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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我与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

/ 名家面对面

“品阅书香·名家面对面”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重点项目之一，作为由北京市委宣

传部主管主办的北京阅读季子项目，通过自办或联结出版机构、阅读空间、图书馆、社区等

各类阅读组织的方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作家，举办阅读论坛等活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作

为项目的策划方和执行方，广泛联结社会力量，推荐大量优质合作机构和优质内容，进行阅

读推广。

此前我们曾连续推出专题报道，呈现了一批表现亮眼的阅读推广品牌（链接：本报

2019年1 月29 日2498、2499 期第9 版《北京阅读季关注品牌“名家面对面”重点项目连

连看》；4 月30 日2522 期第8 版《北京阅读季关注品牌力量“名家面对面”重点项目实招

“起底”》；8月16日2552期第3版《“名家面对面”重点项目聚焦老北京文化传承》；9月27

日2562、2563期第54版《名家面对面 作家思享会吸睛人气高》；10月11日2565期10版

《名家面对面 作家专访探寻写作缘起》等）。

今年，“品阅书香·名家面对面”特别策划了“今夜，我和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传统文

化也可以很亲近”等多个主题的系列活动。近期，“今夜，我和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活动先

后邀请茅奖评委、作家、出版人等与读者面对面，多维度挖掘文学的力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解 慧/整理

●活动实录

10月12日，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北京阅读

季·名家面对面、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承办，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协办的“今夜，我与茅盾文学奖有个约会”系列活动

之首场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活动邀请《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

协主席团委员、茅奖评委梁鸿鹰，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中

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茅奖评委杨庆祥，代表作家和评论家等不同的

角度亮相和发问，引发读者对文学之用的深入思考。活动由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

各位学者大咖从茅盾文学奖聊到新晋诺奖文学奖得主，点评了海内

外文学奖及其影响力，并从中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原创力与世界的距离。

文学的力量是什么？娱乐化世代文学的阅读价值是什么？围绕一系列问

题，现场嘉宾纷纷抛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10月27日，由人民出版社读书

会、北京阅读季·名家面对面、角楼图

书馆联合主办的的“树立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主题读书活动之《阅

读是一种责任》读书分享会在京举

行。活动特别邀请《阅读是一种责

任》一书作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编

审于殿利做客读书分享会，带领读者

寻觅阅读的方法与责任。

读书会现场，于殿利首先阐释了

阅读为何被称作“一种责任”。他认

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社会性，阅

读看似是个人行为但实际是社会行

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社会做贡献，

在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自身能力并

创造价值，使其价值高于社会财富，

即对个人负责，对社会尽责。

于殿利在分享会上对比了中外的

读书现象。他表示，全民阅读不仅不

止一次地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且已

经上升为了基本国策，这是中国百余

年来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

果之一。然而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同时，社会却出现了文化发展滞后的

现象，国人阅读量明显偏低。至此于

殿利认为，提高国民阅读水平和整体

素质的任务艰巨且迫切，它无疑应上

升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

发展的高度，成为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此外，于殿利还介绍了阅读的历

史发展进程，从文

学、宗教、艺术、哲学

等方面展开分享。

他表示，即便随着信

息科技愈加发达，阅

读只是在内容、方式

和方法上与时俱进，

却从未被替代。

在提到阅读的

目的与方法时，于殿

利向现场读者分享

了自身的读书心得。他强调，阅读要有所感悟、有

所收获，将书中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智慧、思想，提

高思维能力。

谈到如何高效阅读和正确选择书籍时，于殿

利表示，如何选择一本“对的书”也是一门艺术。

读书首先要明志。要明确树立自己的读书兴趣

和目的，然后选择有益于自己的图书并采用适合

自己的读书方法；其次要确定读书的方向。所谓

读什么书造就什么人，选择读书的方向决定了你

将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最后便是要真正做

到“开卷有益”。会疑、善问、精思、明辨，做到以

上四点才能使读书获得收益。

互动环节，于殿利对现场读者提出的问题进

行细致作答。读者们纷纷表示此次读书分享活

动十分有意义，特别是于殿利对于阅读的分享，

让大家了解到个人的进步需要读书，国家的发展

需要提高个人阅读水平。对自己负责，为国家尽

责，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融洽。 （李亦馨）

茅盾文学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

韩敬群：今年，《人世间》（梁晓声）、《应物兄》（李

洱）、《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角》（陈

彦）5部作品从242部入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十

届茅盾文学奖。梁鸿鹰和杨庆祥是茅盾文学奖评委，

该奖筛选秉承着什么样的标准与尺度？

梁鸿鹰：评选过程是一个不断甄别、争论的过程，

评委在评审过程中经过了5轮的筛选，从200多部到80

部，依次筛到40部、30部、10部、5部。越往后越激烈，

从30部开始评委之间就开始了非常激烈的“搏斗”。大

家有很大分歧，但再怎么分歧最后也要产生5部获奖作

品。这5部作品有各自的特长，优势非常突出。

杨庆祥：茅奖是只评过去的4年在中国大陆公开

出版的超过13万字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标准下，核心

是符合茅盾先生对于长篇小说精神的理解，即反映中

国现实主义的的作品。今年胜出的这5部作品，无论

是从艺术、主题、价值观的角度，都非常的符合茅盾文

学奖的评价的要求，同时也能够呈现过去4年里面中

国长篇小说的成就。

韩敬群：从作家角度看，这5部获选理由是什么？

梁鸿：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作的时候一定是依照自

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奖项而写。一

个奖项固然非常好，它对作家是一种嘉奖，也在提醒读

者关注，这是作家渴望的。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在写作

的时候要迎合读者，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关注的是

他自己，但当写作之后，还是希望有一个读者能够阅

读，能够感受到作家的心灵中的传递。

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奖项和作家的写作应该分开来

看，从这一届茅奖来看，比如像李洱的《应物兄》、徐则

臣的《北上》、梁晓声的《人世间》，当你读到他们的作品

时，你会发现他们用思想创造了一个世界，他们试图在

创造的世界里来展示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与人的关系，

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他们是有自我追求的作家。

一个奖项的评选，并不是一锤定音“某位作家是一个伟

大的作家”，更多的是提醒读者，去关注和了解一部值

得阅读的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韩敬群：从1982年开始评选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到

今年总共10届，产生了48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其

中，影响力最广的两部作品是《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

的葬礼》。据悉，《平凡的世界》一年销量将近300万册，

《穆斯林的葬礼》也有几十万的销量，并在高校图书馆中

借阅排行榜上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在我们现有文

学史的写作里，这两本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与普通

读者热情拥戴好像构成很大的反差。

事实上，茅盾文学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这是一个

非常残酷的命题。因为经典的时间需要足够得长，这

也是为什么《红楼梦》可以经久不衰，我们称之为经典

的原因。大浪淘沙，历史的淘汰是非常残酷的，一部作

品热卖几年不足以说明其经典。我们现在亦不能确定

地说《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现在这么受拥护，

将来一定会成为经典。

杨庆祥：这48个作品有多少部被现在在文学史上

记下来？再过50年还能够被记得？我觉得应该会非

常少。如往届的作品，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

茂和他的女儿》都被拍成过电影。但是很多人对这两

部作品还是陌生。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史，流传到如

今的诗人和作家屈指可数。所以，我们做当代文学研

究的人经常会提醒自己，可能过一段时间作品的存在

感就不是那么强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历史也就

不能构成。这有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在里面。

梁鸿：我觉得一个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要从多个

方面看待，如《平凡的世界》作为一个分析的文本特别

有价值，它展现了文学和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互

动关系。一代代年轻人都在阅读，是因为年轻人确实

找到了它内在精神的共鸣，以及奋斗和孤独的状态。

但从文学艺术而言，《平凡的世界》的语言并不那么精

进。但一部可以源远流长的作品，与自身所存在的状

态以及作品本质有关系，并要找到一种平衡。即作者

对那个时代的思考，语言的精进和对人性内部的思考。

韩敬群：如果让你们排序，一直在心中占据一个位

置的茅奖作品是哪部？

梁鸿鹰：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白鹿原》可能是一

个不太绕得过的作品。

杨庆祥：这个问题太尖锐了，48部作品我确实都

关注过，但真正从阅读快感的角度看，《尘埃落定》《白

鹿原》从故事和语言角度挺有意思的。但说实话还有

一些单薄，如果从经典的角度看，一部作品之所以源远

流长，是因为它有更多的话题可以不停的被学术生产

复制，挖掘出更多东西。以此为标准的话，我觉得《平

凡的世界》会更有可能会被后人所记住，因为它和社会

互动的切面比较大，值得我们阅读和了解。

梁鸿：我是一个滥情主义者，我对所有的文本都

要拿起来读一读，让我挑选最喜欢的，真的有选择困难

症。也不是博爱，因为我觉得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独特

的长处，我愿意找那点长处琢磨。

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

韩敬群：今年的十月是一场文学盛宴，不只有茅

奖，还有诺奖。今年的诺奖有谁预测到了？

杨庆祥：在这里要给大家辟谣，诺贝尔文学奖的提

名8个短名单50年以后才会公布，每次诺奖前期的预测，

不知从何而来。如今年媒体呼声最高的作家残雪，是一

个非常好的作家，但是媒体是如何得知她被提名了？关

于今年诺奖作家，我确实有过判断，我预计可能会有一位

女作家获奖，这是因为瑞典文学院去年因为性骚扰没有

颁奖，及这两年全球的女权运动。这非胡乱猜测。

韩敬群：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揭晓了两届文学

奖的得主，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

加·托卡尔丘克，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

家彼得·汉德克。请谈谈对获诺奖作家的了解情况，也

不妨预测一下他们作品在中国市场的走向？

杨庆祥：我刚刚去了一趟波兰，但也不知道波兰的

女作家这么有影响力。另外一个作家汉德克，有一年

来过上海书展，对中国比较友好。他的获奖，引来欧洲

很多知名作家的抨击，这与他的行事风格和创作有着

直接的关系。首先，汉德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派

和先锋派作家，他一直秉持他的先锋精神，我觉得可以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冒犯。他的作品不停地在冒犯，

冒犯既定的一些审美、道德、契约。其次，无论作为一

个剧作家还是小说家，汉德克都是反故事的。比如让

汉德克登上奥地利文坛和欧洲文坛的作品《骂观众》，

前年也被著名话剧导演孟京辉搬来在乌镇上演，作品

内容就是四个演员站在舞台上不停地骂下面的观众，

没有任何的情节、故事。他还有一部小说《一个农家保

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内容和名字一点关系都没

有。这都体现了他的先锋精神。

梁鸿：这两个作者我不是很熟，他们两个的风格特

别不一样。波兰作家奥尔加的《太古和其它的时间》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我看完之后，印象不深，她

的作品有一点像中国莫言早年作品的风格。奥尔加的

语言也非常之短，擅长把民间、民族所谓的传说或神秘

的东西挖掘出来，然后赋予一个现代的故事。从这点

上说，奥尔加的风格也具有先锋精神，试图把过去、现

在、历史这样一种线性的发展打乱，重新继续一个并在

的空间里面，为此她做了很多的尝试，她的小说非常具

有现代小说的某种韵味。

关于汉德克，我之前看过他的戏剧，不是很喜欢，他

的语言太庞杂了，哲学、各种模型的片段，挑战人们的阅

读极限。但某种意义上又确实是代表着现在，即当代社

会一种存在形态，我觉得汉德克是特别能够把握住当代

社会里面人存在的一个作家。个人觉得，从长远来看，奥

尔加的作品可能比汉德克在我国销量要好一点。

韩敬群：这几年，诺奖也有很多的争议，不只是一

些作家和作品值得商榷，更甚的是，也有声音质疑这些

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

梁鸿鹰：诺奖10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有一半获得

诺奖的人已被人遗忘。比方我个人十分喜欢的在

1999年得奖的君特·格拉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

杨庆祥：这两年诺奖确实有很大的争议，包括前些

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暗店街》《青春咖啡馆》太

过小清新，不够厚重，以及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非常

平淡，它与茅奖的判断尺度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而我喜欢的作家基本上没有几个获得诺奖，如博尔赫

斯、卡夫卡、托尔斯泰等都没有获得过诺奖。

梁鸿：不管是茅奖还是诺奖，又有多少作品能被人

们所记得？很多作品的作家可能也不被记得，我们认

可的作家如托尔斯泰也没有得到诺奖，但这并不影响

他受人们喜爱。

阅读可以遮蔽世间苦难

韩敬群：阅读对每个人来说，在人生中都有特别的意

义，我特别喜欢英国作家毛姆的一句话：“实际上我们每个

人养成阅读的习惯，其实就等于给自己在人生里搭建起了

可以遮蔽世间几乎所有苦难的避难所或者庇护所。”明朝

一位诗人也曾说过：“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把这两位中外作家的话连起来讲，我觉得阅读对于我们来

说，是给自己搭建一个又一个避难所或者庇护所，然后帮

我们结交一个又一个的好朋友。请三位嘉宾把对自己人

生影响特别大的一本书推荐给读者。

梁鸿鹰：我发现我喜欢的书太多了，但辽宁教育出

版社外语文库的爱伦堡的《捍卫人的价值》我读了很多

遍。该书中有篇文章叫《谈作家的工作》，这被认为爱

伦堡文学观的一个集中体现，这篇文章不仅代表了爱

伦堡，也代表着所有那些正直的伟大的作家的心声，这

也是我们对这些作家油然产生敬意的原因。

杨庆祥：我给大家推荐徐梵澄的学术著作《孔学古

微》，该书是他向西方的读者和印度读者介绍中国孔子

的思想的哲学论著，不仅文笔好，而且对孔子思想的理

解精妙之处，十分吸引人。因为徐梵澄懂8种语言通

西学，最早翻译尼采，通中国的古典哲学，又对印度哲

学又精深的研究，所以他其实把中西东方的智慧都圆

融在一起了。但我最欣赏他的是他在自己一生和所有

著作里所呈现的精神哲学的角度，所以他被称为精神

哲学的大师。我在30多岁时突然发现真正的智慧是

不可得的，突然想寻找智慧，结果发现徐梵澄最后统摄

这一切的哲学和他人生的就是寻找一种最高整全的圆

融的智慧，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文学，也是人生很高的境

界，可能我们普通人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追求它。

梁鸿：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我为什

么介绍这本书，2016年的时间奥兹曾经来过中国人民

大学，本人非常风趣幽默。多年来，他是诺贝尔文学奖

呼声特别高的作家之一，于2018年去世。该书以一个

非常微小简单的家庭为单元切入，当你读完之后，你觉

得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以色列的当代历史，一个作家怎

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小的家庭元素下扩大到时代，这

是非常考究功力的。同时读者也会看到以色列内部的

知识、政治与周边民族的冲突的复杂性。这部小说那

么小又那么大，它那么沉重又那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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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是一种责任》一书中，于殿利详细阐

述了“阅读是一种责任”这一观点，认为这是一种

主张，也是一种态度。主张是学术上的，立足于学

术或学理上的阐述，目的是在学理上说清楚、道明

白；态度是行动上的，目的是让学术道理不断转化

为阅读的动力，让阅读成为一种人生态度，让阅读

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终让阅读成为一种文化，浑然

于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精神中。以文化人是人类永

恒的使命，是丝毫不能松懈，时刻不能间断的使

命，因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他希望，读者可以

从书中感受到阅读是人类的天职，这个神圣的职

责必须由每个人来承担。一般人可能认为说责任

很沉重，不愿意把阅读与责任联系在一起，因为人

们似乎很崇尚轻松的阅读。在他看来，阅读可以

是很愉快的事，但它绝不轻松。而另一方面，尽管

承担责任在有的人看来显得沉重，但它仍然可以

是幸福和荣耀的源泉。尽责是幸福的，幸福源自

于吸收知识的充实，充实后的踏实，以及内心被知

识之光照亮后的笃定；尽责是光荣的，光荣源自自

我价值的实现，具化为阅读积聚的能量，及其对家

国人类的释放和反哺。正是在这种释放和反哺

中，自我不仅感到了存在，而且有用。

阅读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