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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悄然登场!如冰山澄静
本报记者 郑周明

!!" 后"正在成长的文学力量#研讨会在京举行

把一代写作者凝聚起来形成文学共

同体 ! 以某种笼统的概念或特征推向

文学界及文学市场 ! 是全世界文坛都

习以为常并持续在做的事情 " 比如每

隔十年 ! 欧洲文学期刊都会进行一次

'( 岁以下最佳青年作家的评选 ! 而在

美国也有多个文学奖是以 )* 岁以下青

年作家为评选对象而建立 " 几十年来 !

一代代写作者前赴后继形成当代世界文

学的写作主体! 他们有着相似的文学追

求和理想! 不同的只是出场方式以及写

作特征 "

当中国的 #+* 后$ 作家近年来频繁

现身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品&%萌

芽&%西湖&等文学期刊并逐渐形成集体性

群像时! 外界或许给予了更多惊讶的反

应! 然而认真细数一下! 这代人中最早

发表作品的作家已然快要 )* 岁了! 也正

是文学生涯最快速成长的年龄阶段 " 文

学界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完全不同于前

代人的风格特征! 也看到了他们进入写

作成熟期前的匮乏与不足" 近日 ! 一场

基于理解和对话性质的讨论恰逢其时地

在北京举行! 这场由中国作家网 ' %作

品& 杂志社主办的 #+* 后( 正在成长的

文学力量$ 研讨会集结了众多文学评论

家及 #* 位 #+* 后$ 作家! 在交流与碰撞

之中!#+* 后$ 作家的群体形象逐渐丰富

立体起来)

这股成长中的力量内心
天真而敢于正视生活

#+*后$作家的悄然登场和他们的写作

观念密不可分!无论是像豆瓣这样的类型文

学写作平台!还是传统文学期刊上的严肃写

作!#+*后$作家对于写作和外部连结的方式

有着成熟的判断*他们基本都经历了大学教

育!不少人有留学经历!他们一出生就已身

处网络时代!对城市生活的习以为常也远超

前代人!如此混合多元的背景使得他们对生

活的丰富性有着深度体验!也自然成为了写

作素材的主体来源*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

义勤在阅读几位#+*后$作家作品之后表示!

这些在文学期刊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有

着令人期待的朝气和可能性!他们的写作题

材多样但都对严肃文学抱有理想!#像王占

黑对现实题材的兴趣+李唐对先锋派写作经

验的汲取以及不离现实基础等等都改变了

我对,+*后-写作的看法$* 也正如广东省作

协秘书长' 文学院院长熊育群所观察到的!

这批从城市化'工业化'网络化成长起来的

青年作家!触及题材广泛!也善于从不同文

学经验中汲取写作资源!没有偏执于某一种

文学经验*

而所谓深受一种文学经验影响!曾经也

是年轻作家身上容易出现的写作现象!评论

家贺绍俊提到上世纪 $* 年代的先锋写作!

认为年轻作家的确容易被先锋写作影响!但

好的先锋性是需要有扎实的写实能力作为

基础的!相比起过去作家把先锋性当作反叛

现实的武器!现在摆在.+* 后$作家面前的

.都已经成为了文学传统! 无论是先锋写作

还是现实主义!都是可以学习汲取的$*

或许是经历了.$*后$一代人出场方式

的.叛逆感$!.+*后$作家反而给人以相对客

观和姿态较弱的感觉!%人民文学&主编施战

军对这些作家的写作已颇为熟悉!他评价他

们 .正视自我生活! 内心天真又碰壁于常

规$! 大量的文学资源和经验呈现在他们面

前!他们既知道张牙舞爪猴子的形态!也知

道沉默大象的形态!然而知道并不意味着写

作可以掉以轻心!他也提醒.+*后$作家!.如

何处理好自我经验与其他文学经验的关系!

汲取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成型!对于能否代承

文学尊严起到重要作用$*

对怀有文学理想的年轻作家而言!写作

道路上最珍贵的并非是听到溢美之词!而恰

恰是那些及时中肯的批评的声音!可能为自

己在庞杂的文学世界如何前行理顺一些思

路和方向* 研讨会上也因此特别安排了 #*

位评论家逐一评点 #*位.+*后$作家!描绘

出了这代人的写作态势与问题所在*

给许多评论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王

占黑来自上海! 从小熟悉弄堂文化的她在

小说中深入探索着城市中那些半新不旧的

平民生活区域!这些被命名为.街道英雄$

系列的故事充分反映出一个年轻作者的世

俗经验* 评论家张清华在看完小说集%空响

炮& 之后认为她初步找到了一个写作者的

个性声音和腔调! 在描绘人情风俗乃至陷

入生活困境之时很见笔力* 然而!王占黑的

小说也表现出她对这一城市空间探索的兴

趣远大于她对自身可能性的发掘! 张清华

因而表达了对她不必满足于对世俗经验的

客观描摹!可以有更多的延展和抱负* 同样

是对现实题材的关注! 青年评论家唐诗人

提及了作家李唐对小镇青年的描写有强烈

的参与感和观察力/ 而像宋阿曼和庞羽这

样的作家则书写了许多离她们生活较远的

人物角色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艺部

主任刘琼注意到庞羽笔下对两代人之间的

情感关系细腻的刻画*

正如鲁迅文学院教学部主任郭艳所

观察到的!这批青年作家有着开放多元的

写作手法!在路魆那里表现为近乎于科幻

小说的元素混搭风格/索耳以充满魔幻色

彩的精致语言来衬托现实主义/周朝军以

随笔式的小说名字开始!尝试颠覆故事的

讲述方式!以阐述方式将论文+图标+统计

等元素都纳入进小说中* 与此同时!年轻

作家在汲取庞杂的文学资源的同时!也尚

未让自己的笔法和观念定型 * 贺绍俊认

为! 周朝军虽有较好的文学知识基础!但

也没有很好融入进小说之中!背后的世界

观尚未清晰* $下转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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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内部发
生着深层的变动!作为文学构造中
极为重要的文学批评!面对不断更
迭的创作态势!亦需要不断调整自
身建构" 如何在西方文论强势进入
中国文学本体之际找寻自己的话
语权利# 古典文论又能在何种程度
上参与到现当代文学的文论建构
中# 8 月 8 日!由$浙江社会科学%

杂志社&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
究院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
国文艺研究学术研讨会 (上 !专家
学者就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会议
期间!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
院*9:;8 年获批+揭牌 !此次论坛
是基地,高峰论坛(的首场活动)

从上世纪 <: 年代起! 西方文
学理论涌入中国!通过学习并借鉴
其理论话语!将其与中国文学现实
相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取得
了丰硕的成绩) 同时!随着重建中
国现当代文论的命题逐渐深入 !

,强行阐释(,理论套用( 等问题也
日渐为学界所注意) 南京大学现当
代文学教授王彬彬结合教学实践
指出!一些学生在做文学批评研究
前会先问-我用什么理论# ,依据某
种哲学的.政治学的.文化学的.社
会学的/理论框架0去/套0作品!作
品的语言是被完全无视的)因为语
言是不能被框架套住的) 再精密的
渔网 ! 也只能网住大大小小的鱼
虾 ! 而不能网住鱼虾赖以生存的
水) (他认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
人!习惯了套 1理论框架 (!当离开
这种理论!便会失语) 他称这些人
为1框架批评家(!此类批评家甚至
是可以量产的) 这些人受1理论框
架( 的炫目技巧及可效仿性吸引!

其兴趣并不在于作品而在理论本

身 ! 与其说他们是用理论阐释作
品!不如说他们是用作品来印证理
论!作品中的各种细节都成为解说
理论的材料) 套理论.加标签等形
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大压缩
了文学本身的审美品格)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洪治纲对王彬彬的观点表示认同!

他认为套用 1理论框架 (不仅不符
合批评家自身的知识素养!也导致
看不到批评者个人的艺术感知力
与判断力!从而造成了评论者在场
性的缺失) 他从汉语的特殊性.文
学的本质角度诠释了此次会议的
主题!阐发要解决套1理论框架(的
弊病 !还是要追本溯源 !回到探讨
重建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之上) 1优秀的文
学批评能直抵文学本质!正如猎人
需要武器方能瞄准猎物!批评家需
要武器才能更好地从事文学研究
活动) (他将文学理论比喻为猎人
的武器 !认为多年来 !持续引发研
究界焦虑与争论的根源在于中国
现当代文学还未建成完整严密的
文论体系 !1理论通常提供的是方
法.策略.纬度以及价值取向!但文
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是母语
性的存在!母语很多时候具有不可
通约性) 如作家贾平凹的作品中充
满陕西方言的表述!要研究他当然
可以用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来套
用!但文学语言本身却是不可复制
与套用的) 中国文论建设最终还是
要回到文学本体的审美品格上!回
到母语的本质中()

由于文艺理论学科的外来性
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1他者(色
彩!那么除了1西为中用(之外!回顾
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1古典文论的

现代性(似乎是建构现当代文论体系
的另一路径) 与会专家指出!中国传
统文论中的1风骨(1神韵(等一系列
理念范畴是重要的传统理论资源!以
现代人的思维去审视激活传统文论!

能扩大自身理论建设的视野!带来新
的转变的观念)然而古典文论的现代
性进程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由于古
典文论中诸多概念的边界与内涵还
未达成共识! 在会上由此引发关于
1古典文论的现代性( 是否是个伪命
题的争论)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
引驰举例提到! 有研究者写出了现
代版的庄子! 但其是否真的破除古
典与现代间的壁垒!值得商榷)在他
看来! 古典文论作为一个遥远的背
景!并不会因为时间而被忘记!它是
客观存在! 四十年来对古典文论的
研究同样为现当代文论重建提供了
一种观念.视野与走向!延续着历史
命脉)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李庆本进
一步延伸阐发表示-1文论话语转型
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0!

而应该是/向前看0!不应该是简单
地回到传统! 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
/创造性转换0) (

1超越上世纪 <: 年代对西方
文论的理解与阐释!更加深入地进
入到文论话语的纹理脉络之中!厘
清话语的缝隙处展现的意图与欲
求) (青年学者刘欣的一番话获得
了大多学者的认同!除了从宏观角
度阐明理论重建所需观念与必要
性之外!与会专家针对其走向与可
能性也进行了探讨) 比如近来重返
上世纪 8:.<:.=: 年代文学的断
代研究越来越多!浙江大学现当代
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秀明针对这一
现象提出-如果将改革开放四十年
的文学作为一个时段单独列出来!

文学将呈现怎样的面貌 # 他强调
目前研究中将四十年文学做一整
体性观照的研究还没有 !1立足四
十年看四十年 ! 或者将其置于现
当代文学百年背景下观察 ! 抑或
直接打通古今 ! 在几千年的文学
浪潮中看四十年 !对于文学史 .文
学批评等研究将产生结构性的影
响与变化 () 他解释说 !现当代文
学发展至今 !新的理念 .新的思路
对于学者们而言 ! 似乎到了一个
为难的瓶颈期 !此时 !跨学科间的
模糊区 . 交叉地带或许能成为重
要的突破窗口)

此外 ! 网络文学的二十年与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相伴相生!它培
养了庞大的文学作者群与读者群!

成为中国文学 1走出去 (的一个窗
口) 从最早的野蛮生长到现在的渐
成体系!网络文学以极大的密度与
分量参与到当代文学建构中) 中南
大学教授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
的发展激发了文学作品的原创力!

提升了网络文学的消费力!并且打
造出新兴的文化产业) 但与网络文
学在频繁的上传和更新中向前发
展相比较!网络文学批评的发展却
不尽如人意) 1在线评论(具有即时
性 .市场性等特殊性质 !使得网络
文学批评标准较难界定) 目前要建
设网络文学批评体系首先要从大
量的网生批评中抽取出线索!使之
明晰化!形成一套较为统一的批评
标准) 他提倡更多的传统学者更新
观念 !加入到研究队伍中 !将网络
文学批评体系建设同样容纳进中
国现当代文论体系建设中 ) 陈先
春.俞伯灵.杨磊.王嘉良.朱国华.

张永清.姚文放.杜卫.沈松勤等专
家学者出席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