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时安：我始终是上海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在场者
本报记者 金莹

“我是上海人。 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

人。 一个喝着黄浦江水，听着上海东区机

器轰鸣声长大的上海人。 这里有我的至亲

骨肉，有我的良师益友，有给了我血肉灵

魂的土地。 在上海，我看见无数的文学家、

艺术家，一代接着一代，像黄浦江的潮水，

一浪接着一浪，生生不息地向着艺术的高

峰无畏攀登。 ”在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攀登

者》后记中，评论家毛时安深情写道。 那些

无畏攀登艺术高峰的身影，就是这本文集

书名的缘起。

这部文集的副题则是：上海文化的目

击与思考。 在这座由江南文化的柔韧、海

派文化的包容创新、红色文化的坚定信仰

共同构筑了独特文化底色的伟大城市中，

毛时安始终与艺术家们一起工作，他看着

艺术家把时代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写入作

品，把这座城市的精神和力量，把寻常百

姓平凡而伟大的生活、灵魂，变成作品里

人物灵魂悸动的心电图， 他以目击者、参

与者、思考者的身份，深入评论了代表上

海文化时代标高的各类艺术作品。

四十多年来，毛时安见证上海文化一

路走来的艰辛和努力，看着它结出“满树

繁花，累累硕果”。

文集中有他对文学艺术的热情肯定

和褒扬，也有对文化发展中问题的清醒反

省和忧思。 “为人唯真而已。 ”他说，“正如

古人所言，修辞立其诚，至始至终，我都是

诚实的、坦诚的。 所有的肯定和批评，都出

自我内心的真诚，出自我几十年如一日的

文化立场。 我始终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

界，以无比的热忱对待生活，以无比的坦

诚对待内心。 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 ”

“也许，我的评论还不够深刻，不够完

美，但我勉力用文艺评论的形式记下了上

海文化不断前行，不断攀登的行迹。 ”他这

样评价自己。 “我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借助

评论努力呼应时代的精神诉求。 我一直期

待， 在一个匆忙而有点恍惚的年代里，文

字能提供一些让心安稳的定力，战胜困难

的坚毅。 我希望我的评论有热情的火光，

能感染读者的心。 我希望我的评论有助于

观众读者更深入欣赏理解优秀作品的精

髓，并从中了解这些年上海文化走过的历

程。 ”

确实，毛时安是上海文化当之无愧的

“在场者”，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和中国

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前沿。 在华东师大中文

系求学时，他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美

术》上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关于

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的探讨》，发表在《名

作欣赏》上的《文气、文风 、文眼———柳宗

元、欧阳修、苏东坡山水游记赏析》和发表

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艺概〉和刘熙载

的美学思想》，就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学生

的身份在重要的文艺期刊上发表重量文

章，在当时堪称“奇迹”。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他是当

时的上海青年评论家群体的代表性成员，

与许子东、吴亮 、程德培、蔡翔等同为《上

海文学》 的重要青年作者。 从 1989 年开

始，他又担任《上海文论》副主编和上海市

作协副秘书长的职务。 在《上海文论》时，

他邀请学者陈思和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

学史》栏目。 在上海市作协的工作中，他参

与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 柯灵、胡

风、夏衍、陈伯吹、王辛笛等举办一系列的

纪念活动， 为中青年作家组织研讨会，组

织编辑“大上海小说”丛书。 他还在本报组

织过一系列热门话题讨论。 “上世纪 90 年

代初，文学思潮混乱，文学开始向文化转

向，但尚不明确，我在时任《文学报》总编

辑郦国义的支持下，开始主持热门话题的

讨论，包括影视、广告、建筑，等等，各种热

门的大文化话题，持续了大概两年左右的

时间。 当时，全国有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

与讨论，包括钱谷融先生、贾植芳先生都

参与其中。 ”回忆往事，毛时安历历在目。

1997 年，毛时安进入上海市文化局从

事创作和管理工作，参与了上海许多重要

剧目的创作。 他海量地观看了数千场演

出， 为后来的戏剧评论积累了坚实基础。

他主持推进的“海上风艺术文丛”，给那个

时代的创作群体留下了群体肖像。 丰富的

经历，使他熟悉文艺界的各行各业 ，宏观

的文化管理视野和专业的眼光，也让他的

评论有独到的风格和深度。 直到现在，他

还一直奔波忙碌，辗转全国各地，参与全

国重大文艺项目的创作、提高、评论工作。

“可以这么说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

场。 在文学活动风云翻卷的时候，在戏剧

大浪淘沙的历史转折节点上，我都站在潮

头，某种意义上，我参与了一座城市和一

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尽了个人所能及的推

进的力量。 我是问心无愧的。 ”毛时安说。

参与一座城市和一个时代的文化进

程的同时，毛时安也和艺术家们结下深厚

情谊。 他评论的对象，是点燃城市精神焰

火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人，他一直

在侧耳倾听这座城市的灵魂之声。 “一座

城市的高度， 主要不是她建筑的高度，而

是她文化和精神的高度。 而上海这座城市

最值得引以为傲的，便是她拥有一批执着

于人文理想的文化人。 ”

“献给我生活的这座伟大的城市。 ”在

《攀登者》的扉页上，毛时安写道。

“时代的发展节奏实
在太快 ， 一定需要有
人做记录员。 ”

记者：在《攀登者》中，读者可以看到
你对话剧《商鞅》、昆剧《班昭》、沪剧《挑山
女人》、歌剧《白毛女》、交响合唱《启航 》、

小说《长街行》、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平
凡的世界》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
电影节等等，近二十年来几乎上海所有重
要文艺作品和重要活动的评论和分析文
章，为读者了解上海的文化状况和发展脉
络提供了很好的了解窗口。

毛时安：可以这么说，《攀登者 》是近

二十年上海文化、特别是主流文化的一个

记录。 此外，书中还有我自己对一些问题

的思考，希望能解决一些问题，有时带有

一点担忧。 写评论，很重要的一点，“诚”。

不管你表达怎样的观点、想法，你确实是

经过自己的内心， 是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而不是别人要你表达的意思。

我和赵长天相知三十多年又在上海

市作协共事过八年，我曾经讲过，我说长

天，哪怕我们没有能力创作，也要做忠实

的记录，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节奏实在太

快了，一定需要有人来做记录员。 上海作

家姚克明就曾说，看到我的评论，就相当

于看到了上海文化发展的当代历史。 而我

所有的写作都是繁忙工作之余见缝插针

进行的。 白天，我是在场的参与者，晚上，

我是坚持个人文化立场的思考者。

记者：你对上海文化的观察 、记录和
评价，其实远远不止二十年。 这些年里，你
一直活跃在艺术现场。

毛时安：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

初直到现在， 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

始终是上海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在场

者。 从 1973 年 25 岁发表美术评论开始到

现在，在这条路上，我其实是一路颠簸着

走过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一型的评

论家。 比如，在文学上，作家程乃珊最早的

作家论是我写的，叫《独特的生活画卷 》。

史铁生在 《作家 》上发表小说 《奶奶的星

星》，我以《星星的魅力———读史铁生 〈奶

奶的星星〉》为题推介了这篇作品。 我还写

过上海英年早逝的作家李肇正的长篇评

论《平民生活的叙事者》，还和赵长天联手

主编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徐汇区文化馆经

常有人组织民间的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

的画展，我经常去看。 1981 年时，我就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上发表了长篇美术

评论。 我的戏剧评论也写得很早，1983 年

就发表了相关作品。

所以我一直在现场 。 上世纪 80 年

代，我在文学的现场。 1997 年以后，我开

始直接在文艺的现场。 在这个过程中，我

一直在美术的现场。 而艺术到最后是可

以共通的。 上大学时，我曾跟着徐中玉先

生深入学习古代文论。 中国传统文论比

较灵动。比如，谈及艺术的三个阶段，技、

艺、道。在技的层面，以绘画为例，技是技

术，西方绘画有素描、透视、色彩，中国画

有笔墨 、线条 ，掌握了技术层面之后 ，将

之结合为整体，就成为艺术。 艺术之上 ，

还有道。 在道的层面上，所有的艺术都是

可以打通的。 比如，节奏，快慢轻重明暗

轻响 ，音乐 、绘画 、文学 、戏剧 ，都要有节

奏对比。节奏背后，便是艺术家生命气息

的投入。

记者：作为评论家 ，你的评论范围涉
及文学、美术、舞台艺术、影视等等，涵盖
了文化的大部分领域。 在这些不同的领
域中，你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能把这些
作品不同寻常的特点 、 以具有审美眼光
的论述展示在读者面前。 这些年来，你不
仅是评论者， 更一直是文化实践的积极
参与者。

毛时安：因为工作，我从一个偶尔台

下看戏的观众成了一个在台下不断看戏

的人，也借机深深感受到了艺术家们非比

寻常的付出和艰辛。 记得 1997 年 9 月去

文化局报到前， 为了提前进入角色，8 月

16 日我先行去上海芭蕾舞团观看 《梁祝》

的联排。 两幕之间休息，就看见主演辛丽

丽和演员们一个个拉着把杆大口大口地

喘气，满脸挂着晶莹的汗珠，脚背上都是

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凸起的血管，似乎可

以听到血液奔腾的声音。 排练厅灰色的地

胶像一片凝重的土地， 你仔细去凝视，就

会发现刻在上面的无数的暗光，一道压着

一道，那是无数青春的足尖轻盈掠过而深

深刻下的生命的印记。

在场给我带来了一种批评的巨大活

力，带给我那种被新鲜吸引的、要表达的

欲望和冲动。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有一种

强烈的冲动，要表达，要写。 几十年里，我

始终在艺术的现场 ， 而且参与了实际工

作。 所以，我的在场是深入到肌理深处的

在场。

记者： 读你的作品 ， 尤其是 《敲门
者———叩开画家的心灵之门》和舞台艺术
评论《野百合的春天在哪里》时，我感觉到
你对评论文字的雕琢与注重，许多文章都
是文质兼美，读者既能感受到艺术家作品
的独特魅力， 又被文章本身的华彩所吸
引。 评论家荣广润说你是一个非常求文采
和新意的评论家，“他的评论大都文采盎
然，有相当的可读性。 如用‘冷思考’‘华丽
转身’‘缺血缺钙’ 来概括表达自己的看
法、有思考但毫不晦涩。 这些词在经他文
章推广后，很快成了大家喜欢的常用词。 ”

评论文章需要文字和内容之间的平衡，你
写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毛时安：有时候，老师说过的一两句

话可以受用终身。 我始终记得大学时王智

量老师和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的

事情，说有易，说无难。 还有，我们的写作

老师说，短文章要俏。 一个“俏”，多么概括

生动。 这些话，我记了一辈子。

为了把文章写好 ， 我还会经常写点

散文。 文艺评论如何展现汉语写作的文

字魅力，文学光彩，和汉语评论的阅读美

感，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浑

沌多元的世界 ，我们用艺术 ，用文字 ，努

力应对时代的精神诉求 。 以文字为业的

人， 更应力求以精美的闪烁着思维火光

的文字，驱散人心中的暗和寒。 所以 ，我

不喜欢把评论写得很刻板 ， 经常写散文

练练语感，换换思维。 而我的批评文章 ，

成分并不单一，其中既有理性的部分 ，也

有感性的部分，有回忆和感情的部分 ，也

有现场的观感， 我希望在批评上能呈现

自己的想法。 直到现在，我还在一直不停

地实践、追求。

“艺术家要按照艺术
的规律来反映这个时
代向上 、 向前进程中
的复杂性。 ”

记者：在《攀登者》中，除了对上海近
二十年重要作品和重要活动的巡礼，你也
敏锐地发现问题，尽可能直言不讳，对不
少文艺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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