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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的方式关心世界
本报记者 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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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批评家日#新书分享会在杭州举行$评论家热议%%%

今天!我们关心什么" 作家#评论家的
关注! 与普通读者有着怎样的感同身受"

身处文学现场的作家和评论家!又该如何
与时代#与现实#与传统相处" 近日!在以
$

!'&$

%青年批评家日&&&今天我们关心
什么" '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上!青年评论
家张晓琴(夏烈(张定浩(金赫楠(王晴飞(

丛治辰(李振与特邀嘉宾徐兆寿(龚梦佳
一起!在浙江杭州晓风书屋畅谈当下青年
评论家关注的话题)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第
三辑'+一套

&!

册,同时进行新书发布)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
究员!张晓琴-夏烈(熊辉(张定浩(饶翔(

金赫楠 (王敏 (王晴飞 (徐刚 (陈思 (丛治
辰( 李振等

&!

位青年评论家以鲜明的学
术风格和批评姿态进入当代中国文学现
场. 这些处于火热文学现场的青年学者!

其所思所想!所感所虑!在青年文学群体
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话题从文学进入! 却不局限于文学.

文学评论家的视野正向更丰富的外部世
界拓展. *如果讨论的话题总是局限于学
术圈内!我们可能会忽略专业以外的很多
事情. 但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中!生活在社
会中!生活在人群中!如果那些问题都不

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我觉得!批评家很难
算得上是真正的批评家. '夏烈说.一直关
注网络文学的他!以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
为例!道出了在习惯思维和固定印象背后
的更丰富的网络文学生态/*如果我们把
当代看作固定的当代!如果我们仅仅执着
于当代的文学批评!就会忽略很多有价值
的事物. 比如!在作为新媒体时代通俗文
学的网络文学中!我看到明清小说和整个
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子. 如果我们只
是将网络文学认识扁平化-固定化 -模式
化!就会忽略这些有价值的方面. '

文学! 不仅仅也不应该仅仅是文学.

文学评论家的视野! 也不会只停留在文
学之上. *每个人都有多重 - 多层次的
身份和立场! 所以我关心很多问题 . 比
如说我关心蔬菜和粮食! 因为我需要做
一日三餐.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

我关心当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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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1 的写作如
何真切表达今天这个时代.' 金赫楠说 .

她道出的对文学和批评的隐含忧虑 ! 或
许是如今不少文学从业者内心的叹息 /

*无论我在书房里如何用功! 无论文学现
场看似多么喧哗热闹甚至繁盛 ! 我们的
写作- 我们的职业和这个时代是否真的
可以发生一些心意相通的真切联系 " 换

句话说! 我们在这里讨论得很热闹 ! 我
们的文章! 我们的文学作品 ! 是否对我
们今天的人类社会和我们的时代有真正
的意义和价值" 坦白说! 我现在有一点
不确定和怀疑.'

有不确定!有怀疑!也有坚信. 与其他
方式相比!以文学的方式介入世界!观察
世界!又有何独特之处" *实用性是文学非
常重要的一面!但是在实用性之上!我们
为什么要看小说" 是为了了解其他人是如
何生活的. 我们如何区别一般的小说和文
学性的小说" 普通的通俗小说!读者进去
之后只能看到自己. 而更好的文学是引导
读者走向他人! 走向另外一些陌生的生
命!走向一个跟自己无关的生命!事实上!

文学是养成一种爱别人和同情别人的习
惯!这是文学最根本的功能. 读书是让我
们心智得到锻炼!让我们形成爱和同情的
习惯. '张定浩表示.

*这么多年!我关注的就是文学. ' 丛
治辰说道. 这些年来!他写小说!写评论!

兜兜转转!关注的重心始终在文学上!*但
这个文学不是说拿一本书在一个墙角读
的文学!文学是教我们更加丰富而不是更
加简单! 教我们更加宽容而不是更加偏
执! 教我们更加聪明而不是更加愚蠢!教

我们更加开放而不是更加封闭 . 通过文
学!我们了解众生!理解远方!理解他者!

理解跟我们生活不一样的东西'.

这些年轻的评论家以文学的方式关
注世界! 王晴飞说/ *观察世界有很多
种方式和视角 . 作为一个社会人 ! 我们
关心社会. 以文学为职业 ! 则文学是我
们观察世界- 了解世界的最重要方式.'

同日! 由杭州市文联主办 ! 杭州市
文艺评论家协会-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
意产业研究院承办的 *青年文艺批评%杭
州对话会' 暨首届杭州青年文艺评论大
赛颁奖活动在杭州举行 . 本届大赛以
*青年视角! 新锐思想' 为主题! 关注当
下文艺作品与现象. 大赛通过

*

个月的
征稿! 共收到投稿

())

余件 ! 内容涉及
当下热点文艺作品以及文艺现象评论 .

经严格评审后评选出入围作品
+)

件! 其
中 2神话不再时 ! 灵韵消失处&&&读刘
庆 3唇典 45 2历史关照下的温情叙事
&&&评格非长篇小说 3望春风 45 2*我
亦未曾饶过岁月' &&& 木心文学绘画创
作中的命运反抗 5 等十篇优秀评论文章
分获二- 三等奖 +一等奖空缺,) 据悉 !

获得本次大赛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的作
品将结集出版)

简媜!散文中隐含着"理想的我#

新作&我为你洒下月光'出版

见习记者 袁欢

!也许"不再有什么诘屈聱牙

的经卷难得了你我# 当你恒常以

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 我试

图以文学的悬崖瓦解宿命的悬

崖"当我无法安慰你"或你不再关

怀我"请千万记住"在我们菲薄的

流年里" 曾有十二只白鹭鸶飞过

秋天的湖泊# $在%四月裂帛&中"

简媜曾如此对文学深情告白#

简媜是台湾地区散文创作中

自成风格的一位作家#她曾借别人

之口指出 !简媜二字太坚奇铿锵"

带了点刀兵$# 如她的名字一般"她

的文字孤意中带了点坚强#简媜出

生于台湾宜兰的一个农家"

89

岁

时父亲去世"作为长女很早就肩负

起家庭的重担#

8:

岁独自去台北

求学"这段经历直接影响了她的写

作# !离乡背井'从宜兰到台北念高

中("因为孤独"所谓的)孤绝*"那

一种绝境"让我进入写作里面+ 这

种,绝境*最后成为我生命的原始

气候"就是,基调*# 其实我的作品

并不快乐# 我很少回头看我的作

品" 几乎不敢# $

8;

岁考入台大

哲学系"心有不甘的她终于在隔年

成功转入台大中文系# 大学期间"

简媜创作了第一部散文集%水问&"

叩问青春"也首次圆了自己的文学

梦# 毕业后"简媜又在佛光山修习

佛经"从此文字里添了一些通透的

禅理# 多年以来"简媜独攻散文"陆

续出版了诸多作品"形成了独特的

散文创作风貌#

简媜的散文" 写世事的部分

比较虚" 更多的是对生命体验以

及对内心的挖掘# 她有一颗敏感

而深刻的心灵" 并不打算对生命

作空泛的玄想" 而是始终将眼光

落在有限的具体生命之上#她说-

!我是个小人物"只希望自己别那

么匆促"希望能够静下来"老老实

实地"把生活一本一幅慢慢地看"

用我的心细细品尝" 并把愉美的

刹那.感动的心情"一字一句"勤

劳不倦地作成生活之细笔# 于是

处处美丽#$将生活作为写作的来

源"思考自然随着生活而动#简媜

告诉记者" 她愿意将自己对人生

不同阶段的思考" 以书的形式与

读者共享" 这种形式也使得她的

散文常常带有阶段性的主题# 如

近期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新作

%我为你洒下月光&中"她以信札

为线索"书写爱情# !文字有温度

的那个时代逐渐远去$"简媜告诉

记者-!区别于现代社会年轻人用

社交软件沟通"我们那个年代"信

是最重要的沟通方式# 在信件的

往返中"感受彼此的内心#因为文

字具有过滤的效果" 它直接指向

一个人内心深处最原初的情感#

信的时代的离去对于我这个文字

工作者而言"是惋惜而深沉的# $

通过信件" 简媜描写了一个已经

消逝的年轻时的爱情故事" 她笔

下的爱情虽也缠绵" 却更多带着

相忘于江湖的潇洒#

为什么在这个年纪还要书写

爱情" 简媜回答-!爱情是美丽的"

破碎时也是痛苦的"如果把爱情放

到整个生命观中"很多事情会不一

样# 破碎不再变为恨"原本相爱的

两个人会变为知己# $爱情里有胶

着"有爱意"还应有大舍的悲凉# 在

下笔前她坦言写这本书是带着徘

徊与犹疑的"!于笔耕旅途三十周

年里程处" 摇摇晃晃地犹疑着.迷

惑着.要死不活地赌气着$# 探其原

因"大概是年龄阅历至此后随之而

来的沧桑心境# 而最终写下来"也

是源于记录的心# 她说-!一切发生

的"一经走过的"都应该是有意义

的# 世界总是残破的"即便残破"沧

桑后应予以修补"我感念我还能用

文学去修补# $

文学具体而言散文对简媜来

说"不仅是一个形式"一份工作"

更是一种生命观# 她认为散文中

隐含着散文家的!理想的我$# 她

说年轻时候也抱怨为什么没有人

懂自己"随着生活的洗礼"学会从

本质上接受人本来就是孤独的"

于是她常常反问自己理想中的我

是什么样的/ 在最深的某个角落

是否还有一个阴暗的我隐藏着/

散文正是她寻求答案的方式#!我

常常聆听别人的故事" 透过写他

人的故事" 从他人的泪光中看到

自己的人生倒影# 也许会看到一

样的迷离" 但或许也藏着突围的

勇气# $散文里除了有聆听"还有

独白"相较于小说和诗"散文跟读

者的距离更加接近" 散文中较能

捕捉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散文

是一个声音呼唤另一个声音"散

文中最美的境界" 是作者跟读者

心心相印的共鸣境界# $ 简媜这

样定义散文#

有评论家如此形容简媜的语

言-!不是平常所习见的" 平铺直

叙的清浅雍容" 清词丽句包裹着

的淡淡哀愁"而是绝世的凄绝"内

中透出横槊赋诗的草莽气质#$简

媜则将其归结为古典文学对她的

熏陶# 她认为古典文学对她的影

响是全面的" 从文字的驾驭风格

上看" 她直言不想自己的文字是

白开水" 希望自己的文字是蕴含

一些情味与特殊的意象之美的#

而这种情韵跟意象之美完全可以

从古典文学中习得#她对记者说"

古典文学包含的情韵与意境"是

无法通过!牛饮$获得的"所以她

常常建议一些写作的朋友去古典

文学中 !泡一泡$# !文字有没有

味/是考量一个作家的重要标准#

虽然我们现在使用白话文" 但白

话文也要使它变得有滋有味# 适

度从古典文学吸收美感" 有助于

建立自己文字的情韵" 还能拓展

我们的情感类型# $ 她所说的情

感类型是指一个人只有一种人

生" 就如商人永远无法懂得海上

四处漂泊的水手的愁苦" 水手同

样不会理解商人商海沉浮的动

荡# 而古典文学中则提供了丰富

的情感类型供人们撷取#

如今尝过了人生五味"经历

了遍体鳞伤 "回首过去 "她说现

在的自己看待人生柔和了很多"

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激进"但她依

旧保持着对文学的赤忱之心# 她

形容自己的文学之旅是一场!散

文马拉松之路$"文学之于她"就

是生命"就是一条人生之路# !高

中开始立志成为作家"四十几年

已经过去 "风霜也已袭面 "青春

的火苗也已熄灭# 身为作家只能

葬在白纸黑字里"除此之外没有

第二个江湖 " 故愿继续长途跋

涉 "独自一人 "走到行兴自消之

处"写到江郎才尽之时# 若能如

此"一生自在圆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