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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刘兰慧

  近日，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张丽军的
新书《对话的文学经典教育》。这部25 万
字的著作是张丽军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学15
年之中与学生互动交流的集中展现，同时亦
实现了从文学经典入手进行文学教育与启蒙
的目的。
  “能够进入文学史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
经典性品格。大学课堂讲述的文学作品，都
是人类千百年不断淘洗过、不断筛选之后所
保留的公认的经典。所以大学教育作为一种
科班教育，体现出来的就是经典教育品质：
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培养一种典雅高贵的审
美趣味、审美品格、审美感知力。”张丽军
倡导一种从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出发的，以
文本细读为基础的感性阅读与理性思考相结
合的对话方式，以此来激发学生对经典文学
文本的阐述。
  在谈及为何要研究文学巨匠时，张丽军
认为：“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
他所处理的问题扭结着自身所处时代最核心
的经验。文学研究要迎难而上，去触及这个
时代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在大作家
那里才能碰触到。就像鲁迅一样，他走得比
常人更远，更能够触及那个时代的核心命
题，他的伟大也在这里呈现了出来。他的痛
苦、迷茫、困境都具有代表性。”
  话语是思维的外衣和意识的外壳，一个
人的知识储备有多少，眼睛里有没有精神光
芒的闪烁，都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对话性
是此书最显著的特点，师生之间进行的是一
种平等的对话，谁也不是真理的拥有者，都
是真理的探寻者。教学相长，平等对话是张
丽军课堂的一大特色。他很喜欢和学生交
流，也愿意拿出宝贵的上课时间进行互动，

每个同学都有发言的机会，老师和同学们可
以随时插话、点评，以达到老师与学生之间
的有效对话。
  一部文学作品和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背
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背景，文学解读就
要去进一步探索、还原鲜为人知的文学现
场。张丽军在引导学生理解文本的同时，更
侧重激发学生对问题的探索欲。一个人要有
对世界万物、社会人生、日常生活的诗意的
美的理解、发现和欣赏，即一颗诗意的、柔
软的、美的心灵。进入大学学习文学，提升
学术研究能力是文学教育的一个方面，文学
教育更要培养一颗“文人之心”。
  当然，也有学生提出自己的疑惑：文学
的使命到底在哪里？文学作品只是记录人物
的生活吗？张丽军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做文学能够改变什么？什么也改变不了。
虽然我们提供不了物质的面包，但我们可以
提供精神的面包，文学做的是服务于人的心
灵。就像你说你看到的现实，可能我们不能
替他去扛瓦斯罐，不能替他在寒风中奔波，
但是我们可以去理解他，可以以一双理解的
目光去看待他，理解这个社会，理解他们的
艰辛和不易。所以文学可能是一种悲悯，或
者是服务于人的心灵的，这可能是文学的功
能。尽管它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但是有些东
西比现实问题、比物质方面更重要。我们可
以忍受贫困，但是我们无法忍受因贫困被歧
视、被侮辱。”
  美学家宗白华说，生命如天空的流云一
样美，一样充满着变动。变中有常，常中有
变。与文学相伴，与教育相伴。张丽军在
《对话的文学经典教育》这本书中回望过去
从事大学文学教育工作的十五年，已在他心
中定格为最美的“一刹那”。
  继《对话的文学经典教育》之后，山东

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张丽军的另一著作《现
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张丽军在与同学
们讨论学术前沿问题的同时，还就自己的阅
读、学习、思考，乃至撰写学术论文的思路
结构、困惑难点的打开方法等问题进行交
流。因而，这是一本兼具思想性与实用性、
探索性和现实性的文学著作。
  当今时代信息巨量增长，改变了生活和
文学的关系，让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
带来了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的变化。这些时
代语境之变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性，也使得展现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逐年增
加。全书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即通过对多
个文学研究专题和文学经典的分析来探索
21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
  在《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中，对
话的内容包含知识分子写作、历史主义写
作、现实主义写作、科幻文学写作、网络文
学写作等当代文学前沿问题，每一专题即是
一章。例如在《21 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写
作》一章中，张丽军老师就历数了从古代到
当下经典的知识分子小说，古代有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民国有钱钟书的《围城》，
新中国成立后有柳青的《创业史》、郭澄清
的《黑掌柜》和《公社书记》，新时期以来
有贾平凹的《腊月·正月》，21 世纪以来
有阎真的《沧浪之水》《活着之上》、红柯
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和李洱的《应物兄》
等文本。
  张丽军说：“我想做的是对好的作品的
挖掘，阐述其价值，烧一块千年不坏的金
砖，把作品的前因后果、历史背景、时代气
息、未来价值进行一整锅的熬制，是研究式
的批评。”《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虽
是张丽军老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对话录，但其
中探究学术的方法和心得适合每一个喜爱和

学习文学的人。
  这两本书反映了张丽军对大学教育的一
些看法和观点，他认为：“大学的教育是经
典的教育，读经典的过程是与人类最伟大的
灵魂对话的过程；大学的教育是审美的教
育，应当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感觉；大学的
教育还应当是人文的，应该教会学生悲悯万
物、同情万物，体会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大
学教育更是一种美的教育，借由文学发现与
美交流的精神通道；大学亦是个性教育，针
对同一问题每个人可以有不同渠道、不同视
角，为世界提供一种经验、一种感知。”读
者可以将个人生命、情感、苦难等独特的个
人生命体验融入到对于作品的理解之中，成
为理解文学、理解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
  张丽军认为这两本书“是一次回顾之
旅，书中记录了与朋友、学生、刊物编辑交
流的点点滴滴，将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往事
和金光闪闪的日子汇聚起来便成为一条承载
着记忆且波光粼粼的河流；是一次总结之
旅，书的内容是我与学生们交流的总结，这
可以令读者感受到大学的文学教育依然是充
满魅力、富有光芒的。”在谈及著作的写作
过程时他说道。
  责任编辑王春晓在谈及这两本书时说
道：“编辑这两本书，像是为我拉了一个长
长的书单，以前没读过的要查缺补漏，以前
读得不精深的要进行沉浸式阅读。在编辑过
程中，我不仅是一个编辑还是一个读者，我
相信作为读者的你也一定会有相同的感
受。”这两本书是张丽军和他的学生们真诚
地面对这个世界时，对人生的思考、对现实
的判断，也是最美、最好的时光、情感和记
忆的文字实录，从中可以觅得阅读经典的一
种路径，可以体验到我们所处时代的气息和
精神。

  □ 本报记者 刘兰慧

  近年来，作家张炜的创
作有了一些新的转向，他开

始将视野转向童年、转向故
乡。张炜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创

作了很多新的作品，给非虚构写作
提供了另一种风景，也提供了一个

新的生命思维方式。
  张炜的近作《爱的川流不息》以

流畅简约的线条，勾画出一人一猫的形
象。从一只宠物猫“融融”来到家里开

始，逐渐展开故事情节，作者用深情的笔
触书写了自己养宠物的几段经历，在一次次
与动物的相处与别离中，双方的欢乐与离愁
相互交织，最终构筑了一个超越物类边际、
交相融合的共有精神世界，有着很强的哲学
意味与深厚的人文精神。
  “《爱的川流不息》是离我最近的一部
作品，应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先生之
约而写，写了很长时间，在疫情期间写得很
投入、很沉浸，也很困难。不仅是因为那个
特殊的时期，而是因为在我写了有50 年，
写出了好多文字之后所必然遇到的写作状
态。”张炜在采访中提及，“我发现写作变
得不那么容易。文字对我来说，选择起来似
乎比过去困难，好像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个
时代，我感受到了网络时代对于一个写作者
比较苛刻的要求。当然主要还是我的能力所
限，因为我的创造力远不如过去，不像过去
那样可以一口气把作品写完。我关掉手机、
关上门，不见任何人，自我封闭写了 3 个
月，中间累病了好多次。”
  “这本书字数不多，就是一个小册子，
很多朋友都认为，像我这样写过两千万字长
篇小说的人，创作这本书一定比较容易。”
张炜感慨地说，其实不然，在他看来，早一
两年他写不出这本书，晚一两年写，又会是
另一个味道。为了让读者读得更流畅，他曾
反复修改，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
个字。
  当然也不完全是困难的辛劳的记忆，也
有很多愉快，有好多记忆的回返才能引起的
生命的愉悦。“在书里写了我家养的一个动
物，就是融融，通过它的引线和介绍，又出

现了我过去与之相依、与之一起生活的好多
动物朋友。尽管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但我还
是一直回忆，回忆我过去的生活，回忆我的
少年时代，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精
神方面的经历，也就是这部书现在呈现出的
样子。”张炜告诉记者，小说在《十月》发
表之后“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好多人跟
我讨论，讨论非虚构的意义，以及虚构的成
分，讨论到底写了爱的川流不息，还是写了
恨的绵绵无尽。我觉得都对，但无论如何，
爱还是比恨要多，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才
把这部作品写完，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
们才有勇气生活下去，而且继续我们的劳
动、创造。”
  谈及之后的创作计划，张炜说：“也
许在未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写得越
来越少，但是我不怀疑自己，我会写得更
慎重，我会对文字的要求更苛刻，我觉得
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松懈。我觉得真正意
义上的写作者、作家都会如此，面前有困
难，但是要往前走，文字要继续，探寻要
继续，追求真理、追求真实的决心要变得
更加强大。”

  张炜还分享了自己创作背后的故事。
“活了60 多岁，这个岁数的人，内心是很
脆弱的。”小说中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
的关系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得自己没有
一丁点儿虚构的欲望。但文内小动物的结
局又作了艺术处理，只写到一个小动物死
掉了，其他小动物都被描述为不知所踪。
“是真不知道吗？而是于心不忍。”张炜
说，在社会中，爱是不容易、困难、沉重
的，明明是绵绵不绝的恨，却还要爱得川
流不息。写小动物的书是很难的，稍不留
意就会落入套话，除了要有深厚的功力，
还有付诸质朴、诚挚的情感，这次创作对
作家自己而言也是一次考验。
  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
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及暨南大学文学院曾主
办了该书的研讨会，与会学者进行了激烈
的讨论。暨南大学教授张丽军认为，张炜
是思想家式的作家，是作家中的作家。近
些年来，他以独特的、优美的、典范性的
汉语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中具有很大影
响力。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认为：“张
炜呈现出来的小獾胡、小来以及融融这些

动物的形象，都深深刻进了他的生命灵魂
之中，也融入了他日常生活当中，正是他
以这种平等心、平常心、博爱心去看待这
些动物，于是才有了与动物之间所建立的
感情，与动物之间所进行的对话，这就愈
加呈现出我们人类世界的阔大无延，以及
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能够留存下去的人性以
及人情。”刘东杰认为，《爱的川流不
息》是一部呈现人与动物相处相知、充满
人间大爱的作品。作者独具慧眼的观察，
对动物的熟稔与热爱，对“爱”的体悟与
阐释，赋予这部作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引
起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小说选刊》
副主编李云雷认为，张炜是一位作家，更
是一位作家中的“诗人”。他早期作品中
的葡萄园、“野地”“一潭清水”“古
船”以及《九月寓言》中的“奔跑”“鏊
子”等既有写实的层面更是诗歌中的“意
象”，包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内涵与美学
意蕴。相比之下，《爱的川流不息》更朴
素易懂，但也更意味深长，这就像托尔斯
泰晚年返璞归真一样。
  张炜曾说：“善良与残忍同样多得不
得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残忍，每个
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美善，所以我们一定要
努力地去爱，去寻找，去理解，而不要仅
仅对人性失望，不要仅仅是对人的诅咒。
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尽管它有时候战胜
不了恶。爱在某些时候会异常强大。”
《爱的川流不息》写作于疫情肆虐的特殊
时期，这也是作者写作和思考的契机，在
这样相对隔离的状态下，动物给予人的陪
伴和安慰可能是更加深刻的。
  在今时今日，也许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考察的维度——— 怎么处理人与动物的关
系，同样在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
此，不妨以作者张炜在书中附录的文字作
为结尾：我们讨论动物，实际上是在讨论
人和人之间的规则和规律，谈生命的属
性。文学就是书写生命，就是表达人性在
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会怎样成长和演变。好
的文学，总是让人类经验得到延伸、得到
补充。文学的价值也在这里。我们讲动
物，更是对生命、对人的社会性、对人性
的一次次抽样检查和鉴定。

“农历精神”比“农历”更重要

——— 关于《农历》的创作谈

  □ 郭文斌

  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因为在我看
来，“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底气、基因。昔日，
列强可以摧毁中华大地上的建筑，但无法摧毁“农
历”；时间可以让岩石风化，但无法风化“农历”。
“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
在，也是魅力所在。
  和先祖相比，现代人的“营养”很不平衡，“体
质”很寒，动不动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
“天气”和“地气”了，久而久之，元气大伤。而一个
人要想恢复元气，就得首先接上“天气”“地气”。
“农历”正是向人间运送“天气”和“地气”的，是告
诉人们如何才能接上“天气”和“地气”的。
  我不反对外来文化，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华文明本
有的一些文化精华被湮没，被轻视。正如我不反对过西
方节日，但我也不赞成忽视我们自己的节日。国家近年
来倡导“过好我们的节日”，倡导“经典诵读”，真是
英明至极。想想看，一个人把自家的地荒着，却去种别
人家的地，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民间传统比经典传统更牢靠，依陋见，中华传统文
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传统，一部分是民
间传统。经典传统固然重要，但民间传统更重要。因为
经典只有化在民间，成为气候，成为地力，才能成为营
养，也才能保有生命力，否则就只是一些华美的句段，
也不牢靠。民间是大地，是土壤，经典是大地上的
植物。
  只要大地在，就会有根在，只要有根在，就会春来
草自青。
  经典传统是可以断裂的，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裂。
焚书坑儒时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
裂；“动荡年代”，经典传统断裂了，但是民间传统没
有断裂。民间传统就像水，再锋利的刀，也是无法斩断
河流的。如果说“农历”是一个民族的命脉，那么“农
历精神”就是一个人的血脉。
  一个民族，如果有强大的民间传统，就会永远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如果有强大的“农历精
神”，就会随处结祥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历”才
是真正的中国符号。
  “农历精神”比“农历”更重要。诚然，我们可能
无法回到“农历时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
精神”。只要每一个人心中还有“农历”，还有“农历
精神”，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快乐之本、幸
福之源。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因为“农历”本质上是生
命力的“统觉”，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合”，在我
看来它就是“顺”，而“顺”，就是“利”，所谓“顺
利”。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
“顺”，于是天灾人祸成了每天新闻的主角。依我浅
见，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农历”，人祸是因为人心
失去了“农历精神”。
  近年来，在走近“农历”的过程中，我渐渐低下了
自己一度十分骄傲的头，弯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负的
腰。“农历”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
私，包括自恋。在《农历》之《中元》一节中，我把
《目连救母》一出戏全部搬了进来，因为它让我看到了
古人的心量，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
  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东方“救文化”的寓言。目
连所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更是大地母亲、自然
母亲、斯文母亲、仁爱母亲。而《目连救母》作为一出
戏，世世传唱，代代完善，却没有作者署名，这样的
“作家”，该是多么让人崇敬。因此，对我来说，《农
历》的写作还是一次深深的忏悔。
  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种祝福，对岁
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
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就像
“点灯时分”，把灯点亮才是关键，至于用哪个厂家出
产的火柴，并不需要十分考究。
  “农历”的品质是无私，是奉献，是感恩，是敬
畏，是养成，是化育。一个真正在“农历”中自然长大
的孩子，他的品行已经成就。反过来，做父母的要想让
孩子养成孝、敬、惜、感恩、敬畏、爱的品质，就要懂
得“农历”，学会“农历”，应用“农历”。“农历”
是一个大课堂，它是一种不教之教。
  就像一个人，当他一旦踏上有轨列车，就再也不需
要担心走错路，列车自会把他送到目的地，因为它是
“有轨”列车。“农历”就是这个“轨”，它既是一条
人格之轨，也是一条祝福之轨，更是一条幸福之轨。它
的左轨是吉祥，右轨是如意。
  看完《农历》，读者就会知道，其中的十五个节
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
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设计的十
五种“化育”课。
  古人早就知道，“化育”比“灌输”更有用，“养
成”比“治疗”更关键。
  因此，关于《农历》，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奢望
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
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
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
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
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作者简介：郭文斌，现任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中国
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寻找安详》《农历》等十
余部畅销书。长篇小说《农历》获第八届“茅盾文学
奖”提名。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
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

从文学经典入手进行文学教育与启蒙
——— 张丽军谈新书《对话的文学经典教育》与《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

是爱的川流不息，还是恨的绵绵无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