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白华说：“‘光景常新’是一切伟
大作品的烙印。”在包立群的诗集《在
草一方》中，我们看到时代的诗意从她
的笔下汩汩流出。

《五角枫红了》是其中代表作。
五角枫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
塔拉草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五角枫
的四季变换，勾起作者无限的情思和
深沉的爱恋。诗人以“五角枫红了”的

“红”为诗眼，从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
诉说时代的更迭。该诗以时间顺序述
说这片土地苦难的过去和美好的今
天，充满豪情地表达出建设它的信心
和决心。“新时代不忘初心／我辈要牢
记使命／来之不易／来之不易／来之
不易／务要子子孙孙／刻骨铭记／火
炬之光 生生传递／为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长句短句结合，形成一种交错美；
词句的反复运用，强调了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读来催人奋进。

《胡尔勒情韵》以清新自然的笔
调书写胡尔勒这个贫穷落后小镇的旧
貌换新颜的蜕变。作者亲切地讲述它
今非昔比的变化，呈现出乡村热气腾
腾的生活场景：“等你掸落泥土路的灰
尘／在新通的路上／新架的桥上／帅
得跟骑兵一样／将贫困和落后抛进夕
阳／麦田守望的丰收里／你煮熟了喷
香的黎明／脱贫攻坚的道路辽阔”。
该诗全方位多角度续写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面貌：“泉水叮咚 密密匝匝的林
子／一缕阳光叫醒了这里的山河／牛
欢羊咩 蒙古马奋蹄／孩子们的读
书声擦亮了校园／合作社的牧民数着
含笑走来的日子”，诗句极富画面感，
节奏轻松欢快，处处洋溢着美好生活
的喜悦。

对自然、乡土的眷恋，是诗人们
永远的精神家园。《故乡的五颗大柳
树》字里行间弥漫着诗人对故乡的无
限依恋和深深的遗憾。“那是一个唤做
库伦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居住过／只
有填写履历时一笔带过”，真实地呈现
内心的隐痛，而“我踏着父亲的年迈走
向年迈／清明 成为归乡的屋檐／
五棵大柳树／以及树下的两座坟茔／
提示着／风的去处我的来处”。没有
华丽的词句，简洁凝练中表达出诗人
个体生命的现实体验和灵魂疼痛。科

右中旗是诗人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对
这片土地饱含深情，诗人写下很多诗
篇。如《新佳木》选取具有地域特色的
景物“丹顶鹤”“黄榆”“五角枫”等动植
物入诗，歌颂和赞美这桃源一样的人
间胜景。

诗集《呼伦贝尔纪行（组诗）》分为
4部分，长达159行。感情充沛热烈，
迸发出时代的强音，猛烈地碰撞人们
的心灵。“我们经由舞蹈彼此沟通／舞
蹈里有千言万语”，巧妙地撷取细节表
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朴实淳厚的性格
特点。“最终我将化成你的一部分/你
的一粒水滴/一粒与所有河流一起奔
流的水滴/我要和你在一起/用我们的
身躯去涅槃重生/我们一起绕过山，绕
过森林和草原/绕过每一寸我们惦念
的土地/溯游寻找到每一簇根须/努力
长成一株株植物/滋养每一个长驻或
路过的生灵”，诗人以大情怀、大视野
完成自我生命的回归。整首诗在鲜活
的意象中流动着鲜明的特色，凸显历
史感和时代性。

诗人善于从微小的事物着手，在
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时刻里捕捉诗意
的灵光，在温情、沉稳的叙述中，抵达
心灵。如《感冒》，诗人将一次寻常的
感冒经历写得百转千回，令人动容。

“递来罐头 儿时一样/是用螺丝撬开
的瓶盖”的生活细节，极具代入感，让
读者感同身受。初读，读出诗人感人
至深的父爱母爱以及对父母的歉意；
再读，读出身为中年人身负生活和工
作压力的无奈。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只有融入真
情，才能似甘甜的泉水，让人慢慢品味
芬芳。《接近》：“所有的飞
翔/原来都为了俯首”；
《平行世界》：“它有智慧，
存在即是一种惩罚”；《秋
禅》：“就像一些事物死
去/是为了一些事物重
生”；《莲》：所有事物/反
射，或者折射/美好，或者
怨念/一样都不少”。只
有内心世界丰富细腻，才
能凝练出充满哲思的诗
句，这些诗给读者以愉悦
的审美感受和对人生真
谛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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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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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成都市作家协
会旁，一家名为“纯文学期刊杂志铺”的门店正式开
启，这是四川省作协委托《星星》诗刊杂志社执行的
纯文学期刊杂志展示、销售平台。杂志铺的门面不
大，三面落地书架上放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期
刊杂志。拿起一本书，再叫上一杯咖啡或红茶，能让
纯文学爱好者在这里呆上一天。如果喜欢，也可以
购买回家慢慢阅读。

在互联网还不发达与普及的时代，尤其是在没
有互联网的时代，杂志铺其实是寻常事物，无论是专
门的杂志铺还是报刊亭，都是各个城市的一道文化
风景线。专门卖纯文学期刊的杂志铺，更是其中一
支生力军，陪伴了许多文学爱好者的青葱岁月。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与普及，杂志走过了它的黄
金时代，转型的转型，停刊的停刊，一些纯文学期刊
同样也退出历史舞台，杂志铺和报刊亭也随之日渐
消失。如今，在各个城市街头走一走，几乎已看不到
专门的杂志铺，靠卖水、卖饮料等勉强撑着的报刊亭
也所剩寥寥。

而今，在寸土寸金的成都闹市街头，又有一家纯
文学期刊杂志铺开张，在喧嚣的时代大潮中，堪称一
股清流、一道风景、一轮艳阳，更是文艺界的一件美
事。在店里，《诗刊》《芳草》《中国作家》《广西文学》
《四川文学》《莽原》等知名文学期刊杂志的身影均能
看到，读者在此可及时看到最全、最新的文学期刊杂
志，既可叫一杯咖啡或红茶现场阅读，也可买回家阅
读，还可与诗人、作家或其他读者交流。可见，这样
一家杂志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杂志铺，类似于集
阅读、交流与放松身心为一体的书吧了。

对读者尤其是文学爱好者而言，纯文学期刊杂
志铺重现，当然是一个福音。无论哪个时代，无论
纸质载体受到新媒体怎样的冲击，无论人们的普遍
追求达到怎样的物化程度，在我们这个诗歌的国
度、文学的国度，都有人喜欢文学，都不缺少文学青
年、文学中年、文学老年群体。经过大浪淘沙，如今
的文学热爱者更不可能只是附儒风雅者。因此，我
们的城市理当重现纯文学期刊杂志铺，以弥补文学
爱好者的遗憾，并让这样的杂志铺成为文学爱好者
的“天堂”，同时成为承载纯文学期刊希望之光的

“诺亚方舟”。
于全社会而言，杂志铺重现是在营造阅读氛围，

助推全民阅读。正如王蒙所说，“文学是不会消亡
的”，不管什么时候，每个人都离不开文学，人生离不
开文学；文学也离不开人民、离不开读者、离不开时
代。所以，我们的城市还是给文学一席之地吧，以拉
近刊物和市场、普通读者和纯文学之间的距离。

有人可能要问，在当今，纯文学期刊杂志铺如何
生存？成都这家杂志铺是以《星星》诗刊发行部为基
础搭建起来，没有租金压力。其实，各地文化部门应
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这类店铺的扶持。因
为文学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给“纯文学杂志铺”一席之地
◎何勇海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美与真善

艺术（包括文学）主于美，这已是常
识与通论，殊无可疑。不过，同时不可
忽视的是，艺术中的“美”，与“真”“善”
之间不仅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彼此密切
相关。概言之，美者，必善且真；真者，
必善且美；善者，必真且美。当然，艺术
中之“真”，是指实感真情。从这个意义
上说，真和善分别都是有美质的。因
此，若抽去或排除真善，那么，所谓

“美”，或只是徒有形式感的外壳，抑或
干脆无美可言。如人们对某些生硬编
造或概念化的所谓“艺术创作”无兴趣，
即不仅因其不美，更因其不真（非以真
情实感而作）；人们每每为那些生命力
生生不息的经典作品所打动，不仅因其
美，同时也因其善（主张惩恶扬善，在古
今中外的艺术经典中具有一致性，如刘
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顺美匡恶，其
来久矣”）。孔子视《韶》乐为先王之乐
的典范，给予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
善矣。”（《论语·八佾》）

艺术作品中表现伪君子（假）、恶人
物（不善）等形象，但此类形象则是在否
定中（包括自己否定和被否定）见出其
审美特点。如答尔丢夫（莫里哀《伪君
子》）、乞乞科夫（果戈里《死灵魂》）、西
门庆（《水浒传》）、张驴儿（《窦娥冤》）、
汤沛（金庸《飞狐外传》）等，此类人物的
虚伪、奸猾、恶行，在现实生活中是令人
鄙弃或愤恨的，其在艺术作品中成为审
美对象，就是因为艺术中的答尔丢夫等
是自己否定或被否定的。这否定中恰
恰体现了创作者扬善的愿望与美好倾
向。现实中的答尔丢夫、西门庆等是客
观存在的，而艺术中的答尔丢夫、西门
庆等是现形于创作者笔下的，因此，作
者的主观性便会得到充分体现。当创
作者在艺术作品中对答尔丢夫、西门庆
等人物作为艺术形象被否定性地具体
表现出来后，便获得了艺术化的客观
性，并且有了审美特性。

我们确认艺术主于美，但同时深
信，就艺术创作及作品而观，其中须有
善与真（真诚）的存在或融入，方可真正
给人以信心及感染力。包括艺术在内
的美的东西，总是要体现人的某种理
想，善与真作为人类价值认同中的积极
评价，与美相谐共同形成人类追求的理
想化取向，因此，艺术之美如果脱离了
善与真，其自身的意义即无从实现，或
者至少会受到很大局限。朱光潜先生
讲过：“道德的大原在爱，在脱离小我，
去体验我以外的思想行为和体态的美
妙。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善人，必须能深
广地想象，必须能设身处地替旁人想，
人类的忧喜苦乐变成他的忧喜苦乐。
要达到道德上的善，最大的途径是想
象；诗人从根本上做功夫，所以能发生
道德的影响。”（朱光潜《谈美感教育》）
我理解，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诗人从根
本上做功夫”，即指其通过“设身处地替
旁人想”，而“达到道德上的善”。当然，
不仅诗人如此，所有艺术家都应如此。
惟其如此，方有艺术良知可言。

艺术审美接受的经历与体验还表
明，美与真善统一而融合的艺术创作更
能启发与引导人们去爱，爱自然、爱祖
国、爱他人等，其中特别包括对人之为人
的自身的人格尊严之爱。就以我近期刚
刚重新细读过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来
看，即可谓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作品中
的人物都那样可爱，个个怀有厚道而且
简单的心灵，他们心口相应、言行一致。
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分奢望，但为成人之
美而甘愿倾心尽力。祖父老船夫与他的
外孙女翠翠，还有傩送、天保等，阅读时
令人感动，读过之后仍令人难忘并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边城》中不见圆满的
人生，但却处处可见人性的纯善与美
好。可以说，沈从文先生以他不俗的艺
术才华与“深广的想象”，将驳杂而琐碎
的材料，提炼成一枚温润的玉石，我们不
仅可以从中玩味到其美，而且可以感受
到作者对“爱”以及“善”与“真”的思考。

变与不变

世界存在于时间“流”中，溯流回
望，便知因时间的川流不息，世界上的
事物随之而变化。我们所关注并讨论
的艺术（包括文学）也不例外。早在
1700余年前我国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即
已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故在其著作《文
心雕龙》中专列了《通变》篇，专门讨论
诗文的贯通、新变以及通和变的关系。
该篇最后有这样的结论性的表述：“赞
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
则不乏。”即道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
则久，以至不乏生机的理想化判断。清
末民初学者王国维说：“一时代有一时
代之文学”，道出了文学随时代而变的
认识。其实不光是文学，关于其他艺术

门类应时而变化的讨论，中外皆不乏其
例，如法国美学家丹纳在其著作《艺术
哲学》中，指出影响艺术的三大因素，

“时代”即其中之一，说明这是一个有必
要关注的重要话题。

艺术的随时代而变化，有许多外在
的、显性的体现。首先看艺术门类的出
现。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从时间先后
看，艺术门类出现的大致顺序是：舞蹈、
音乐、雕刻、绘画、文学、戏剧、电影、电
视以及当下颇为流行的网络艺术。这
个层面上的变化所传递出的信息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艺术门类在增加，
而且是新艺术门类的出现并没有形成
对此前已有艺术门类的取代或冲击，彼
此有影响也有互补，总体上显得更为丰
富多样。此其一。其二，有的艺术门类
的出现与发展，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有直
接的相关性，如，书面文学的产生，即以
文字、造纸、印刷术等相关，电影的出现
即以电的发明、摄像机的问世等作为重
要的物质前提，至若当下传播很广的网
络艺术，则显然是快速发展的现代信息
技术的产物。其三，具体到某一艺术门
类而看其自身变化。这方面，不同的艺
术门类之间有差异，但“通变”则是共有
的。在此方面，中国文学的经历留下了
一条比较清晰的变化线路，并已经在学
界有共识，即所谓先秦散文、汉赋、唐
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个变化路
线所提供的信息是，某一文体随着朝代
的变化而兴盛，甚至达到巅峰；另外，从
当时的创作态势看，某一新文体的出现
及兴盛，使此前的文体出现一定程度上
的式微，或者受遮蔽。这便是王国维先
生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
学”。其四，继续在中国文学这一艺术
门类中，看某一文体，同样可以发现变
化之所在。中华民族被称为诗的国度、
诗的民族，那么，我们即以诗这一文体
而观。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的“四言
体”起，而后依次有五言体、六言体、七
言体，即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随着所
表达内容或情理的趋向复杂、传播条件
的改善，出现古简而后详，字句由短增
长的变化，正所谓“情数运周，随时代
用”。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
代诗（亦谓“白话诗”“新诗”）创作兴起，
其章句彻底摆脱古体诗格律的限制，其
变化之大远远超出以往。

以上言及主要是艺术在形式上的变
化及必然性，至于表现内容的随时代而
变化，则往往更为显然，当然也更为丰富
与复杂。唐代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合为
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这简约的两句话，道出了艺术（不仅是

“文章”与“诗歌”）的表现内容紧随时代、
面对现实的真谛，本文不再赘言。

顺着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踪
迹走来，我们发现了其变化种种及其必然
性，同时也见出其不变的方面。其不变的
方面同样也有很多，我以为其中有三点尤
为重要，那就是：艺术独特的精神担当
——包括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不变；艺
术创作者应有的真诚之心不变；艺术追求

“可然律”与“必然律”的独创性不变。在
我看来，这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应当始终
坚守的，如果把这三点因为求“变”而丢
弃。那么，很可能已不再是艺术了。可以
毫不犹疑地说，这三点“不变”，在以往各
个时代（包括中外）的艺术活动中（包括艺
术创作与审美接受）皆可找到充分的实
证，此处不作展开论及。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对于艺术不可以用“进化论”的标准判
断，不能说现代的艺术一定比古代的好，
也不能说古代的艺术一定落后于现代（当
然不是指媒介与技术手段方面，而是指其
审美品质与美感力量）。艺术与技术不
同，技术通常是先进的淘汰落后的，现代
的取代古代的，而艺术则不然，艺术有不
可重复的个性化和时代性特征，故而没有
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如果区分，最简单的
分法是可以分为好的艺术和不好的艺
术。简言之，好的艺术是能够抵达人的内
心世界，并让人感动的，这是不受古今或
中外所限定的；不好的艺术是绝对不可能
达到的。

如今，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的支
持下，所谓“自媒体”几乎成为时代性表
征之一；乘上“自媒体”这一便捷的载
体，网络艺术已成遍地开花之势。如前
所述，这是一种适时而“变”，是诸因素
集成所致，是具有其必然性的。网络艺
术作为新时代的产儿，在便捷化、多样
态、多层次展示等方面有其突出的优越
性，同时它为人们带来种种个性化的新
异之感，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
同时也看到，因其“成品”相对容易，进
入传播系统的门槛很低，“作品”良莠不
齐——优良者少，粗制滥造者多，也是不
容忽视的。笔者的见解是，要尊重艺术
发展的规律，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
系中，既要顺应“变”的必然，同时也应坚
信其中某些“不变”的必要，真正做到在

“守正”的前提下而求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