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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 今天的文学走
向了 "轻量化# 的方向! 大众更关心的
或许是股票涨跌 $ 娱乐新闻 $

!"

电影 $

财富榜单$ 时尚前沿! 而文学有时在印
证某些生活现象和大众狂欢时 ! 才会被
重新提及% 一定程度上! 文学越来越沦
为现实生活的语言文字载体 ! 或者将生
活中的跌宕起伏和曲折离奇集中收纳 !

在一个个故事的引领当中获得对日常生
活体验的个人冥想和情绪发泄 % 当文学
与现实握手和解! 当文学对生活的穿透
已经远远不及生活本身的绚烂丰富 ! 我
们不禁要问! 诗人何为& 文学何为&

其实 ! 文学的能量远非只是现实生
活的有效影像! 它应当是刺破谎言或幻
想的锐利尖刀! 需要以情感$ 理性和审
美的力量! 揭去生活中本以为如此却毫
不自知的一切表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与社会学$ 经济学$ 历史学等门类相比!

文学对社会$ 历史$ 市场的认知能力是
有限的! 因为前者是以实证的方式对特
定对象进行整体和宏观的描述 ! 并构筑
出一副无可辩驳的 "真实'( 而文学恰恰
关注的是那些宏阔架构中被忽视的人的
生命状态 $ 情感结构$ 思想波澜 ! 它们
虽然应和与编织了一幅幅真实的历史与
现实纹理! 但同时又构造出与意识形态
描述中的历史$ 社会和现实相异乃至相
反的另一个 )真实'! 这是文学独特的功
能所在% 因此! 有能量的文学绝不仅是
日常现实的再现! 那是新闻报道或历史
考古最擅长的技能! 而在于能否以独立
和自足的潜能! 将同质化或均质化的世
界进行剥离! 从叙事$ 情感$ 语言 $ 美
学等方面! 开启每一个人与现实生活相
遇的各种可能! 让人的心灵和思想 ! 在
文学世界的想象$ 沉溺$ 愤怒 $ 留恋当
中! 获得释放$ 解放甚至信仰 ! 哪怕其
中夹杂着反逻辑$ 反理性的疯癫和迷狂!

但这正是文学作用于人的独特方式 ! 且
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深度介入 % 这
种独特的作用方式同样有着有效性的内
在判断 ! 即有效的与否 $ 有效的力度 $

有效的持续! 并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
和非经典$ 厚重与浅薄的衡量标准%

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一些维度考察
文学的力度和能量% 其一! 时代的证词%

文学虽然并不需要直接描绘时代的复杂!

甚至这种描绘充满着不可能性 ! 因为文
学是基于个人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的呈
现! 这种呈现不可避免地带着个人观念
与生活体验的支配% 但这并不等于作家
可以放弃对时代的表达! 相反作家需要
在时代的纷纭复杂当中! 敏锐地捕捉到
其中所涌动的时代发展趋势! 触摸到时
代激荡下的生活丰富! 以及这种趋势和
丰富对生活其间的人所可能造成的喜怒
哀乐! 从而在时代与人的张力中 ! 构建
一种充满人文价值的理性智慧! 这是文
学参与时代的特有资本% 其中既包括贾
平凹的 *极花 +$ 范小青的 *我的名字
叫王村+$ 王祥夫的 *一地烂泥+ 等作品
对时代进步所需付出的心灵代价与精神
祭奠的文化权衡与质问! 也有李宏伟的
*国王与抒情诗+$ 黄孝阳的 *众生设计
师 + 等对人在新时代语境中可能的存在
方式产生蜕变的瞻望$ 警惕与思考%

其二! 历史的叩问% 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 文学无论是对现实的挺进 ! 还
是对历史的打捞 ! 抑或对未来的想象 !

都是在参与历史长河的灌注% 因为历史

在不断改写之中! 文学却独辟蹊径地具
有穿透表相的能力! 它凭借的不完全是
史料的重新爬梳整理! 而是从中挖掘独
特的精神素质% 因为这些零散 $ 碎片或
流动的精神存在 ! 想象的共同体得以成
立! 民族生活经验成为文学不竭的生发
动力! 张炜的 *独药师+$ 格非的 *望春
风 + $ 李凤群的 *大风 + ! 以及吴亮的
*朝霞+$ 葛亮的 *北鸢+$ 卢文丽的 *外
婆史诗+ 等作品! 他们对革命 $ 乡村以
及家族的重述! 不在于整理展示曾被遮
蔽的历史暗角! 而是试图以 )人 ' 为中
介! 重新建立文学记忆与历史内里的潜
在对话机制%

其三! 社会的观照% 文学如果妥协
为社会现实的附庸! 也就失去了作为文
体存在的独立性! 它需要以情感的力量!

揭去表象! 提炼真伪! 撼动现状 ! 它的
实践不是直接的行动革命 ! 却是观念 $

思想和心灵的刷新! 以更长久$ 更深刻$

更充满力量的理性力量! 去全力构筑一
个超越性的理想国! 周梅森的 *人民的
名义 + $ 付秀莹的 *陌上 + $ 徐则臣的
*王城如海 +$ 路内的 *慈悲 +$ 宁肯的
*三个三重奏+ 等作品! 批判与内省$ 表
达与想象$ 呈现与抒情成就其叙事暗流!

但一切都指向于当下人对存在乌托邦的
无限憧憬与抵近%

其四! 人性的洞察% 尽管文学的跨
界被人反复称道! 异质因素不断进入文
学表达! 但 )文学是人学' 时至今日仍
是一个不灭的箴言! 古今中外的优秀文
学作品 ! 无不将对人性的勘探 $ 审视 $

洞察$ 讴歌和批判作为核心命题 ! 对人
性洞察的深刻与否! 成为人由个体走向
主体的重要标志! 而这种主体性彰显在
张悦然的 *茧 +$ 张翎的 *流年物语 +$

赵兰振的 *夜长梦多 + 等作品中 ! 是借
助于历史$ 社会$ 地域等叙事外壳 ! 展
开对自我内在性和无限性的发现和怀疑$

否定和确立的跋涉之旅的%

其五! 命运的抗争% 文学一定意义
上是弱者的精神武器% 面对生存的苦难$

命运的不公$ 厄运的捉弄! 文学虽然不
是救世主! 但它却能在事件 $ 形象 $ 人
物$ 审美的片段当中! 以热烈的情感方
式! 告诫读者这一切不过是生命的常态!

让受难者不至于绝望! 让幸福者不至于
昏聩! 虚构的人物尽管经过了艺术的提
纯! 但文学却执著于存在姿态和精神韧
性的传达! 激起每一个人所潜藏的力量%

现代社会对人的训诫力量的强大及对这
种强大的反抗! 成为 )

#$

后' 作家散乱
面相中的内在共同体! 徐则臣的 *狗叫
了一天+$ 弋舟的 *出警+$ 张忌的 *沉
香+$ 田耳的 *婴儿肥+ 等小说! 在雕刻
生命无奈和荒诞体验的隐喻画面时 ! 内
隐的是碎片沉沦年代对生命张扬的积极
行动与理想主义的拯救%

其六!生命的尊重% 文学捍卫着人世
间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和权利% 文学
以启蒙话语的方式!传达出生命的重量高
于一切的人文价值观% 这种富有暗示性的
语言行动!成为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生命
激情 !从苏童的 *万用表 +$张者的 *桃
夭+$盛可以的 *喜盈门+!到王安忆的*匿
名+$迟子建的 *群山之巅 +等 !生命的内
涵已经延展为人所身处其中的一切天地
存在之物!这是人类对自我生命与它者生
命)内在关系'的重新认知%

在漂浮$ 流动$ 不安$ 诱惑的当下
时代! 文学既要直面总体为 )轻 ' 的时
代征候! 但更需要以理性$ 审美和情感
之 )重'! 掀去浮于表面的精神幻象! 这
是文学在消费时代能够重新得到尊重的
方法% 尽管文学不一定能提供当前人类
精神 $ 心灵 $ 灵魂和生命的迷茫救赎 !

但却扮演着一种对外认知世界和对内心
灵探寻的艺术镜像! 在警惕人日渐沦为
符号性和平面化存在的同时! 矢志不渝
地呵护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要义,,,高
贵$ 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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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书写!或多或少隐藏着

一头猛兽! 从杂草丛生中冲将出来!

青年与青年之间看不见对方的路"宛

如伍尔夫永远诘难乔伊斯!马尔克斯

和略萨在酒馆互殴!只能给对方猛然

一拳" 文字的刀锋!体现在决裂的事

时有发生"我不敢说青年的实验写作

意味着成功!即使是失败的实验和标

签!青年们都会乐此不疲"

我猜想文学的虚构永存 #埃斯

库罗斯$模式% 作为&

=>

后$写作者

都会前仆后继% 这样的书写看起来

不像聪明人干的事!然而!书写就是

豪赌的注脚%

青年们的写作一般被定义为实

验% 作为黑暗里的沙砾! 青年用充

足'多余'无望的时光来实验 !经历

一些焦心的失败! 在于被缚的普罗

米修斯与强大的宙斯对视! 缺少和

解的机会! 英雄主义的悲剧会引发

同类各种情感的讨论" 对于青年来

说! 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数年来不间

断地书写! 这种来自真挚的需求与

爱好!会将青年重新拉回它的身边"

当大家过于忙碌而遗忘文学! 书写

是失败的!失败的实验始终是常态!

它让参与的人付出没有结果的代

价!得到真诚的呼吸"

写作者都要经历或长或短的困

境! 青年的摸索期如此漫长和煎熬!

作为愚笨的方向!顽固的幻想!大概

因它的旋转'恣意!酿造跌宕起伏的

剧情"这种实验从诗歌过渡到小说领

域! 提供一种向往的海市蜃楼(&

=>

后$ 写作者仍然会看到繁花小径!文

学的另一座花园!当揭示加大!热情

加大!欲望加大!决绝的力量加大!哪

怕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其实已经告

别黑暗!与热闹的世界平行%

不料!当一个青年从闭塞之地跋

涉!人生之路如此反复!让他辗转反

侧!&

=>

后$的创作!当自己
?>

多岁

了!每个书写的人就像卡内蒂的)迷

惘*了!成了#疯子的人间喜剧$% 所有

的时间也没有追上别人的步伐!追寻

中迷惘!#我不相信$!实验代替沉默!

实验好比破灭的镜子!节奏'故事原

型'心中感悟 '风格 !都是残酷的冬

天!悬浮的雪花!映射泥泞大路% 创作

越发走向情绪的控诉!人生的照壁那

么血淋淋!写满青年自己的道路%

如此复杂的转型社会! 单一的

文学和人生还管用吗+

这里需要回归到文学的价值 %

我一直在其它领域书写! 但是没有

哪种样式的实验有文学来得让人爱

恨交加! 来得让人心颤! 来证明苦

难'幸福'歌唱'爱欲% 小说竟然成为

证实自己 #我还活着$#我哭了$#我

的泪是紫色的 $#谁知道我 + 只有

它, $的道德证词%十多年来!自从离

开#咸家铺 $和 #咸家街 $!我一直在

小说里寻找那些姓 #咸 $的人 !包括

)人蜗*等!关于这部分的小说!觉得

实在无法用复杂言语陈述 % 等到

@>AB

年来临! 冰山原则让我惭愧!

我越来越拒绝单一的创造! 转为内

在的病理分析%

人类疆域如此之大! 对于青年

写作来说!如果没有实验!没有提供

光明与黑暗博弈之后的胜利来指导

未来! 文学将陷入所有的凹陷和重

复!失去最珍贵的生动和脉搏!成为

惰性而失去意义% 作为现象一种!这

不是说作为青年! 我们畏惧失败的

实验! 而是青年越发认清写作就像

所有正义的事业! 希望融进自己的

个性'脾气'秉性和成熟% 如果没有

即将到来的阳光! 应有星星最大的

光亮% 付出之下!这是自然期待%

写作像每个行业(软件'证券'旅

行'科研'物流运输!有话即说!哪怕

是流水线作业% #

=>

后$的写作!或许

不坚定去探讨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是

这样子!而是自认为拥有写作!本身

就对应一种时代!一种信念!一种回

答% 现在的写作需要汲取过往经验的

创造! 切割文学雪白的有机的躯体!

我不敢说青年的实验一定是创造者!

只是作为现实的#套中人$!文学仍然

是青年的灯塔! 这句信誓旦旦的废

话!就是星星最大的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