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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 《文学报 》写一篇文章 ，但我

得先从《文艺报》说起。 我是 1983 年毕业

就到文艺报社工作的， 当时还不叫文艺

报社，叫《文艺报》编辑部。 在大学读书的

时候， 教我们文学理论的老师就对我说

过 《文艺报》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

性，还说它就像当时苏联的 《文学报 》一

样在全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我到了文艺报社，能够感觉到

报社的编辑们都乐于将《文艺报》与苏联

的《文学报》相提并论，当然，这种情绪透

露出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及一

种自豪感。 要知道，苏联的《文学报》是和

《真理报》、《消息报》 一起成为苏联的三

大报纸之一， 共同担负着为国家政治和

政策发声的功能。 《文艺报》的确在很多

方面与苏联的《文学报 》相似 ，它们都是

作家协会的机关报， 也都受到国家领导

人的重视。 文艺报社有几位负责人去苏

联访问过《文学报 》，还商谈了两家报刊

要建立起每年互访的制度， 可惜这个动

议后来没有实现。 中国和苏联，一直是世

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社会主义国家，《文艺

报》和《文学报》又是两个国家各自唯一

的一份文学报刊， 似乎有着独享一尊的

荣耀。

我到文艺报社时已经感觉不到这种

荣耀了，原因很简单，在上海有一份文学

报纸横空出世，而且它的名字就叫《文学

报 》，与苏联的 《文学报 》一模一样的名

字！这不是要取《文艺报》而代之吗？我到

文艺报社时就感到了大家面对新创刊的

《文学报》有了一种危机感。 当时从中国

作协机关到我们报社， 都在纷纷议论一

个话题，就是《文艺报》要不要改成报纸。

我到报社的一年多以后， 中国作协党组

作出了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每周出

一期，理由大致上是说 《文艺报 》要适应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加强新闻性，密切与

文艺现实的联系。 但我觉得，《文艺报》改

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文学报 》的创刊 。

很可惜呀！ 《文学报》的创刊导致了一份

坚持了三十多年办刊宗旨的《文艺报》放

弃了自己的理论性特色。 我们几位在理

论组（《文艺报 》当时的各编辑部门不叫

某某部而叫某某组） 和评论组的年轻人

特别不希望将以理论批评为主的月刊改

成以新闻为主的周报。 哎哎，全是《文学

报》惹的祸！

转眼间，《文学报》 创刊已经四十年

了。 事实证明，《文学报》并不是要来取代

《文艺报》的，如今两家报纸成为了同一

战壕的亲密战友。 其实这两家报纸本来

就具有血缘关系。 文学大家茅盾就与两

家报纸的创刊有着密切关系。 《文艺报》

最初是为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

会而创刊的 ，那是 1949 年 5 月 ，当时成

立了编辑委员会 ，茅盾是编辑委员会的

带头人，他代编委会起草了 《文艺报 》的

发刊词 ，还让严辰去请画家丁聪设计报

头。 从第 2 期起 ，报头改用了茅盾亲自

书写的字体 。 以茅盾字体为报头的 《文

艺报》一直办到第 8 期。 这一段的《文艺

报 》 严格来说还只是全国文代会的会

刊。 在此基础上 ，新成立的全国文联决

定正式创刊 《文艺报 》，这时茅盾建议采

用鲁迅的字体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

意。 鲁迅书写的“文艺报 ”三个字从 《文

艺报》9 月 25 ?创刊起就印在封面的显

赫位置上 ，这三个字一直沿用至今 。 令

我们感动的是 ，三十二年后 ，茅盾又一

次提笔为另外一份文学报纸的创刊而

书写报名 ，这一次书写的 “文学报 ”，他

还专门为 《文学报 》的创刊写了一篇文

章 ，标题就叫 “欢迎 《文学报 》的创刊 ”，

他在文中称赞《文学报 》的创刊 “在我国

文坛上是一个创举”。

茅盾先后为 《文艺报 》和 《文学报 》

题字 ，这一举动意味深长 ，或许我们能

从中捕捉到一些历史的密码。 《文艺报》

创刊于 1949 年 ， 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

胜利 ， 这一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中国现代文学从此进入当代文学阶

段，这是一个文学的新时代 。 如何描述

这个文学新时代的性质和特征 ，应该是

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但无庸置

疑， 它是将为人民服务确定为方向的 ，

同时 ，它也是一种具有组织性和合目的

性的文学制度。 《文艺报》伴随着这一文

学新时代一路走来 ，记录了它的成功和

教训。 当它来到 1980 年代，中国大地上

吹拂起强劲的改革春风。 春风也吹绿了

文坛 ，许多作家荡漾起春心 。 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文学报 》在温暖的南方诞

生了 ，茅盾欣然接受邀请 ，为 《文学报 》

题写报名 ，一定是从这份新的文学报刊

中感受到了春的讯息。

当 《文学报》 走过了四十年历程之

后， 我对它的创刊在当时所造成的社会

效果也认识得越来越清晰。 我觉得完全

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文学报》 的创刊

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它意味着又一

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当然，这个文学新

时代并不是对前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否定

和舍弃， 不是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终

结。 这个文学新时代可以说是前一个文

学新时代的升级版， 中国当代文学从此

开创出崭新的空间。 但前一个文学新时

代又是一个文学大一统的时代， 后一个

文学新时代之新， 新就新在它对大一统

的终止。 从此，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到一个

多元化的新时代，《文学报》 正是紧随着

时代的节拍应运而生， 它吹响了多元化

的进军号角。

多元化并不是立山头、搞宗派，也不

是非中心、非理性。 多元化是肯定多样发

展和分散变化的途径， 多元之间处于平

等对话的状态， 有着共同遵从的基本原

则和价值判断， 共同致力于中国当代文

学的发展。 这就是《文学报》创刊后中国

当代文学面对的一个文学新时代。 自《文

学报》 创刊后， 先后又有河北的 《文论

报》、广东的《当代文坛报》、山东的《作家

报》等报纸相继创刊，他们在多元化的文

学格局中办得风生水起。 中国当代文学

也迎来了一个 1980 年代的黄金期。 这四

十年来，多元化由狂飚 、浮躁到冷静 、沉

稳，逐渐建设起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多

元化也有效地应对了多媒体、 网络化带

来的冲击。 而无论怎么变化，《文学报》始

终站在多元化浪潮的潮头。

四十年来 ，我一直是 《文学报 》的一

名读者，作为读者 ，我很认真 ，认真地在

《文学报》上看到文学的另一道风景。 四

十年来，我也一直是 《文学报 》的一名作

者，作为作者，我有点不尽职 ，但我懂得

什么话才值得在《文学报》上说。 比如我

写了一篇讨论现实主义的文章， 我在文

章中说：“一个真正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的

作家，在进行主旋律创作时，要对赞美歌

颂的姿态保持足够的警惕， 要了解其危

险性。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应该在《文学

报》上说，因此我就把文章发给《文学报》

的编辑，文章最终也在 《文学报 》上发表

了。 在《文学报》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要

对《文学报》表示我的感谢。 因为我从《文

学报》上享受到了多元化的红利。 衷心祝

愿《文学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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