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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爆料! 在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上!一部名为"金

刚葫芦娃# 的电视剧赫然出现在拍摄

名单中$对此!网友纷纷求饶%请别糟

蹋我们的童年记忆&

动画片'葫芦娃(在)小伙伴们*特

别是)

!"

后*心目中的地位那是相当

的崇高!可以说!那)哥儿七个*不仅仅

是一个美好的记忆! 更承载着一代人

对于童年+对于过往的一种情愫$也就

是基于这个原因!,葫芦娃# 翻拍的消

息一经传出!立刻引发一片)毁童年*+

)求放过*+)别糟蹋*的)吐槽*之声$

我觉得网友担忧的心情完全可以

理解!首先!看那披露的剧情就颇为不

靠谱% 题材为古代传奇喜剧! 剧情是

)憨厚的卖炭翁刘老汉按照石壁上遗

留的偈语种下了七株葫芦! 九九八十

一天后! 葫芦诞为七个身怀绝技的葫

芦娃娃*-而动画片中的经典形象)蝎

子精*+)蛇精*!在电视剧中成了)邪恶

四妖%红蝎精 +黄鼬精 +黑鼠精 +绿蛇

精*

#

而且准备拍
$"

集$

现在电视台播放的那些国产古装

传奇魔幻剧!多数是剧情狗血!台词弱

智!造型吓人!天雷滚滚$一想到葫芦

兄弟要被包装成红毛绿眼+披头散发!

刀叉+ 长刀等武器不用了! 改成激光

枪-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葫芦兄弟还要

陪四个一水儿)鞋拔子脸*的女妖斗智

斗勇!或许还有点小暧昧啥的!鸡皮疙

瘩马上掉了一地$

翻拍电视剧的运作过程也让人很

不踏实$据记者探寻!,金刚葫芦娃#目前处在无版权+无剧本+无

演员的)三无*阶段!而且被问及不着急开机的原因是该剧报备

单位)正在全力以赴上市*$这让人难免有借力炒作的猜想$至于

版权的)悬而未决*!更让人想起了此前几部翻拍作品的版权之

争$

不知道为什么!国产翻拍作品历来是受累不讨好$从)四大

名著*到金庸的几部经典!翻拍效果都不好!尽管后来者也极尽

努力!拍出了一点)特色*!但总是弄巧成拙!观众更是不买账$首

先!珠玉在前!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后来者先天不足!缺乏群众基

础$其次!被翻拍的经典作品在各方面已经非常到位!后来者如

果没有超强的创新精神和驾驭能力! 恐难以做到更好$ 有例为

证%即便)大腕*云集!刚刚翻拍的,大闹天宫#就很)狗血*$

最主要的是!当前缺乏拍出经典剧集的环境$当今娱乐圈商

业气息浓厚
#

浮躁之风渐起! 让人很难能真正静下心来琢磨经

典$就以两版电视剧,红楼梦#为例!

%&!'

版也许在化妆+布景+

道具等方面受时代局限!确有简陋+落后之处!但其较高的艺术

水准和深入人心的程度却是空前的$ 这一切得益于剧组认真做

戏的严谨态度!准备工作就已花了两年$而现在的影视剧拍摄!

全是)商业运作*!讲究抢档期+抓眼球+造新闻+赢人气!很少有

人愿意在提高艺术水平上下功夫$新版,红楼梦#的拍摄过程就

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换导演*+)争主角*+)选秀*!闹得比电视剧

情还热闹
#

至于谁来给新版,红楼梦#把关!谁来保证其艺术水平

似乎成了次要的问题$

("%"

年!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了 )经典动画复活计

划*!推出了,黑猫警长#影院版$黑猫警长形象本来就差强人意!

创作者毫无创新能力!影迷对这种)炒冷饭*的模式并不买账$动

画翻成动画都这么有风险!况且将动画片改成真人版了$

既然翻拍剧都难逃指责非议的宿命!想必,葫芦娃#也是如

此$依笔者之见!现在重新翻拍!既缺乏深厚的艺术氛围!又缺乏

广泛的群众基础!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还是尊重网民意

愿!别糟蹋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放过)葫芦娃*吧$

翻拍经典!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伪托的“苏绰定律”
安立志

前几年! 网上流传过一段北

周时的 "反贪对 #!也叫 "苏绰定

律$!对话人为宇文泰和苏绰% 查

阅史书&搜索网络!虽然对话者史

有其人!但这则"反贪对$或"苏绰

定律$却是"虚拟世界$!不免有些

失望%

在普通人看来! 腐败是国家

的脓疽&政权的癌瘤!贪腐者是民

族的叛徒&百姓的死敌%在任何情

况下! 执政者都会把反腐败当成

头等大事! 毕竟腐败关系到生死

存亡! 不可能像苏绰建议的那样

"养贪反贪$%近来翻阅史书!却有

了意外发现!虽然"反贪对$是虚

拟的!"苏绰定律$是伪托的!但其

中贯穿的道理却是史实! 而且就

存在于宇文泰和苏绰活动的南北

朝时期%

南北朝'

$("

(

)!&

)是我国一

段漫长的分裂时期! 从公元
$("

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 !

至公元
)!&

年隋灭南朝陈为止 !

长达
%'"

年% 当其时也! 天下分

崩!群雄逐鹿!王旗变幻!政权更

替!唯一不变的是争权夺利%无论

南朝的宋齐梁陈! 还是北朝的三

魏周齐! 权力仍然遵循着必然腐

败的基本规律%

天监元年'

)"(

)!萧衍仿照曹

丕模式成为南朝梁的开国皇帝 !

史称梁武帝%应当说!萧衍上任之

初的确予人以反腐倡廉的新气

象% 在生活作风上!他以身作则!

"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

一扫奢靡之风* 在组织路线上 !

+每简长吏!务选廉平$!选拔了一

批廉洁勤政的好干部* 在官民关

系上!他在谤木&肺石旁设置意见

箱! 直接听取民间的反映与举报

."资治通鉴(梁纪一/%然而!对萧

衍来说!反腐败并非目的!只是稳

固权力的手段而已% 在权力与腐

败的天平里! 他很自然地把砝码

放进权力的秤盘里! 只要不威胁

其统治! 任何腐败都是可以容忍

的%

天监十七年'

)%!

)!萧衍的六

弟临川王萧宏!"奢僭过度! 殖贷

无厌$!将搜刮来的财富秘密存放

在近百间库房里% 也许规模过于

宏大!有人疑其藏匿铠甲与兵器%

在朝廷治下! 私匿兵器要以谋反

论处的%萧宏曾临阵畏葸!葬送三

军*萧宏曾纵亲行凶!横行不法!

萧衍不仅未予惩处! 反而封官晋

爵% 然而!闻听此讯!萧衍却不敢

轻忽!遂借口巡视其库房%做贼心

虚的萧宏以为贪赃罪行败露 !不

胜惶恐% 打开库房后!只见"每钱

百万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

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这

就是著名的"黄榜紫标$% 粗略估

算!竟有钱财"三亿余万$%这简直

就是国库第二,除此之外!还有数

不清的绸缎布匹等项%

虽然这些钱财数量庞大 &来

路不正!萧衍一见内中没有兵器!

反而放心了-+六弟! 你的生计很

不错嘛, $经过突击搜查!萧衍觉

得萧宏只知囤积私财! 并无政治

野心! 对其帝位并不构成现实威

胁%于是对已是太尉&开府仪同三

司&骠骑将军的萧宏!再次封官晋

爵."资治通鉴(梁纪四/% 对于萧

宏的贪得无厌! 就是其侄子萧综

也看不下去!于是模仿鲁褒的.钱

神论/作.钱愚论/以讥之%

此时! 在中国北方还有与梁

并立的两个政权(((西魏&东魏%

东魏政治非常腐败!以致+文武在

位!罕有廉洁$% 大同三年'

)*'

)!

时任东魏镇南将军& 行台郎中的

杜弼! 忧心忡忡地向独掌大权的

丞相高欢反映此事! 要求对贪腐

进行治理% 却不料高欢这样说 -

+天下贪污!习俗已久% 今督将家

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宇文泰!

就是网传与苏绰对话的那位西魏

权臣/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

江东复有吴翁萧衍 .即梁武帝/!

专事衣冠礼乐! 中原士大夫望之

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

相假借.不予宽容/!恐督将尽归

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

何以为国0 $最后不忘安慰杜弼一

句!+尔宜少待!吾不忘之$."资治

通鉴(梁纪十三/%意思是说!你的

意见我记下了! 反腐败也要等待

时机%在高欢看来!反腐败不能与

凝聚力对立起来! 如果因为反腐

败吓跑了精英! 对国家显然也不

利%

高欢将要出兵征伐西魏 !忧

心国事的杜弼提出! 出兵之前应

先清除内贼%高欢问他谁是内贼!

杜弼回答说-+就是那些掠夺百姓

的功勋权贵们% $高欢听了没有吭

声!转身吩咐士兵们拉开弓!搭上

箭!举起刀!握住矛!相对排成两

列!要杜弼从中间通过!杜弼吓得

浑身发抖!冷汗直流%高欢这才告

诉他- 箭搭在弓上并未发射! 刀

已举起并未攻击! 矛虽在手并未

刺出! 你就吓得失魂落魄! 胆战

心惊 ! 而那些立下战功的人 !

+身犯锋镝! 百死一生! 虽或贪

鄙 ! 所取者大 ! 岂可同之常人

也0$ ."资治通鉴( 梁纪十三/

在这里! 高欢不仅将军队划为反

腐败禁区! 而且提出了反腐败不

及功臣的理论%

在中国历史上! 统治阶级与

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 反腐败

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未必符合

统治阶级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样

的对立与差异! 才会产生形形色

色的反腐败借口% 在一些权势者

眼里!腐败也是+一分为二$的!至

少并非一无是处! 或者有着可以

借用的功能% 人们从+苏绰定律$

中通常概括为如下几点- 腐败可

以是奖励忠诚的彩头! 可以是控

驭下属的锁链! 可以是惩治叛逆

的把柄!可以是充盈国库的补充!

还可以是争取民心的祭器% 从萧

衍到高欢!他们的+反腐实践$恰

好说明一个道理! 在历代统治者

眼里! 下属的忠诚度往往重于下

属的腐败度%只要下属是忠诚的!

腐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甚至宁

要听话的腐败下属! 也不要不听

话的廉洁下属%正因如此!有时反

腐败不过是整治不听话的下属的

借口与工具%反腐败只是手段!保

权力才是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古代的+适度腐败论$的出现也

就可以理解了%

偷书也是贼
路来森

偷书!大约有两种情形-一是为卖钱而偷!偷书的目的是盈

利!此种情况!与偷窃其他实物无二别!是地地道道的贼*二是为

读书!或者为爱书而偷!此种情况!孔乙己曾经说过-+窃书,11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0#虽属无理狡辩!但毕竟也能引起别人的

一份理解和同情%即使是贼!也可视为+雅贼#%

芸苏在其.偷书/一文中说!他中学时!数学成绩极差%于是!

自己就主观地认为!数学成绩之所以不好!皆是因为数学课本是

统一购买的!平淡无奇!没有魅力!如果冒险偷一本来!想必就能

读得下去%很快!他就践之于行!到书店偷了一本.几何习题解

答/%初战告捷!兴奋异常!他竟读得津津有味!数学成绩也随之

提高了不少%他想再接再厉!通过偷书!进一步提高一下英语成

绩!谁知!出师不利!被当场逮住!送进了警署%警吏审讯他时!他

就如实回答了自己偷书的缘起%警吏听后!竟然哈哈大笑!高声

喝彩-+妙,妙,老子当警察十余年!没见过你这种贼%此案撞在老

子身上!算你祖宗有德行!回去好好用功吧,#

芸苏偷书有趣!警吏放人更有趣%皆因此种+偷#!透着一个

少年读书人的天真和憨痴!非真贼性也%

十年文革!是中国真正的+书荒#时代!这让那些读书人真是

无可奈何!于是!偷书!也就难免了%苏州王稼句!就在他的.十年

+书荒#记事/中!记述了他和同学的两则偷书故事%其一!周君发

现图书馆一角落由几个书橱围住!甚好奇!窥探之!竟发现全是

旧书!随生偷书之念%他安排王稼句+望风#!自己自橱间进入%良

久!又自书橱顶上跳下!砰然巨响!最终招来图书管理员!人赃俱

获%于书包中搜出.红日/&.上海的早晨/&.百合花/&.燕宿崖/等

书%其二!姚君偷书技巧和技艺远胜周君!从未失手!并且所偷皆

为数理化教学参考与解答%后来!姚君居然凭借所偷之书!一举

考取中国科技大学数学专业%

十年文革!文化破坏殆尽%学子偷书!足见他们在那个时代!

对知识的渴求!已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此种偷书!不仅不能

算作是贼!而且堪可看作大义之举%此一+偷#!足使文化的明灯!

在黑暗中!得以光焰留存%

其实!偷书!并不限于常人!一些名家!特别是一些著名藏书

家!也难免有偷书之欲或者偷书之行%

罗伯逊2戴维斯曾在
%&+(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 举过几个例

子-大藏书家罗森巴赫看到盖瑞克
%'$'

年朗诵过的强森的.序

言/时!曾希望自己可以卑劣到直接盗走它*牛津大学图书馆创

始人汤姆斯!必须在朋友的看守下!才能抑制想要偷书的强烈欲

望* 教皇英诺森十世曾经卷入盗窃著名藏书家蒙蒂尔珍贵藏书

的丑闻之中11

那么!读书人!为什么还会偷书呢0台湾一位精神分析医生

分析说-+这种偷儿!有些是出于对读书的热爱%你可以占有一本

书的身体!也可以占有一本书的灵魂!然而不合法的占有!就像

婚外的恋爱一样! 对某些人具有难以抗拒的力量11#+难以抗

拒的力量#!这话最是得力%这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就是+书的

诱惑#%因为+书的诱惑#!有时就难免(((明知是+不合法的占

有#!却依然去偷了%

偷而成贼!只是此种+贼#!确然是有一份+雅#在%

骗子的生动样本
岳耀勇

("%*

年中国的新闻热词之

一是+诈骗#% 形式从传统的欺诈

到短信&网络诈骗!受害者从无知

的老头老太到文艺体育明星% 最

轰动的是年末两起诈骗事件的曝

光!一是电影明星汤唯被骗
(%

万

元! 一是奥运冠军肖钦前女友诈

骗
)"""

多万元%似乎诈骗无所不

在!骗子无所不能%街头到处可以

看见公安机关提示防止上当受骗

的警示语%于是!地球那边的好莱

坞电影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个骗子

的生动样本! 这就是前不久大热

的电影.华尔街之狼/%

.华尔街之狼 / 片长
%'&

分

钟! 改编自美国传奇股票经纪人

乔丹2贝尔福特的自传%这是一个

真实的故事! 描述了贝尔福特从

一个股市菜鸟到金融大鳄的演变

过程% 它深刻地揭示了美国金融

界肮脏的内幕! 正如贝尔福特在

影片里所说-+你该查查那些大公

司是怎么回事!高盛!雷曼兄弟!

梅里!债务抵押证券!网络公司股

票!那种烂货!太滑稽了, 我可以

带你们一步一步调查他们, #正因

为有这些潜规则! 才有后来的雷

曼兄弟银行倒闭! 才有席卷全世

界的金融危机! 才有万人占领时

代广场的抗议% 本片是一部认识

美国金融机构及其运作规律的鲜

活教材%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最

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影片对骗子

的深刻揭示%

骗子不是今天才有的! 自古

以来哪里都有骗子% 骗子能够成

功全在于他的巧舌如簧% 时代千

变万化!这点始终不变% .华尔街

之狼/ 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莱昂纳

多2迪卡普里奥出神入化地把乔

丹2贝尔福特那张如簧大嘴演绎

了出来% 影片中有多场贝尔福特

面对他的斯特拉顿2奥克蒙特公

司员工演讲的戏!莱昂纳多2迪卡

普里奥以夸张的演技展示了一个

骗子如何说服和欺骗公众的技

巧! 把一场演讲活脱脱变成一个

癫狂的聚会%这时!我的脑海里浮

现的是曾经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出

现过的传销培训的场景! 一样的

循循善诱的说服! 一样的夸张煽

情的鼓动! 最后是一样的声嘶力

竭的叫嚣%看来!古今中外的骗子

都是一个路数%

于是! 当美国奥斯卡电影奖

评委抨击 .华尔街之狼/ 导演马

丁2斯科塞斯赤裸裸展示奢靡生

活的价值取向!直斥他+真丢脸#

时!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我看到了

马丁2斯科塞斯背后的良苦用心%

好莱坞有很多电影贬斥黑暗 &落

后&邪恶!但是好莱坞的导演们从

来不会直截了当地做批判状 !而

是从这些黑暗&落后&邪恶现象的

合理之处着手% 任何事物的存在

总有其理由!那些黑暗&落后&邪

恶事物也是如此% 揭示这些事物

产生的原因就是最深刻& 有力的

批判%乔丹2贝尔福特之流能够在

华尔街的土地上产生! 自有其深

刻的原因% 马丁2斯科塞斯花三个

小时的时间娓娓道来! 把一个骗

子的成功之路清晰地展现在观众

面前! 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

可低估% 正因为华尔街缺少有力

监管的金融体制! 因为从最底层

到最高层都有着嗜钱如命而不计

后果的无知者!乔丹2贝尔福特之

流才有可能产生并获得成功%

从赵本山演绎的+大忽悠#到

传销+大师#们神乎其神的训练到

短信骗子煞有其事的欺骗到乔

丹2贝尔福特近乎癫狂的演讲!都

贯穿了一个基本的特点! 就是虚

构&编造或者夸大事实!然后用如

簧巧舌鼓动你失去理智! 最终让

你上当受骗% 所有的这些骗局事

后来看!无不荒唐至极!但是却有

无数的受骗者前赴后继%为何0皆

因缺少清醒的理智% 看完三个小

时的.华尔街之狼/!您若能醒悟

这一点!则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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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写实#的热潮逐渐退却

之后! 小说创作中直面当下现实

的写作追求! 势头也似乎随之减

敛% 近年来! 与现实生活勾连密

切的写作! 多见于以冷峻姿态直

面民瘼的底层写作! 直面不断深

化的改革现实并以文学的新视角

写出生活的新气象的作品! 不说

绝无仅有! 也是凤毛麟角% 正是

在这种背景之下! 读到商国华的

既接地气又扬正气的 .我们走在

大路上 /! 不只让人为之惊喜 !

而且令人倍感珍惜%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和业余作

家! 商国华自有别的作家难以具

有的独家优势! 那就是他作为处

于改革开放一线的参与者与见证

者! 对于社会生活的演变及带来

的内在隐痛! 有着异常深刻的亲

身体验% 这些积淀在胸又不吐不

快的情愫与感受! 他先后在 .钢

铁作证 /& .引擎 /& .飞虹 /&

.失衡/ 等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

中! 以不同的方式作了尽情的倾

吐 % 这些都为他创作长篇小说

.我们走在大路上/ 提供了别样

的演练和坚实的基础%

.我们走在大路上 / 主要描

写大型国企北阳重矿集团浴火重

生的故事! 因题材重大! 现实性

强等内在因素的制约! 其写作存

有着向偏于事件纪实! 乃至主题

先行的方向倾斜的可能% 但令人

欣慰的是! 作者无论是故事的构

思! 还是叙事的展开! 都始终在

文学性与现实性内在结合上下功

夫& 做文章! 使作品既立于改革

开放的社会现实! 又比实际生活

本身 +更高! 更强烈! 更有集中

性! 更典型! 更理想#% 在实现

这种既立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文

学追求上! 作者显然在小说技法

上作了诸多的努力和尝试! 而这

确也取得了切实的实效与应有的

成功%

技法之一! 是多维角度写事

件! 使事件本身得到立体性的展

现% 北阳重矿遭遇到怎样的生存

与发展的困境! 作者先由即将出

任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的王光汉

和集团副总汪俭忧心忡忡的交谈

和前途茫茫的忧虑! 从领导层面

作了一定程度的披露* 接着又由

缺钱购煤停了平炉和煤气! 拖欠

水费被掐断供水等突发事件! 从

现实的层面进而作了揭示% 伴随

着这些事件的! 还有中层干部因

失却尊严致使工作难以开展! 职

工因拖欠工资无不充满怨言等

等% 这样! 几乎就从上到下! 从

外到内! 予以了全方位的呈现 %

这样的多维叙事! 既写出了不同

方面的难处所在! 又写出了事件

本身的复杂性质! 使人们更为真

切地感受到北阳重矿面临的问

题! 既是真问题! 又是大难题 %

这就从环境与氛围! 情状与态势

的整体背景上! 揭示出北阳重矿

及其掌舵人王光汉所进行的企业

改革! 不仅势所必然! 而且困难

重重! 其紧迫性& 困难性与艰巨

性也由此昭然若揭%

技法之二! 是两难处境中写

人物! 使人物显现出其真能耐与

新光彩% .我们走在大路上/ 里

的人物! 尤其是主要人物无一不

是置身于一种两难的处境! 王光

汉更是时时处于矛盾冲突的漩涡

之中% 王光汉上任后! 遇到的问

题既盘根错节! 又十万火急- 财

务亏空! 几辆公车都被抵了债 !

出门办事只能打的* 没钱付账 !

断煤断水 ! 工资拖欠 ! 人心涣

散! 债台高筑! 生产滞后11面

对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 ! 怎么

办 0 王光汉就任之后的第一把

+火# 就烧向了政企不分& 人浮

于事的现有机制- 精简机构! 裁

减干部% 这一把 +火#! 虽然付

出了弟弟王光学率先去职! 公关

部部长林媛由此深怀记恨等较大

代价! 但却换来简政放权! 责任

到人的新机制与新效率% 作品始

终在两难处境的艰危境况中! 挑

战当事人! 塑造弄潮儿! 使得王

光汉& 汪俭& 赵大炮等企业改革

的先行者! 构成了一个光彩照人

又相互辉映的英雄群像%

在倾情抒写以王光汉为代表

的北阳人迎难而上! 奋然前行的

种种英勇情状的同时! .我们走

在大路上/ 还把艺术触角伸向北

阳人的精神世界! 写他们的改革

意愿& 家国情怀! 以及旨在发展

的信念与理想! 尤其是对他们那

种追求创新与创造的梦想的歌

吟! 既使人物具有了丰满而昂扬

的精神的高度! 又以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 +中国梦# 在北阳人身上

的具体表现% 作品在写到提前五

天完成中国第一台盾构机后! 看

到北阳人的欢欣雀跃! 目睹了这

一切的外籍专家马克在给法国总

部的电子邮件中写道- +中国人

圆梦了! 中国人疯了! 中国是一

个创造奇迹的国家%# 王光汉在

祝酒时自豪地说道 - +造出中

国第一台盾构机的梦实现了 %

明天 ! 我们还要把中国创造的

梦装进心头 % 我相信 ! 创造梦

实现的那一天 ! 中国和世界都

会为我们鼓掌的%# 而后陪同劳

模游览时! 汪俭也说了同样的意

思- +我们的每一步! 都是一个

梦! 我们的每一步脚印! 都走在

了圆梦& 解梦的路上%# 北阳人

有梦! 这就是以求新的创造和奋

勇的争先! 不断地改变现状* 北

阳人追梦! 这就是遇到坎坷从不

退缩! 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北

阳人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把个

人命运的改变 & 企业状况的改

变& 城市面貌的改变和国家实力

的改变有机地结合一起! 去追逐

着更好更强的梦想! 就是中国梦

的最好写照与最好诠释% 当作品

有力地揭示出这样一个内在的精

神动力之后! 以王光汉等为代表

的北阳人 ! 便成为当代中国人

的杰出代表 ! 作品也由此具有

了衔华佩实的丰厚意蕴与不可

估量的文学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