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建生第二本十年日记选《记者情怀》，即将
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郝建生是河南省安阳
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这部书以日记形式，记录了
他这位资深记者的心路历程和家国情怀，这是作
者献给建党百年的一束春花。

1985年3月，我从新华社河北分社调任河南
分社不久，就在采访红旗渠时结识了郝建生。他
2001年出版的《理·气·情——新闻与哲学情结》
和2004年出版的《杨贵与红旗渠》都是穆青同志
作序；2011年出版的《红旗渠畔求索——一个老
记者新世纪十年日记选》由冯健同志题写书名、
我作序；2021年第二本十年日记选还邀我作序，
我欣然同意。

看到《记者情怀》的书名，我就觉得好。记者
的情怀是内在的基础，记者的新闻作品则是外在
的表现；新闻作品有一定的时效性，而记者情怀
却可以超越时空、伴随终生。一个记者的情怀，
决定着他的新闻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郝建
生从一个优秀的记者成长为安阳日报社副总编
辑，退休后仍然不忘初心，用记者的职业思维和
哲学的深入思考观察社会、解析现实。他用日记
记录时代，连通历史与未来，实在难能可贵。

收入《记者情怀》中的《内黄走基层感慨》《红
旗渠畔高速路》《千瀑汇流唱民风》《安阳新亮点
人类新希望》和新闻述评《易学大道天地人和》
《千帆竞发看江烟》，以及2020年发表在《中国封

面》上的《国家饭碗端牢了，俺家日子过好了》等
新闻作品，无不让人从中感受到他厚实的新闻功
底和饱含深情的家国情怀。

我与郝建生相识相知几十年，提起往事，他
都能从日记中查出时间、地点、场景、氛围。这实
际上是记者的一项基本功。郝建生手写的日记
本摞起来几近他的身高。2011年至2020年的
日记是用电脑写的，累计130多万字，受篇幅和
其他因素限制，本书选编了60多万字。我身边
不少记者忙于完成每天的采访任务，似乎没有写
日记的时间和习惯；许多重要的事件、闪光的思
想，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忘。不少退休记者手
中的笔也“退休”了，像郝建生这样坚持写日记，
直至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把每天所思所想记录下
来，这种毅力令人叹服。今年3月15日纪念穆
青同志百年诞辰，我主持的《中国民族博览》杂志
和新媒体《中国封面》同时选用了郝建生《穆青五
上红旗渠》的文章。时间跨越了30多年，他笔下
的往事历历在目、有如再现。穆青的秘书看了这
篇回忆文章对郝建生的有心和勤奋赞叹不已。

郝建生的日记里不仅记事、记人，充满了亲
情、友情、家国情，还有他的读书心得、社会观察
和关于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收入本书的《共产
党宣言是我们初心使命的根本源泉》《马克思论
述现代社会与人的发展》《我对高等教育的再学
习、再思考》《城市发展新理念》《自然学读后推
介》《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方向》，以及去年全球疫
情肆虐时他在《中国封面》发表的《痛定思痛引领
人类反思中进步》等诸多篇章，对人类最基本的
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深刻反思，读后令
人展开哲学思维的翅膀，畅想个人与人类、历史
与未来。建生从记者到学者、思想者的历程仍在
进行，《记者情怀》同时是学者情怀、哲人情怀。
我赞赏郝建生说过的话：哲人把自己奉献给哲
学，哲学把世界奉还给哲人！

郝建生是红旗渠精神杰出的宣传者，一以贯之
地宣传红旗渠精神，并在文学、艺术、音乐的陶冶中
拓展了自己的情怀。散见于本书中的散文、诗歌
等，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作者的人生感悟。我为他第
一本十年日记选作序时写道：建生同志只读过6年
小学，但他自强不息，坚持自学，只要自己不给自己
设限，人生中就没有限制你发挥的藩篱。

生命之树常青，有情怀的人不老——权且把
这两句话作为结尾，奉献给建生及有幸读到本书
的朋友。

有情怀的人不老
——十年日记选《记者情怀》序

◎赵德润

近日阅读了艾英的散文新著
《一路芬芳》，其内容分为五辑：慢
生活、心安地、书边语、在远方、旧
时光，记述她离开故乡长春，求学
于北京，生活在常州的心路历程。
与文字相伴，是艾英每天面对的现
实，而其散文和随笔结集成书，正
如她在代后记《第二种笔耕》中所
写：“文字是我工作和生活中的常
态，新闻和文学是两种形式的笔
耕。这第二种笔耕是我在岁月的
田野上耕耘、劳作，收获的麦穗和
拾取的麦粒。”

在江南常州生活 35年，艾英
被常州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人文遗
存所熏染，她笔下的江南流动特有
的灵韵和雅致，赋予她与草木人间
的缘情。如，《小院花香》：“这样的
小院，可以让我抵御岁月的流离与
纷乱，拥有生活的基调与节奏，守
住心灵的朴素与归依。”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定是常怀善良、慈悲、
感恩之心。《寒冬的风信子》：“风信
子花开花落，铺展一种植物的生命
历程，伴随一个人真实的心灵历
程。”植物在自然界的成长，给人的
生命旅程留下难忘的印记，产生出
正能量的美好情愫。《近园之静》：

“树、木、花、草、竹、藤是近园构成
中具有生命力的元素，也是近园时
刻发生变化的要素……近园传承
常州不息的文脉、鲜活的记忆，值
得我追索与回忆、品味与沉醉。”作
者以雅意、画境、绿韵、静气等角
度，多侧面描述常州园林的独特之
美。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
是充溢着浓浓的与读书有关的生
活况味、人文之旅。无论是在家中
静拥书房，还是旅途里读书，表现
作者温文尔雅的修养和勤奋好学
的敬业精神，每天与文字打交道，
面对万千读者，没有积累相当的阅
读知识是不行的。作者在《三间半
书房》中写到：“家里随处可读的书
房，让我拥有自己喜欢并适合的生
活方式，获得一种心灵的丰富和安
宁，与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温柔而

淡然相处。”书房的宽敞，方便了阅
读，丰盈了心灵的空间。《西子湖畔
品书香》：“在杭州，书店成为城市
缤纷的地理标识，散发独特气韵，
温暖人们的心灵和情感；是多彩的
文化符号，闪烁人文光芒，融进人
们的眷恋和热爱。”出差到外地，参
加培训之余，寻访地方书店，品味
书香的醇厚。“书边语”辑中的11
篇文字为读书随笔和书评，记录了
艾英与各地作家交往交流中，得到
的不同阅读感受。如读裘山山的
《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苏宝康的
《送你一束腊梅香》、德国作家赫尔
曼·黑塞的小说《乡愁》等，让读者
也随作者一起，共同感受了别样的
阅读体验和人生况味。

“对文学经典和传统文化倾情
投入，达到真诚眷恋和执着痴迷，
其作品具有社会意识和人文情
怀。”这是艾英散文的孜孜追求。
她在《大学时代》一文中写道：“我
从东北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
又来江南生活，这不仅是空间的跨
越、时间的跨越，更是人生的跨
越。”在这个紧张忙碌、喧闹繁华的
年代，《一路芬芳》带来了内心的真
实、人生的况味，引起我情感的共
鸣，读之收获了愉悦和安宁、温暖
和深情。

灵
魂
深
处
的
芬
芳

—
—

读
散
文
集
《
一
路
芬
芳
》

◎
丁
桂
兴

10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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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
评论

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

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的指导意见》，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代表的党中央为广大文艺评论工作
者提出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加强新
时代我国文艺评论工作、推动文艺
健康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学
习《意见》感触最深的是对当前我国
文艺评论现状的精准把脉。在关于
文艺评论的阵地建设方面，非常重
视网络新媒体平台阵地，倡导积极
运用新媒体和大数据加强文艺评论
的阵地建设，既要充分发挥网络新
媒体评论、大数据评价、网络算法的
积极作用，又要加强引导、科学管
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这些都对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工作具
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影视创
作与评论的观念、方式与途径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正在改写着中国影视剧的产业格
局。从创作方面来看，近年来网络
剧、网络电影异军突起，使得影视生
态的面貌与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客观地说，近几年的网络剧、
网络电影也正在逐渐克服创作初期
思想内容粗浅、艺术品质粗劣、制作
技术粗糙的现象，出现了诸如《白夜
追凶》《无证之罪》《长安十二时辰》
《法医秦明》《隐秘的角落》《沉默的
真相》，以及关注现实的网络电影
《春潮》《我们的新生活》《树上有个
好地方》《浴血无名川》等令人欣喜
的优秀作品。但由于准入门槛低，
趋之若鹜者众，不少网络剧、网络电
影匆匆上线，部分作品的内容依然
充斥着耽美、玄幻、穿越、甜宠、虐心
等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有
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
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
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
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
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
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
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
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
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
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
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
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
大众、脱离现实。以上这段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中所指出的创作弊端，
在一些网络剧、网络电影中均有体
现，对人的精神具有极强的污染性。

从影视评论来看，互联网带来
的新变似乎更令人猝不及防，在传
统纸媒影视评论的基础上出现了形
式多样的“新媒体影评”，包括微博
影评、朋友圈影评、弹幕影评、评分
式影评、公众号影评、短视频影评等
等，一时间众声喧哗，热闹非凡。应
该承认，“新媒体影评”对传统的纸
媒评论特别是学院派评论体系产生
了巨大冲击，以其广泛性、多样性、
趣味性，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新媒体影评”
由于受到资本投入、粉丝文化、“饭
圈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被人
们赋予了更多商业价值和利益考

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资本无孔
不入，粉丝肆无忌惮，情绪泛滥成
灾”的不良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网络
影视评论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品质。

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当下的
网络影视创作与评论，面临着非常
艰巨而迫切的任务，作为影视评论
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占领网络新媒体
平台阵地，真正发挥价值引导、精神
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我国影视
事业健康繁荣发展，营造健康、理性
的网络影视评论生态，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

第一，价值引导。影视艺术在
其100多年的历史中，无论任何民
族、国家的作品总是具有或隐或现
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作为大众文化
的影视作品，对普通大众的思想观
念、价值取向的影响无疑大大超过
了文学或其他艺术门类，这在互联
网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影
视评论工作者，在网络新媒体影视
评论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崇
尚者、认真践行者、热情传播者，弘
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

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
澜，要以具有专业性、说服力和影响
力的评论作为影视创作健康前行的
动力，促进提高影视作品的精神高
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努力营造
正确、积极、理性的网络新媒体影视
评论生态，将庸俗吹捧、红包评论、
刷分控评以及网络暴力等不良现象
予以彻底击退。

第二，精神引领。就是要将中
国精神作为中国影视创作与评论的
灵魂，将爱国主义作为影视创作的
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
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广大
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
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
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
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
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
的生活。”因此，影视评论工作就是
要将彰显信仰之光、传递崇高美德
作为评论作品的中心要义，把影视
作品中所展现的人类理想、时代风
貌、良好风尚，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
中；启迪人的思想、温润人的心灵、
陶冶人的情操；把真正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优秀影视作品推介给
观众。

第三，审美启迪。对“美”的创
造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的
目标追求与价值所在。马克思、恩
格斯在有关文艺评论标准的经典论
述中，就曾明确提出“美学的观点与
历史的观点的统一”。作为影视评
论工作者，要具备一双“火眼金睛”，
要遵从影视艺术创作的内在法则与
美学规律，辨别影视作品的审美品
格，歌颂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帮助
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趣味，最终实
现为社会营造理性的审美环境、树
立纯正的审美对象、培育健康的审
美趣味的目标。

（作者系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内蒙古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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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有个好地方》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