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写是为了唤醒，直面突围是文学的担当
记者：第一轮国企改革催生了许多文

学作品，相关题材至今还在影响着青?一
代写作，改革包含了关乎职工利益和背后
家庭的阵痛 ，人性 、理性 、情感之间的冲
撞。 《重装突围》 没有忽视这种在场的力
量， 用了很多篇幅去书写裁员的生存问
题， 及对国企员工个体生存处境的关注。

这些其实都延续了你之前 《国企变法录》

《暂住中国》中的文学观念。

周闻道：是的 。 在场的核心要诣 ，就

是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苦难 。 通过

对“五四”以来泛化的小（小品文）、美（美

文）散文观的反思与革新，重振中国文学

的担当精神。 《国企变法录》《重装突围》

两书从时间、 空间和改革流变上无缝衔

接， 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国企改革史 。 而

《暂住中国》则是对中国实行了 58 年 、涉

及几代数亿人的暂住制度的追问 ， 数以

若干亿的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 铸就了

一个时代的痛。 书写是为了唤醒，在场的

使命得以实现。

记者：在阅读这部作品过程中，可以感
受到你对经济学专业有着非常熟悉的把
握， 比如作品中领导任洪斌第一次与二重
职工谈话交流时，提到了今后“能上能下、

能者居之”的用人机制，随即你将这个机制
与英国经济学家的超产权理论联系起来。

这样的评述在书中还有很多， 在推动叙事
与个人评述之间，是如何调节尺度的？

周闻道： 国企改革的指向是市场经

济，而许多作为深刻体现市场规律的经济

学理论，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于认识改

革、指导改革、总结改革都有重要作用。 但

正如德国诗人歌德借助他的诗剧 《浮士

德》 中所说的那样，“理论都是灰色的，唯

生命之树常青。 ”国企改革本身就是一部

最鲜活的经济学。 我们学习经济学经典，

但又不能本末倒置，囿于经典，核心还是

阐释清楚我们改革中的问题。

记者：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近
?也在争论关于“合理虚构”的问题，但你
在经济领域的研究经验和参与国企改革
的双重经历让《重装突围》看似避开了这
个写作难题，或者说你尽量让读者意识不
到虚构的痕迹。

周闻道：我认为，报告文学作为非虚

构文体，必须真实。这是前提。但文学的真

实本质上是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与

生活的真实毕竟是有区别的。 从这个意义

上说，任何文学类写作都离不开“合理虚

构”，包括报告文学。 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赞

成，叫做“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在重大

的、主体的人物、事件和事实上不能虚构，

必需真实。 而对个别语境、细节、心理活动

等是可以“合理虚构”的，这不仅不影响整

体的真实，反而增加艺术的真实。 这里的

“合理”，就是其虚构必须符合生活真实的

逻辑。 事实上，《重装突围》的人物、事件、

数据等，都经过了“国机”和“二重”有关职

能部门反复认真核对，非常真实。 而在一

些人物事件场景等的叙事还原上，难免有

合理虚构。

记者：这部作品在今?还提供了另一
层思考，在全球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
之下，国企实体更加起到了稳定和支柱作
用。 这次写作经历，也让外界看到了中国
经验、中国模式的自我更新路径。

周闻道： 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和反

思，就是我们的制度自信。 自由民主和集

中统一是一对矛盾， 关键是掌握好度，任

何偏颇对社会治理都是有害的。 特别是在

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中，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了出

来。 可以说，这是我们向世界提供的又一

个成功有效的中国经验。

记者：近些?有一些纪念改革开放的
非虚构文本出版，突显了大国工业发展之
路， 但大部分依然着眼于早期国企改革，

介入当下现场的还是较少，你认为对写作
者而言难点在哪？

周闻道：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改

革文学如影随形，始终在场。 但真正全方

位、立体性、非虚构的工业题材文学很少。

主要原因，一是正如作家阿来所说 ，工业

题材写作具有非经验性， 写作难度较高，

不仅需要文学的知识，还需要工业 、经济

学、行政学和官、商等方面的知识和体验。

这就决定了对作者的选择性。 二是矛盾的

复杂性。 特别是当下高端国企改革，涉及

到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人物、事件，矛

盾复杂，利益交错。 正因为难，才要为之。

作家和改革文学的使命，就是要敢于破解

时代大题。

记者：我想到，下一个需要破解的时
代命题或许是走向海外并购之路的国企，

变成全球化企业之后， 是另一种形式的
“重装突围”。

周闻道： 在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包

括国企在内的大企业、 大集团，“走出去”

是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改革和

产业转型升级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前真正

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面临的危机，

即前面谈到的“重返制造业”，与我们的产

能输出的对立；及霸权主义思想下衍生的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让既有的世界

经济秩序和格局面临挑战，解构与重构都

会矛盾重重，不确定因素很多。

针对这种挑战，中央提出了扩大内循

环战略，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国企

结构性重整，形成若干“中国拳头”，让能

走出去的企业坚实地走出去，实现发展目

标。 同时，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及市场优

势， 让走不出去或不利于走出去的企业，

在内循环中实现发展目标，进而重构中国

科学的产业体系、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合理

的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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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闻道：改革文学要敢于破解时代大题
本报记者 郑周明

随着中国企业近年频频在世界级项目中竞标亮相，展现了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文学读者对“大国工业”题材的热度也随之高居不下。 网络文学“工
业文”汇聚了大量读者和作品，提供了自身创意想象的视角，而在传统文学领域，改革开放题材作品在聚焦早期国企改革之外，也亟待作家们深度介入
当下国企新变，探问中国经验的形成。

今年初，作家周闻道长篇报告文学新作《重装突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样本，他以多年一线调研采访深入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心区域，以两
个大型国企的重组过程为蓝本，细缕条析展现中国企业在当下全球环境中的优势与短板，引起广泛关注热议。 这部新作如何从改革文学题材与报告文
学视角出发破局突围，又如何兼顾时代的体温与改革的潮涌？ 近期于作品举办研讨会之际，本报记者对周闻道进行了采访。

当下改革题材，文学要面对“无错之错”“无病之痛”

记者：你介绍过这部新作《重装突围》

的写作缘起是在网上看到 “国机 ”与 “二
重”联合重组的新闻。 在 2014 ?出版《国
企变法录》之后，你有没有预感新一轮国
企改革很快就会开启？

周闻道：是的。 我大学学的经济专业，

参加工作后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在政府宏

观经济和企业主管部门工作，对企业有深

厚感情。 同时，我认为，以国企改革为核心

的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进而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体

系的关键。 对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到来我

是有基本预知的，因为随着第一轮国企改

变对于面上的大中小型国企体制、机制和

人三大基本问题的解决，改革进入“深水

区”，高端国企更复杂、深刻、艰难问题的

改革必然浮上水面。

记者：你谈到新作《重装突围》有一句
话很有意味， 说从报告文学角度去看，这
两大国企“重组成功与否都有意义”。

周闻道 ： 这是由高端国企改革的特

点决定的， 上联着国家基本制度的顶层

设计， 下连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全部

触角。 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

通过国企改革， 如何既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的问题， 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

济基础 ，又让企业适应市场 ，增强活力 ，

这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 从理论

上讲， 任何改革都具有探索性 、 不确定

性 ，成功当然好 ，即便失败了 ，也可为未

来提供经验教训———改革不可能因失败

而停止。

记者： 这部作品从决定写作到调研
可谓反应快速，作为在场写作的倡导者 ，

你一直主张 “面向事物本身 ”，强调经验
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 这次面对
两个大型国企， 对问题的揭示程度以及
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 如何处理写作过
程中的顾虑？

周闻道：是的，在场写作强调“面向事

物本身”，不主张到书本上、经典中或逻辑

演绎里去寻找经验；而作为国之重器的中

国“二重”搞垮了，不能说没有问题。 那么，

问题如何归结？ 与 40 多年前的改革问题

不同，这次更为复杂，文学上有一种“无错

之错”，是更深刻的错；最难医治的病 ，就

是“无病之痛”。 许多问题都有复杂背景、

深刻根源，很难说谁是谁非。 书写中不能

一味回避矛盾，那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

乎逻辑，书写的价值也随之丧失。

因此， 写作上的顾虑当然是有的，但

这也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在场写作的一个

重要维度就是挑战极限， 并从中发现真

相。 好在，我既有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又

注意表达技巧：一是坚持在场批评的三原

则：真实、善意、构建；二是以叙事为主，而

非以写人为主，人由事出；三是借助网络、

私聊等虚拟叙事，实事虚写。

记者：你说“二重”身上几乎囊括了当
下国企问题的所有征候， 问题更为复杂，

相比上世纪 80 ?代国企改革中暴露出的
问题，现在的问题复杂性的核心在哪？

周闻道：一是思想基础不同。 第一轮

国企改革，还处于改革初期，人们需要改

革的思想启蒙。 二是改革的重点难点不

同。 本轮改革的重点难点，是在国企大面

积已基本走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

础上，从国家层面寻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下，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及国企与市场

的最佳结合点，构建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秩序。 三是

主要矛盾不同。 本轮是在新观念、新体制

下，如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企

业制度自身的不断调适、 修复、 完善、提

升，以适应市场价值和规律的问题。

记者 ： 在书中我还注意到问题的暴
露也和如今国企的国际竞争力有关 ，中
国企业如今频频出海参与国际竞争 ，核
心竞争力的优势和短板都公开化了 ，《重
装突围》 自始至终都隐藏着关于这个问
题的思考。

周闻道：从经济角度 ，世界一体化是

必然要求，但地域、行政和不同的利益主

体又客观存在。 这就产生了矛盾：一是西

方发达经济体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和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中等收入人群面临岗位丢

失、重返贫困的挑战，进而出现了“重返制

造业”的呼声。 二是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

城镇化中后期，大量的制造业过剩产能需

要外泄，寻找出路。 此外，就国企而言，客

观上存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

益距离，由此决定了责任、责任能力和责

任结果的不同一、非对称性。 这是国企改

革的真正难点。

在这里，中国智慧和实事求是 ，在国

企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 。 在改革开放初

期，国企改革侧重于“分”，旨在打破垄断，

培育市场，保护消费者。 第二轮国企改革

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进入买方

市场，国企改革侧重于“合”，旨在培育适

当的垄断，保护竞争力。 《重装突围》最后

一章的 “中国拳头”“重装出击”“国家经

验”等，都专门写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