，是一些意象，有文思与艺趣方面
的，也有人生情味方面的，当然都是美好的，
向善的。

一.关于“诗意”
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曾经格外深

情地说：“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一诗句经海德格尔在他的《荷尔德林
和诗的本质》中着力阐释而广为流传，更加引
人关注。显然，这诗句所传达的是人类的美
好的生存状态，也是人类期望与追求之中的
境界。

那么，我们现在追问一下，人类祖先的生
存实践之中从何时有了对于这“诗意”的追求
的呢？在我看来，要回答出具体的年代是困
难的，但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论判断：人类最初
的诗意起始于美意识的生成之时——需要特
别指出，这里讲的是“诗意”而不是“诗”。如
果说美意识的生成标志着人类开始对于外在
世界与人自身的内在世界有了精神意义上的
感悟的话（包括非自觉到自觉），那么，“诗意”
便是激活于那精神空间的自由的精灵。

有了“诗意”，人类生存实践中便有了对
于一般生物那种满足本能欲求的超越，同时
也有了情，有了趣，有了灵性，有了富有美的
内涵的精神张力，以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了
本质上的区别，并拥有了丰富的生活内容。
而且，通过历时性的反观可以发现，哪个时
期、哪个地域、哪个民族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富
有诗意，其文明程度就高，为人类社会创造的
文明成果亦丰富灿烂，反之则不然。

“诗意”是一个富有美学色彩的概念，令
人情牵意动。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
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
且是多指向的，如文学中所讲的“诗无达
诂”、诗无定规一样，现实生活、生存中的诗
意也是见仁见智的。但在我看来，其本质是
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
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会共有的体验；
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又往往正是人们生
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从庄子体
悟到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李
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再到西方人感受到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
心灵世界”（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语），可谓是
对于富有诗意的生存状态的传达。这主要
是体现了人与自在的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
自由相适。

当然，人类的生存并非仅止于单向度地
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
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必然要进
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所谓“充满劳绩”，就
是实践行为的结果，其中包括对待自然——
从自在的自然到人化的自然。所以，如何使
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
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
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
自由空间，更多彩的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
关键，也正是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
题。而且到了近代以来，这个问题显得越来
越突出。

按照我的体验与理解，人类是否可以“诗

意”地生存于世，追问到底，则要看人与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与社会、人与
人，以及人自己的身心之间，是否具有自由和
谐的空间，以至是否能够建立起富有审美特
质的关系。当然，人与自然环境间审美关系
的建立，则又是形成“诗意”之质的重要前提
或根源。自然是一切自由的永恒基础，人与
自然的联系是生命的渊源。而且按照马克思
的观点来看，在人类社会中自然环境也是具
有社会性的，它“对人类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
的纽带”。从自在的自然到人化的自然，正是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包含着人的自由
的实现过程。

人类终究还是向往富有诗情画意的生
存境遇与生存状态的。但这需要人类为之付
出永不休止的努力，其中首先要努力维护人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这是实现人类“诗
意栖居”的本原。为此，即需要特别强调遏制
人性中的贪欲。因为它是扼杀“诗性”或“诗
意”的罪恶之源。它可以使自然变质，使自由
窒息。对于急功近利的现代人，对于过热的
消费社会和金钱理性来说，尤其是需要以加
倍的努力去制约和调适的。说到底，关键处
就是要实现对于人自身的调节，而调节的重
心则是要抑贪欲，扬诗性。这可以称作是一
种新的生存理性的自觉！

二.关于审美
审美，需要有独到的眼光。
所谓独到眼光，当然并不单指看什么，

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什么。譬如，水浪与礁
石扑打在一起，水浪被摔成碎沫，礁石也承
受了刀砍斧斫般的冲击，我们各自会从中看
到些什么，发现些什么？诗人艾青与散文家
杨朔都观察到此种景象。其中，艾青有感于
为坚持真理而傲然挺立的志士，从礁石上发
现了不屈之美；而杨朔有感于水滴石穿、坚
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便从浪花中看到了顽强
之美。于是，艾青有精美小诗《礁石》，杨朔
写出散文《雪浪花》。其中便含蕴有美感上
的辩证关系。

生活，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如果打
比方，它是一曲旋律复杂而动听的歌，是一幅
多色调多层次的画，抑或是茫茫瀚海和它怀
抱中的航船。但它们所蕴含的是同一个生活
内核——真、善是它的底蕴，美是它的艺术化
呈现。

夏夜里头顶上横跨天际、灿烂飘逸的迢
迢河汉；在薄云里若隐若现、沉静明丽的皎皎
圆月；峻峭挺拔、参差错落的嶙峋怪岩；几经
海潮琢磨，晶莹玲珑的卵石；抑或傍晚时分抹
在西天边奇幻的光彩，或疏影斑驳间生动的
倩影，都是美的。大山名川、名胜古迹不必
说，就是一簇馥郁芬芳的丁香，一池清露流转
的荷叶，溶溶月色中传出的蛙鼓，清幽山林中
的蝉鸣，都含蕴美妙的诗意。一支嘈嘈切切
的琵琶曲，一幅墨韵生动的山水画，一尊栩栩
如生的雕像，一首意境优美的抒情诗，更是生
活的概括反映，是美的升华和结晶。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
话是有道理的。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容易
因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使得审美视界变得狭
窄，与之相关，其创造力必然受到局限。真正
鲜活而独特的美感的获得，是需要每个人都
实实在在地面对自然，面对生活，用自己的眼
睛乃至整个身心去体察与发现的。

三.关于写作
在物理概念中，时间是绝对的，无情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
声浩叹穿越久远，令人心惊，但无奈依然。时
间如水流逝，一刻不止，古希腊有哲人讲：“濯
足急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生活便是时间
之河中的一个个片段，随流而去。人生活在
时间里，而时间的背后则隐藏着许多玄机，如
少年的雄心，佳人的美丽，志满意得者的前程
等，都有可能在时间的河流中消失。中国古
人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就是因为岁月无情，光阴不再。

在我的体认中，写作则可以使岁月生情，
让时光生趣。一方面，每当进入写作状态，我
便常常会游离于物理时间之外，让想象和思
绪带入自己缔造的世界，并因此而生成独特
的、新的时空概念。在此，时间进入了心灵内
部，用以营造个人化的精神生活，所以，时间
也便自然有了诗的意味。另一方面，写作可
以让我感到在时间的河流中过得踏实，以奇
妙的文字表达出自己的发现与情思，由是便
在与时间的博弈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然，现实中的每个人，都要以不同的生活与
工作方式在时间的河流中游走，各自的体验
会有所不同。

人生在世可能面临许许多多的诱惑，显
见的如官场、商场、情场、赌场等等，所有这
些均集成于名利之中。因此，便搅动起红尘
滚滚，牵扯着人事劳劳。其中最受扰攘的不
是四肢五官，而是心灵。诱惑使人的欲望膨
胀，而膨胀的欲望总是把心放在火上灼烤，
难得宁适与清静。而写作可以使人寻找到
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无论是纷纷扰扰的白
天，还是长夜如歌的夜里，一张桌，一支笔，
一杯茶，专注于自己心仪的领域，把纷繁杂
扰的诱惑关到窗外，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真
实的心情付诸字里行间。写作对我而言是
一种精神的赴约，是一种境界，一种承诺，一
种指向。有了这样的心灵安顿，每当对待世
间的诱惑与个人的荣辱得失时，则可以显得
淡然或超脱些。

关于生命空间的扩展，这是我一直以来
所认定的文学艺术的核心价值所在，并通过
学术研究加以阐释。当然，命题的起点还是
来自现实：人生苦短，天地久长，万物皆变，一
切皆流，人若仅只限于对外在世界的具体的
物质性把握和实用性开垦，则必然陷于压抑
的、自视渺小的悲观或困顿之中，所以，便需
凭靠伸展精神的双翼飞向远方——此可谓人
性深处的一种强烈的冲动，所指向的正是人
把自己的精神同天地间永恒的精神相融合，
超越有限而进入无限，让生命的意义在自由
无碍的空间升值。可以说，这正是人类从事
文化活动，特别是文学艺术活动的一个至关
重要的永恒性的心理及哲学依据；也是人类
生命情调中的一个绿色命题。

自古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
作是个性化的劳动，而写作的体会更是各有
不同。我说写作好，主要就个人的情趣调适
与心志涵养而论，而且，说写作好，并非否认
写作的辛苦。元遗山说：“文章出苦心，谁以
苦心为？”最起码，要有身心俱至的投入，同时
则要放弃许多其他方面的东西。经历写作的
苦，但更获写作之乐，所以，对自己心仪的写
作我始终一往情深。

无论如何，足迹都会留在身后，需要迎接
的是明天——岁月，在充满生命律动的新陈
代谢中有了魅力；人生，因富有活力的创造与
奉献而生出诗情画意。

蒋希武蒋希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