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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的 「強心劑」──多位中國新
銳作家在獲悉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如
此表達自己的興奮之情。

這些手握中國文壇接力棒、絕大多數是
70 後、80 後的年輕作家認為，莫言已經開
啟了一個中國與西方文學更平等交流的新時
代。他們期待有機會登上國際文壇並且向西
方讀者展示 「中國文學新的可能性」。

《鯉》書系主編張悅然認為， 「對年輕
一代作家來說，獲獎是對中國文學的肯定，
令年輕作家獲得很大的信心。」

這位 30 歲的作家說： 「我是讀着莫言
的書長大的，也是讀着他的書從一個讀者變
成一個作者。」

23 歲的作家蔣方舟抱有同感。她說：
「莫言獲獎對年輕作家而言，是對堅持本土

化寫作的鼓勵，讓人知道在中國堅持寫作並
不是一件可悲可笑的事情。」

此外，許多年輕作家表示，與在農村長
大、經歷飢餓和革命的莫言相比，新生代作
家顯然具有自身特質。

「莫言曾說過，飢餓和孤獨是他的創作
源泉。這是中國老一輩作家的特徵。而我們
這一代沒有這麼多記憶。」在大學剛剛畢業
的蔣方舟看來，兩代作家被時代賦予了不同
的特點。

《LOHAS 樂活》雜誌主編蘇德認為，
兩代作家處於不同的寫作環境之中，掌握着
不同的歷史文化資源，從而也將擁有不同的

機會。 「莫言那一代處於一個政治大環境下，有一個很好的
寫作環境。但年輕作家例如我們80後作家也經歷過改革開
放等歷史變革。」

35 歲的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黃昱寧從事外
國文學引進工作十餘年，職業生涯中她的最大感受是： 「我
們對於西方文學的歷史和現狀很了解，但對方對我們的了解
卻十分有限。」

在她看來，莫言此次獲得諾獎無疑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一個東西方文學交流更加平等、和諧的時代。

36 歲的作家阿乙指出， 「在中國，那樣一部屬於全民
族的、直指靈魂的文學作品還沒有出現，就像俄國有《復活
》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國有《紅與黑》，英國有
莎士比亞。而中國眼下除了魯迅的雜文，很難有全民性
的共識。」

在這些中國的新銳作家看來，莫言給他們的文學生涯帶
來了更多的可能性，以及堅持寫作的信心。 （新華社）

【本報訊】據中央社消息：有了諾貝爾文學獎桂
冠的加持，內地作家莫言身價水漲船高，不用電腦寫
作的他，現在手稿創作一夕之間飆破人民幣百萬元，
改編成電影或電視的版權邀請也接踵而來。

據報道，莫言曾在10多年前與四川一書商合作創
作一部20多萬字的電視劇本，但這部劇一直沒開拍。
莫言獲獎後，書商再次邀稿，願意從原價人民幣20萬
加價至120萬元買下手稿，莫言創作一夜飆升百萬。

報道說，莫言不用電腦創作，而他手寫文稿將在
上海展出。上海當代作家作品手稿收藏展示館收藏莫
言《豐乳肥臀》的手寫初稿，莫言今年 5 月曾到展館
留言簽名，館方預計在10月底舉辦 「世紀諾貝爾」展
，公開莫言手稿讓大眾欣賞。

路甬祥說，以憲法為核心和統帥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是我國法治發展
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誌。而改革發展面臨的新
課題新矛盾，讓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
系任重道遠，未來要不斷提高立法質量，堅持
民主立法和探索科學立法。

立法考量群眾訴求
路甬祥指出，要進一步發揚民主，擴大公

民對立法的有序參與，包括在法律的起草、審
議等環節，以座談會等多種方式充分聽取人民
群眾的意見，讓各階層各群體的訴求都能在立
法過程中得到充分表達。同時探索更加有效的
途徑，不斷推進立法科學化。這包括加強立法
的前瞻性研究，制定切合實際的立法規劃；加
強法律實施後執法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分析與研
究，重視對法律實施社會效果的評估等。

路甬祥說，面向未來，要深入學習憲法、
宣傳憲法、研究憲法，進一步樹立憲法權威、
倡導憲法思維、加強憲法研究、保障憲法實施
，大力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文化。他強調
，要把憲法關於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
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
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
，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
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的規定真正落到實處。

解釋憲法促正確理解
「全面落實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要切實

發揮憲法在法律體系中的統率作用，以憲法為
依據制定法律，使憲法的各項原則規定具體化
，確保國家法制的統一。」路甬祥最後說，要
加強憲法解釋工作，既保持憲法穩定，又通過
解釋使憲法的條款得到正確、統一的理解。要
充分發揮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保障憲法實施
中的作用，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及時對現
行規範性文件進行清理，糾正一切與憲法相牴

觸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規章等。
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陳冀平認為，現行憲

法頒布三十年，尊重憲法開始成為國家的基本
價值觀，但總體上看，憲法的權威還沒有完全
的樹立起來，尊重憲法維護憲法還沒有成為全
社會的自覺行動。 「我們在決策以及解決社會
矛盾時，缺乏通過憲法途徑解決問題的自覺性
和主動性，在化解矛盾的方式上也沒有完全形
成 『在法制軌道內解決矛盾衝突』的共識。」
他建議，應以憲法為基礎，建立社會各主體的
利益表達制度，形成規範的對話、協商和處理
問題的機制。

現行的 82 年憲法是在 1954 年憲法的基礎
上，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
針、政策，總結實踐經驗，汲取歷史教訓，經
過全民討論，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
次會議通過的。此後，又根據改革開放和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先後四次對憲法的部
分內容作了修改和補充。

中國作家莫言獲得
2012 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引發中國文學界審視自

身弊病，理性思索如何吸引國際文壇的更多
關注。

從魯迅、郁達夫的 「中國文學世界化」
，到上世紀80年代 「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學」
理念，中國近百年的文學夢想終於得以實現
。 「莫言獲獎標誌世界文壇對中國文學正發
生從感興趣、關注到肯定的轉變。」西南大
學文學院院長王本朝說。

然而，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院長張鴻聲
指出，該獎項認可了莫言的文學成就，但還
不能過於樂觀地認為中國文學已被世界文壇
接納。

文學評論家徐妍認為，中國五千年的燦
爛文明和源遠流長的本土文化，造就了擁有
獨立古典審美體系的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
文學發展歷程不過百年，雖然湧現了大量文
學巨匠和優秀作家，但仍不得不接受 「西方
中心論」的文學現實。

當代文學的時代烙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當代文學因

社會變動而被打上了時代烙印。當中國實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文學創作呈現多
元化趨勢。

然而，目前中國文學受市場導向和過度
產業化影響，發展態勢令人擔憂。中國海洋
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薛永武認為，
一些作家急於求成，缺乏 「坐冷板櫈」的精
神。很多文學作品以出版發行為目的，過於
注重商業利益，在反映人性的深度和廣度方
面還有欠缺。

「作者缺乏思考能力和表達勇氣，以及
對現實生活的敏感和對人性的關懷，致使文
學創作日益脫離真切的社會現實和中國人的
生存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
員吳子林說。

他呼籲作家沉下心來，從日常生活中探
尋歷史演進的真理，讓作品回歸現實，回歸
人性。

佳作植根於適宜土壤
「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是思想性與藝術

性的統一。」薛永武說。作品應立足於對人
性和社會問題的揭示，同時注重對藝術美的
創造。

優秀的文學作品植根於適宜的土壤。王
本朝呼籲加速中國文學體制改革，探索有益
於文學發展的管理方式，為作家提供自由廣
闊的創作空間。同時，應注重培養青年作家
，為文壇注入新生力量。

薛永武希望中國作家在不斷提高文學創
作水準的基礎上，關注海內外讀者的審美需
要，加強與外國作家、文學評論家的交流，
不斷完善作品的內容和藝術風格，以吸引世
界文壇的關注。

「世界文壇需要中國，中國作家需要走
向世界。」他認為藝術風格的多元化以及與
世界文學相融合是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趨勢
。王本朝鼓勵中國作家保持與當代世界文學
發展潮流的密切聯繫，堅持中國立場，培養
世界眼光，嘗試文學觀念和手法的創新，書
寫當代中國的獨特故事。

「中國文學的復興需要廣採博取，推陳
出新，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薛永武說。
中國作家應該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正
確理解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以富有
民族特色的內容和形式，體現世界普遍關注
的社會議題。

（新華社）

莫言熱引發莫言熱引發冷思考冷思考
中國文學期待融入世界中國文學期待融入世界

▲遼寧省瀋陽市瀋陽地鐵2號線， 「工業展覽館站」 的站名由莫言題寫，眾多市民紛紛前
往拍照留念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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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手稿價破百萬

為紀念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中
國法學會13日召開憲法實施法治論壇
暨第七屆中國法學家論壇。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表示，面向未
來，加快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
根本的還是要一如既往地遵守憲法，
依憲執政，依憲治國。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三日電】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三日電】吉林省高級人民
法院院長張文顯 13 日在憲法實施法治論壇上指出，在
現行憲法頒布 30 年之際、十八大召開前夕，把脈憲法
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關係非常必要。

他解釋，中國的歷代領導人都非常重視憲政，十六
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憲法的完
善和實施，維護憲法的權威和尊嚴，奮力推進依憲治國
、依憲執政。 「過去我們不提人權，造成在人權問題上
被動挨批的局面，如今不能再在憲政問題上重演錯誤思
路。」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韓大元對此表示同意， 「我
曾建議把 『社會主義憲政』寫入十八大政治報告。」韓
大元指出，早在 2004 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即明確提出
「依憲治國」的概念， 「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

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而 1982 年憲法的最大貢獻
，是重塑了 1954 年憲法以來斷裂的社會共識和社會價
值，為擴大中國社會的共識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
。此後 30 年憲法的實施，維護發展完善了在憲法中凝
聚的社會共識。 「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 『社會主義憲
政』的理念能夠凝聚共識、凝聚民心」。

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則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肯定憲法
的價值。 「1920年10月，毛澤東在大公報上連發23篇
文章，第一次使用生存權的概念。」徐顯明指出，人權
運動在中國久已有之，但直到 1990 年，中國政府才發
表人權白皮書，2004 年的憲法修改，空前地增加了五
項新的人權制度，包括經濟權利平等制度，私有財產受

到憲法保護等，尤其是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憲政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級階段，如今，我們應當轉

向對高級階段的追求。」徐顯明說。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三日電】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13日在論壇上表示，聯合國
193 個國家的憲法文本的中文翻譯版將於下月中旬召開出版紀
念會。他呼籲，應正確對待憲法文本，讓憲法的作用得到充分
發揮，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專門的憲法監督委員會，啟動
違憲審查。

韓大元介紹，為宣傳憲法文化，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最高
人民檢察院、中國檢察出版社共同合作，歷經兩年多時間，把
聯合國193個會員國的憲法約1280多萬字翻譯成中文，準備出
版發行。 「這樣做，表明中國是重視憲法文化的國家，不僅對
自己的憲法尊重，也尊重所有人類的憲法的文化與文明。」韓
大元說，無論國家制度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國家發展水平如
何不同，憲法都是人類尋求共性與追求和諧的 「共同語言」。

「如果在訴訟中可以引用憲法，憲法就可以擺脫目前停留
在文件上的狀態，進入生活實際。」韓大元指出，全國人大常
委會是法定的憲法實施監督機構，應設立專門的憲法監督委員
會。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如果發現有行政法規違憲的，
應當暫停審理，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違憲審查。而人大常
委會若能啟動否定一項，才真正維護了憲法的權威。

193國憲法中文版下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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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書法作品

▲路甬祥指出，要充分聽取人民群眾的意
見，讓各階層各群體的訴求都能在立法過
程中得到充分表達

路甬祥籲民主科學立法法

▲《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提出，2012-2015年，我國將發展
殘疾人事業，通過實施重點康復工程，幫助1300萬殘疾人得
到不同程度的康復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