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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历史话语, 在不同的历史语境 中有着不 同的要义和 范畴。新现实 主义小说 的

历史语境就是 当下转型期的社会现实, 它的人 文精神 就是对 在市场 经济条 件下利益 受损的 人民群 众尤其 是
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抚慰。它具体表现在作家与人民群众/ 分享 艰难0 的创作精神 上。这种以/ 分享艰 难0为 核
心的强烈的人文精神与以往文学思潮所张扬的人文精神有 所不同, 它在继承 和发扬原 有人文精神 的基础上,
立足 于现阶段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现实而增加了审美新质和时 代精神, 融合成 有利于个人 自由发展、完善 美好
人性的新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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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核和精
髓, 它具体表现在作家关怀人生、
体贴民众的创作

的自身价值。它的目的是把人从专制制度和神学
桎梏中解救出来, 由人主宰其所生存的世界, 成为

态度和倾向上。20 世纪的中国文学鲜明地体现

万物的灵长。此时的人文精神更侧重的是理性,

出这种精神。从 20 世纪初文学启蒙时期的文学

让人们认同和相信人类通过理性的创造力和支配

研究会/ 为 人生0的 创作态度, 到延 安文学至/ 文
革0前 17 年的/ 为工农兵0的创作原则, 再到新时

力, 完全可以自由地创造和支配世界。与此类似
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则出现在/ 五 四0 新文化运动

期的/ 二为0方向和现在的/ 三贴近0原则, 都强烈

中, 它表现为用科学和民主批判封建纲常道德, 如

地表现出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和抚慰。可见人

周作人在5人的文学6中提出新文学应是/ 人的文

文关怀在文学发展的历时性结构中不断地充实和
建构着, 但也在不断地被异化和消解。在 20 世纪

学0。他认为, / 人的文学0是以合乎人性的人的灵
肉一致的生活为是的文学。所谓/ 肉0, 是/ 相信人

末物质进化、
道德退化, 物欲膨胀、
精神萎缩的历

的一切生活本能, 都是美的善的, 应得完全满足0;

史情境中, 人文关怀又被新现实主义作家唱响和
高扬。这既是文学走近人民大众、反映社会人生

所谓/ 灵0, 是指人类向上发展的精神生活。所以,
/ 人的文 学0是以/ 人道主 义为本, 对 于人生诸问

的一种必然之路, 也是作家天性良知、
道德操守的

题, 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
0他又强调这种人道主

一种必然体现。

义是/ 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0, 讲人道, 爱

一

人类, 须 / 先 使 自 己 有 人 的 资 格, 占 得 人 的 位
置。
0[ 1] ( P4) 他以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来反对违反人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历史话语, 在不同的历史

性的礼法制度和兽性的遗留, 并把违反人性的旧

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要义和范畴。人文精神在欧洲
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 具体表现为对神权的否定

文学作为/ 非人的文学0加以斥责和批判。周作人
的这种人道主义的主张是人文精神在/ 五四0时期

和对人权的肯定, 也就是用人权反对神权、
确立人

的具体体现。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与西方的人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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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很多相近之处, 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就是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和启发下而兴起和发

和信念迷失, 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机
制在整合过程中的不平衡。因而致使社会秩序紊

展的, 所以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

乱和失控、经济下滑和衰退, 如腐败问题严重、
工

于西方人文精神的移植和介入。/ 五四0新文化运
动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次人文主义运动。

厂破产、工人下岗、
农民打工、大学生就业困难等
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们面对转型期的社会

在当代文 学史上出现的两 次较大的 人文思

现实, 着眼于基层群众, 以审美的方式对当下历史

潮, 都发生在新时期文学中。在/ 文革0以前, 虽然

阶段做了深入的探究和理性的概括, 表达了对目

由于特定历史阶段的要求或政治的需要, 人文精
神表现得过于狭隘, 但对民族兴亡的忧愤和感伤,

前在利益和精神上暂时受到损害的人们的深切关
爱, 揭示出人们在市场经济及文化潮流的转折中

对社会 人生的关注和 抚慰都是感染 人心的。在

存在着现实努力与理 想愿望之间的 反差和不适

/ 文革0阶段, 在/ 文艺为政治服务0的桎梏下, 文学
逐渐丢失人文精神, 丧失审美功能, 而沦为政治话

应。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们不仅描绘了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奋争苦斗以及自身所付出的代

语。文学中的人性也异化为政治性、
阶级性, 作为

价, 也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了反思, 提醒人们对现

文学主体的人也变为政治或阶级的符号。新时期

实及自身要作出新的思考和评价。这样, 他们就

第一次人文思潮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 伤痕文学0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阶

成为 世 纪末 重振 文 学人 文 精神 的 倡导 者 和实
践者。

段, 更多的是揭露批判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扼杀和

从以上可以看出, 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性的

对人的心灵的戕害, 如5班主任6、
5啊6等作品让我
们看到了在政治的压 抑下扭曲变态 的人性和灵

概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人文精
神从总体上来说, 即/ 关怀人的精神, 其核心应该

魂。/ 反思文学0 则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审视、

是人, 它是对人的关切, 有对普通人、
平民、
小人物

反思过去的历史, 对在非人道的生活境遇中所闪

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 也有对人的发展和完善、
人

现出来的人性之光给予审美定位和充分展示, 如
5天云山传奇6、
5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6 歌颂了纯

性的优美和丰富、
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人是
不断发展的人, 人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历史发展的。

洁的人性美, 表现了人间真挚的爱情。在/ 改革文

因此, 人文精神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同样, 由于

学0这种奋进、高亢的时代主旋律中, 也伴随着人

人的需求的多层次, 人文精神也应分层次: 有对人

性美的和谐, 如5乡场 上6 写了人的尊严 的恢复,
5内当家6则在阶级性和人性中做了最好的选择。

的终极关怀, 即追求人的意义、
人的全面和自由的
发展; 有对人的现实关怀, 它是针对具体的现实的

除此, 许多作家抛开政治话语和功利价值而更多

人的生存处境0 [ 2] 。而在现阶 段, 人文 精神包含

地侧重人性的张扬, 如5大淖记事6、
5受戒6展现了
纯洁、
朴素的人性美, 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尤其

着具体的现实规定性, 也就是要关怀特定历史语
境下的人们的精神和生存状态。在新现实主义小

是5哦, 香雪6和5明姑娘6把传统的美好人性与现

说中的人文精神就是对市场经济大潮下广大人民

代文明完美结合, 显示出了人性的进步和完善。

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关怀, 对他们精神

第二次人文思潮则出现在 20 世纪末的新现
实主义小说中。如果说 20 世纪初的人文运动主

世界的关爱与抚慰。对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
们来说, 也包含他们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

要是为了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
追求文明进步, 而

识。这可以从显层次和隐层次两方面来说。显层

20 世纪末则是为了抵御物欲、金钱对人类文明的
侵蚀。应该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是在

次是指对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出现的精神与
物质的倒错、
存在与环境的失调的反思与批判; 隐

不同的历史情境中, 重新建构适应人类发展需要

层次是指对意识形态淡化和另类化, 对人们精神

的精 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推 动物质文明的进步。

浮躁化的焦虑与关怀。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们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 传
统道德观念被怀疑和丢弃, 而新的价值观念尚未

面对精神异化的社会现状, 表现出/ 一种对于人类
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 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

形成和建立, 于是导致了人们精神迷惘、
道德沉沦

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

104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6 期
[ 3] ( P 28)

体思考0
。他们勇 敢地承担起改变人们浮
躁、
孱弱、迷乱的精神状态和纠正忽视或漠视精神

他们自身就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弱势群体中
的一员。他们有着和 普通百姓一样 的经历和感

价值取向的责任, 并显示出如何将处在精神困境

受。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情感积淀才使得他们用

中的人们从无奈中拯救出来以建立和谐社会的整
体思考。

小说这种言说方式表达与大众分享艰难的感怀。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起初都是业余作者, 他们与

二

人民群众始终同忧共难、息息相关, 没有谁比他们
更了解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分享艰难决不是一

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历史包容性, 但在 20 世纪
末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它更鲜明具体地表现为

种情 感施舍和怜悯, 而是血 浓于水的深情厚意。
张平曾这样讲: / 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当

与人民群众分享艰难的精神。也就是说, 作家应

过农民、干过工人、做过教师。干过的活 儿也很

把自己的创作心智自觉地投放到人民群众之中,
而不是束之高阁的寂寞歌唱和漠视一切的情感零

多, 拉犁、推磨、
挖煤、
挑大粪, 为了生存, 我曾终年
奔波、
历尽坎坷。所以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老百

度。/ 分享艰难0不仅表现为个体与群体同忧共难

姓的喜怒 哀乐和他们关心 的问题。
0 [ 6] 正是因为

的大善, 而且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他们有过在底层生活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对生活

从屈原的/ 哀民生之多艰0 到杜甫的/ 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0, 再到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 分享艰

的艰难有过炼狱般的体验, 他们才可能与处在艰
难忧患中的百姓息息相通。所以, 写出人民群众

难0, 可 以 看 出中 国 文 学的 人 文精 神 是 一脉 相

的生存状态, 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就成了他

承的。
/ 分享艰难0是新 现实主义小说 作家的创作

们的创作动机。他们认为, / 当代中国的作家, 所
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 往任何时代的 作家更为艰

观。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 / 在一个经济转型、
社

巨, 我们应该而且也必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我

会变革的时期和充满困惑、
焦灼的心态里, 人们对

们文学的表现中心。这是时代的需要, 也是每一

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都会有所不同。不同的看法
反映到文学中来, 形成有差异的创作观念和评论

个作家能够有所作为的第一个基点0 。新现实
主义小说的作家们不仅把表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作

方法。如果你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在进步, 而且是

为自己的责任, / 用真心去写作0, / 关心群众的疾

以一种急剧的速度向前发展, 这个进步不仅是物

苦0 [ 8] , 还用文学作品给人民群众以关怀和希望,

质方面的, 也是精神方面的, 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
都是伴随着进步而出现的, 而且也只能在进步的

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去营造美好的精神家园, / 为那
一个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 提供

发展中获得解决, 从这种现实观生发出来的创作

一双安抚的手0, / 以天地良知和责任照亮这里的

[ 4]

[ 7]

[ 9]

观便是-分享艰难. 0 。/ 分享艰难0 是作家人文
精神在 20 世纪末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也

生活0 。
正是这种为百姓写作, 与百姓分享艰难的人

是作家与现实生活、人民群众之间的一种必然联

文精神在今天这个缺少人文关怀的年代才显得这

系。正如刘醒龙所说: / 从分享幸福到分享艰难,

样感染人心, 在/ 物化0、
/ 性化0的文学世界是这样

我的声音或许太小太弱了, 这样的路也会是太难
太难。无论是作为作者的我还是作为本质的乡土

弥足珍贵。新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与人民群众
/ 分享艰难0的人文关怀精神, 既是千百年来中国

乡村的现实就是如此。分享幸福是一种善, 它昭

文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0的忧患

示作为人的无私, 而分享艰难则是一种大善, 它是
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
宽广与容纳, 任何一种有关

意识的延续, 也是在 20 世纪末这个历史转型期所
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社会新质的文学品格。

人与社会的进步, 其过程必定少不了对艰难的分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首先将关爱的目光投注

享。
0

[ 5]

这种/ 生命底蕴中的慈和爱、
宽广与容纳,

到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牺牲而未获

在 20 世纪末物欲泛滥、
道德泯灭的特定历史环境
中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得应得利益却受到伤害的普通人身上, 正视和同
情他们的不幸, 给他们以精神的抚慰和正义的伸

/ 分享艰难0 首先源于作家的生命体验, 因为

张。应该说, 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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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同 机制在整合过 程中的不平
衡, 这也就必然给生活在底层的群众带来物质和

困惑和折磨, 另一方面他们又默默地承受着物质
和精神的重轭, 艰难跋涉、
奋力前行。这较之那些

精神的不平衡。他们与白领阶层、企业主、歌星、

庸俗和腐败的/ 肉食者0不知高贵了多少!

影星们的生活距离愈拉愈大, 甚至成为市场经济
的/ 牺牲品0。下岗失业, 打工受雇佣在他们那里

这种分享艰难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普通百姓身
上, 更体现在基层领导者的身上。他们是党的政

随时都成为一种可能, 他们不得不饱尝被人歧视

策的具体实施者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者。

和损害的包身工的滋味。作家们对此表示了浓重

在社会大环境失调的今日, 他们的为官也是一种

的关爱之情。谈歌说: / 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铁
饭碗. 和-大 锅饭. , 使企业进入市场 经济的漩流

承受着精神苦难和解决人民疾苦的艰难历程, 甚
至是充 满悲剧 色彩的 生命 和精 神涅 般
木 的 过程。

中。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 使工矿企业和工人的

作为一个领导者, 他们企图在国家、
民众和个人之

生存状态明显分化。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促
使我写这些 小说, 对于他们的困难、烦恼以及欢

间找到一种妥协和共识, 以化解苦难, 走出困境,
但在现时的社会环境里, 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或

乐, 我不吐不快。
0 [ 10] 作家们将这种情感灌注到作

一步到位的措施都是难以奏效的, 有时只能以他

品中, 呈现出哀伤和凄楚的色调。如5学习微笑6

们的 牺牲才能唤起民众, 激 扬民族弱化的心灵。

中厂领导为了不使工厂破产, 让李小水等有姿色
的女工学习/ 三陪0、强装笑颜去迎合港商的无礼

5大厂6及其续篇中的吕建国以敢下地狱的赴难精
神拯救工厂, 以崇高的人格和奉献精神凝聚人心。

要求, 而她们的心却在流血。5太极地6 中合资企

他带头捐款救济困难职工, 拒绝为妻子开后门搞

业的工人因受外商侮辱而联合起来反抗其结果却
是中国民工向外商赔罪, 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再次

钢材。他到处奔波周旋、
煞费苦心、殚精竭虑、惨
淡经营。在环宇厂要兼并红旗厂, 厂领导们纷纷

上演了包身工的悲剧。5奔小康的王老祥6中, 10

给自己安排出路时, 他却拒绝了章东民让他到环

年前因村干部吃喝欠银行的款却硬性栽到簸箕沟

宇厂任副总的邀请, 而是让章东民接收红旗厂的

10 户村民的头上, 使他们被迫去 应诉, 其结果是
法院判村民败诉, 反映了时下的农民不堪重负的

所有工人。5破产6中副镇长高德安为了拯救濒临
倒闭的城区轧钢厂, 东奔西跑、
化缘集资, 企图扭

境况。

亏为盈。他见到工人们为了救住院的孩子, 有的

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基层

去陪舞、有的去卖血筹措治病的钱时, 心如刀绞。

群众生活的苦痛, 更多的则是在这种苦痛生活中
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互相救助、互相关心、
与国家分

他倾尽心力、
以身殉职, 但终未能挽救工厂破产的
命运。因为破产的原 因不仅在于经 济环境的失

享艰难的精神。在5 大厂6及其续篇中, 为救厂袁

调, 最主要的症结是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困境并

宗杰忍痛卖掉专利, 章师傅临终时想到的是/ 不能
把钱扔到医院的病床上, 要用在生产上。
0 小魏跪

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拯救的, 但是这种实践主体在
严重矛盾斗争中显现出来的强烈道德倾向和精神

在地上 哀求厂里不要 再给自己的女 儿看病。在

力量是撼人心魄、
催人泪下的。

5年底6中小李献身救厂和5卖厂6中章师傅卖肾救

这种牺牲精神还表现在这些基层领导者对丑

厂虽有戏说的成分, 但无一不显示出工人阶级高
尚的牺牲精神。尤其是5胡嫂6中的胡嫂虽然下岗

恶行为的被迫屈从和妥协上。他们置身于公共领
域中, 力图以多方面的沟通来化解矛盾, 寻找凝聚

失业, 生活无着落, 她却以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和忍

团体的共识。可他们不是一呼百诺的改革英雄,

辱负重的韧性, 为他人的幸福做出牺牲, 为减少病
人的苦痛而竭尽心力。后来, 她以/ 自愿者0的身

而是置身于世俗社会中的现实人。他们无法把自
身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强加于人, 而只能立足

份到了抗洪前线。因为/ 她没有钱用来捐款, 她甚

于当下集体发展的现实利益。所以在他们的身上

至连衣服也捐不出一件; 她只有靠她的心和她的

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精神也被裂变为双重状态: 一

双手支援灾区了0。她给子弟兵帮厨、
洗衣服、
唱
京剧, 最后为救人葬身洪水。正是这些生活在底

方面他们要以人格的力量和牺牲精神感召群众;
另一方面为了企业的生存, 他们又不得不苟同世

层的群众, 一方面他们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的

俗, 屈从丑恶。吕建国为了订合同, 客户/ 要什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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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陪他们干什么, 甚至客户因为嫖娼被关押, 他还
要托人弄脸去赎人。尤其是孔太平为了保住全镇

的命 运, 他们赖以生存的土 地被廉价地出卖了。
乡镇企业、开发区工厂、楼群叠错横行, 吞噬着美

经济而不得不放过了强奸他心爱的表妹的流氓企

丽肥沃的土地, 没有土地的农民只好在城市流浪,

业家洪塔山, 最后, 他只能跪倒在受害者的面前乞
求原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牺牲呢? 对丑屈从、

当小贩、
收破烂、
打工受尽欺辱。5九月还乡6中写
一位打工妹在城里饱受 欺凌, 饱 受/ 不脱裤就解

对恶妥协, 这种被迫无奈的选择使他们的心灵遭

雇0的流氓厂长的侮辱, 最后只好去做/ 三陪女0。

受了巨大创伤。但这种行为决不是故意放纵和随

一个纯洁、美丽的乡下女被污浊的城市文明所侵

波逐流, 而是在物欲横流、
道德欠缺的异化环境里
所做出的极度痛苦的抉择。透过吕建国、
孔太平

害, 最后回到乡下仍被迫用身子去招待业户。即
使在乡间的农民的命运也是凄凉甚至是悲惨的。

等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悲剧, 我们不能不同情和

如5挑担茶叶上北京6中乡镇领导不惜以采冬茶伤

感伤。他们不是救世主, 也无力拯救/ 大厂0和乡
镇经济, 只能以这种巨大的牺牲和强烈的忧患意

农的手段强令村干部向村民摊派; 5黄昏放牛6中
村干部们带人到农民家中抢夺粮食以此充当农业

识与群众分享艰难, 共渡危难, 承受社会转型期的

税。凡此种种, 农民不堪重负。

磨难和痛苦。这大概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三
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所表现的以/ 分享艰难0为
核心的强烈的人文精神, 与以往文学作品所张扬
的人文精神有所不同, 它在继承和发扬原有人文

新现实主义小说对此进行了多层次的展示和
暴露, 对底层百姓的苦楚给予同情和理解。这些
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揭露和对民生民情的关注使得
人文精神更接近了现实, 贴近了民众。
2. 由 外在 物 欲需 求 转向 内 在主 体 意识 的
觉醒

精神的基础上, 立足于现阶段的历史情境和社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的丰裕, 人文精神也

现实而增加了审美新质和时代精神, 融合成有利

由关注人们的生存状况而转移到解决人类精神的

于个人自由发展、
完善美好人性的新的人文精神,
这主要表现在:

需求上, 即由对人类生存需求的同情和理解进入
到疗治人们心灵的困顿和精神的疲软, 将人文精

1. 由终极目标转向现实目标

神之光烛照到人们的内心世界。新现实主义小说

在文学发展史上, 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不断丰

注重对人们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的透视, 呼

富、
发展和变化。20 世纪末的人文精神也在新的
历史时期得到不断的诠释、
开掘, 表现出了为现阶

唤人的尊严的恢复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如在
5奔小康的王老祥6中, 簸箕沟的村民们突然接到

段所需要的合理内容。这时的人文精神不再注重

县法院的传票, 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官司弄得不

比较高远的人类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 而更多的
是对人们当下的生活境遇予以关怀。这集中地体

知所措, 王老祥和张菊子作为村民代表去县城应
诉, 却被法院告知村民败诉。原来是 10 年前因村

现在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上。在社会转型

干部们的挥霍欠了银行的款却硬性摊派到现在的

过程中, 社会的各个阶层逐渐分化、
生活的档距逐

村民头上。村民们坚决要讨回公道, 找法院去论

渐拉大, 下岗工人、
进城打工的农民、找不到工作
的大学生以及被恶俗势力侮辱损害的弱小者构成

理。他们坚信一定能胜诉。这种敢与官府对簿公
堂、
讨回公道的行为, 充分说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

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市场经济

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官本位意识的弱化, 表现了

或曰改革的牺牲品, 他们的地位待遇得不到重视,
他们的呼喊哭诉得不到理解, 他们是生活在社会

人们追求公平公正, 不屈从权势压抑的抗争心理。
除此, 新现实主义小说还表现人们在物质丰裕之

边缘地带的人群。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们将目

后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如5红旱船6中的喜梅子不

光投到这个阶层, 写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

满足 物质生活的富裕, 而追 求精神生活的美好。

态, 喊出他们的肺腑心声。在5天壤6 中写出了失
去土地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的苦闷忧伤。土

她想方设法让丈夫八贵当个文化人。但过惯了使
船弄鱼营生的八贵却无法适应妻子的要求而离家

地是农民的命脉, 但商业大潮却改变了许多农民

出走。喜梅子在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杨立元, 董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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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自己决心去寻觅一条精神文明之路。人们
发现, 喜梅子在参加了文化站考试的时候, 又舞出

河镇的利益为重而放过了洪塔山, 也使得洪塔山
用善行来赎自己的罪过。像这种在公众利益和道

了一条比红旱船更亮丽的蓝旱船。即使在物质生

德价值的冲突中所作的取舍, 很难判定它的对与

活还很贫困的山乡, 人们仍然追求文明、
进步, 这
在5穷人6 中得到了充分 的展示。范 老五虽然贫

错, 但孔太平为与全镇百姓分享艰难而经历的复
杂和矛盾的心情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穷, 但他倾尽家中所有供孩子上大学。在四年里

4. 由粗露转向细腻

他先后供两个孩子上了大学。轮到小三时, 他几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表现人文精神上, 较之/ 伤

乎一无所有, 最后想变卖掉自己的三间草房, 就是
在这样窘迫的生存条件下, 他也要供儿子上大学。

痕文学0、
/ 改革文学0 更加细 致入微、深刻准确。
例如, 在5乔厂长上任记6中, 乔光朴身上所表现出

范老五摆脱了中国农民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

来的人文精神是粗犷、
外露的, 这也包括他对爱情

的束缚, 认为只有把孩子培养成有能耐的人才是
国家的大事。为了让下一代成材, 他不惜一切供

的处理方式。他在事先未与童贞商量、征得同意
的情况下, 竟当众宣布他与童贞的婚姻关系, 从而

孩子们 上学。他思量 出了小家的事 与国家的大

伤害了童贞的自尊和感情。有些文艺理论家据此

事、
小富与大富的辩证关系。这显示出中国的农

认为这类作品/ 在高扬历史理性精神的同时, -人

民摆脱了过去那种盼/ 自己的儿孙取个功名0的狭
隘功利思想, 而将这种传统观念提升到了为/ 国家

文关怀. 基本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0, / 人文关怀
可有可无0 [ 11] 。这种认识显然是偏颇的, 因为乔

大事着想0的境界。在范老五身上, 我们可以看出

光朴为了改变工厂落后的状况而在大刀阔斧的改

中国农民在对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物质利益的追求
中, 也在竭尽全力提高精神文明的素质。这种舍

革, 顾不得个人私事。这正是/ 为了大多数人的自
由与幸福而不惜牺牲一己的有限的自由和幸福0

弃物质利益而执著追求精神文明的强烈信念, 抛

的人文关怀 [ 12] 。只不过是表现得比较粗直、外露

弃家庭观念而想着国家大事的思想境界是当代农

罢了。而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人文关怀却表现得

民心理结构的新质。
3. 由单一转向复杂

比较细腻深透。如5年前年后6中的李德林为使七
家乡脱贫致富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为了解水灾之

过去文学作品所显现的人文精神比较单一,

困他没度完蜜月就回乡忙活, 为了治理小流域他

甚至被笼罩、
控制在公式化、
概念化、简单化的历

四处奔走, 年三十才回到家, 还给住院的七家乡农

史局 限中, 而不像现在这样 表现得丰富而复杂。
这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

民送饺子。这种与百姓分享艰难的人文精神随处
可见。他也有自己的烦恼: 进城不得, 爱人不贞,

杂, 并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激起层层波澜, 引起灵

升迁不能, 但在这种困扰中他想到的是: / 为了早

与肉、
公与私、国与家、
集体与个人的多重矛盾纠
葛。同时又由于各种价值观念、利益取向纠缠在

点把灾区的经济搞上去, 我个人还有啥舍不得, 特
别是那于小梅, 人家压根也不是咱的, 将来是谁的

一起, 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让人很难决定取

也说不清, 我何苦思想那么不解放, 能利用这关系

舍。如在5太极地6中邱满子在乡情、
民情、
爱情之

给老百姓办点事, 多少年后大家一说当年的李德

间, 在个人利益、
乡村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很难决
定取舍。那么他又该如何去做呢? 他/ 一回回0拷

林那可是个好干部, 比白求恩还白求恩, 那不就流
芳千古了吗?0从这朴实、幽默、
细腻的心理描写中

问自己。作者/ 不知怎样才能把他的主人公安放

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位乡镇干部浓重的人文关

停当。
0 因为在这个断裂而又连续着的大时代中,
人们很难找到自己确定的位置、
保持完美的人性。

怀精神。再如在5挑担茶叶上北京6中, 村长石得
宝为了使乡亲们免遭采冬茶之苦, 费尽心机与镇

由此可以看出异化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挤压和困

领导巧妙周旋、
敷衍搪塞, 从风趣幽默的谈笑中,

扰。再如5分享艰难6中, 孔太平在处理洪塔山问

从反对上级行贿受贿的举动上, 从自家独担了村

题上内心引起的矛盾冲突: 如果为了公众利益而
放过洪塔山, 表妹就只好含屈忍辱; 如果惩罚洪塔

里采冬茶的任务的苦衷里, 无处不见他为百姓担
当苦难的忧患意识, 作品把主人公的这种忧患意

山, 那么镇里的经济就要瘫痪。最后他还是以西

识表现得生动传神、细腻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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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小说面对复杂多变而又充满激情
的变革时代, 热切关注人们的生存与精神状态, 积

神, 这无疑是一个神圣而又伟大的任务。我们期
盼着这种人文精神的丰富和强盛。

极建构具有鲜明的时 代感和丰富意 蕴的人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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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novels of neo-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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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 anist ic spirit as a historical discourse enjoys dif ferent implicat ions and categorizat 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 s. T he hist orical contexts of t he novels of neo- realism refer to t he current social
transformat ion in w hich humanistic spirit calls for t he love for t he vulnerable communit y in t he market economy. It is symbolized in creat ivit y of t he writers to share t he hardship w it h t he needy, inherit ing t he
previous, and advocat ing the new humanist ic spirit w ith indiv id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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