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作家的写作是挑战文学法则的"
本报记者 金莹

!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在沪召开

对于写作者而言! 地域始终是他们的

精神原乡" 地域为写作者提供了勾连现实

与想象的坚实大地!那些由地方语言#地方

经验激活的独特叙事!对向往丰富#开阔和

神秘感的读者而言! 始终有着迷人的吸引

力" 而那些不顺从统一格式的写作!多少也

缓解了人们对当下文学与生活日渐被同质

化的焦虑"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

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 语言文化

非常丰富!!"世纪 #"年代以来! 林白他们

一代#东西他们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

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

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不断!枝繁

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 %在谈及广

西作家的写作时!评论家陈思和说"

由于自身所处土地而升华出来的混

沌之力# 生活热流和简洁利落的叙事风

格!广西作家的写作一直对当下的文学叙

事有着冲击"$$%%& 年的冬天!南宁举办了

东西#鬼子#李冯的创作研讨会!与会专家

把他们称为&广西三剑客'!对他们深切直

面现实的文学精神和犀利尖锐的文学个

性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

广西作家正在中国文坛崛起" !"'( 年秋

天!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

的作品研讨会也开得非常成功" %在谈及

广西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崛起与发

力时!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白志繁回

顾道" 当时间来到 !"'# 年!对广西作家群

的关注又有了全新的开拓和深入"

& 月 & 日! 由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

创作与研究中心和南方文坛杂志社联合

举办的$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在

复旦大学召开" 王安忆#陈思和#白志繁#

陈晓明#郜元宝#谢有顺#何言宏#张新颖#

张燕玲等作家与评论家!与来自广西的东

西#林白#田耳#凡一平#陈谦#映川 #李约

热#朱山坡#光盘#刘春#陶丽群#小昌等 '!

位作家围坐一起!在探讨作家作品得失的

同时!也讨论起这一有着鲜明特色的作家

群体在当下中国文学写作版图中的意义"

选择广西作家作为讨论对象!暗含着

王安忆这些年对当下写作现场的观察与

思考" 今年上半年!她一直在香港中文大

学教学" 在给香港学生上课时!她观察到!

香港学生的作品与那些同质化的写作很

是不同" 而这些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来

自他们的方言体系!语言是写作差异化背

后的暗中推动者" $语言会驱使写作者找

到形式! 形式又驱使他们寻找一类题材!

一类题材又寻找着相同价值观" 语言听起

来简单! 但背后的内容却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如此!我长期对普通话以外地区的作

者写作感到新奇!比如广西作家!他们的

叙事方式和描述的生活细节!与普通话体

系里的人是不同的" 地处边远#文化繁复

造成了广西作家在语言上的特殊性" 广西

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的都不是纯粹的普通

话!也不是标准的北京话!强烈地体现出

语言多元杂交的优势" %

对不同方言语种的新奇!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作家对当下语言日渐简单化#浅近

化的忧虑与警惕" $现在!我们说话#表演!

用的都是普通话的方式!在整个语言版图

里!南方方言已经日渐边缘" 我们在写作

时! 不能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方言写作!而

是必须把自己纳入到普通话体系里!把方

言翻译成普通话" 但普通话有自身的短

处!比如普通话里缺少动词!而方言会把

名词动词化!把形容词动词化!语言需要

很多养料" %王安忆感慨" 在研讨会上!她

提到近年来被讨论得十分热烈的小说(繁

花)!$(繁花)就是试图为上海方言找到一

个书面语的模式!作家的尝试!不仅在于

语言!他在句式上也和普通话的表达有所

不同!而这个不同!正是由方言带来的" %

当下!正有越来越多有方言基础的作家在

努力让经过异文化不断改变的叙事语言!

回到有区隔#有地方性的书写!在自己的

方言里找一些资源!再重新出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决定了我

们生活的状态! 也决定了我们感受这个世

界的方式" 作家对地区生活和人物的感受!

都跟语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评论家陈晓

明对王安忆的观点表示认同" 在当下的写

作中! 方言可以为写作者提供新的文学特

质!提供他们对世界新的感知方式" 在谈及

语言和地域对广西作家的影响时!他表示!

广西作家的群体特征非常鲜明!$方言本身

会成为他们对生命状态的理解" 从总体上

来说!他们对生命的状态尤为关注" 他们关

注历史!始终能够把人和历史的生活#命运

写得非常博大精深! 他们总是写个人和灾

难性的关系! 这是他们要把生命状态孤立

出来审视的文学方式%"

于是!读者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文

学的版图上! 广西文学以其鲜明特质!形

成了地方和中央#乡土和都市#标准语和

方言共同构成的复杂又丰沛的文学创作

景观" 比如!李约热的小说背景多是桂西

北一个叫$野马镇%的乡野荒僻之地!$这

里的村民大多愚昧贫穷!又充满稀奇古怪

的激情与幻想! 这些激情与幻想导致他们

陷入更深的穷贫愚昧" 李约热小说因此总

是带着一种凄清# 暗淡# 荒诞# 怪异的基

调***但仔细辨析! 又并非没有自身微弱

的光亮和奇特的逻辑%" 评论家郜元宝这样

点评李约热的作品! 灰暗# 凄清的基调之

上! 有一层奇怪诡异的色彩!$读惯以北方

农村为主要背景的&乡土文学'或&北上广

深'等一线城市孕育的&新都市小说'的人!

乍一走进李约热的小说世界! 多少会有一

点不适应%" 又比如!在 !""%年发表的一篇

评论文章中! 评论家张燕玲早早为朱山坡

的写作提炼出了两个关键词+ 原乡况味和

野性隐忍!$朱山坡! 也是一位有清醒文学

原乡意识的慧心者" 本名龙琨!却以生他养

他的村庄朱山坡为笔名! 这个农耕文明向

工业文明过渡的城乡结合部的家乡! 在他

笔下成了&米庄'!一个可以永远供养作者

的精神原乡" ***他的&米庄'系列有着浓

郁鲜明的粤桂地域的文化色彩! 充满了原

乡况味和野性隐忍的小说气质%"

尽管以普通话进行写作!但语言和地域

的影响渗透在这些作家的血液里" $纯方言

的写作在今天能不能被广泛地阅读和认知!

是存疑的" 很多人不冒这个险!但是!你能感

觉广西作家在作品中写到人物的腔调#口

气#用词!人物的状态!和广西的地方环境是

有关系的"读者能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广

西作家对这片土地!对这种生活!甚至包括

语言传统和当下语言环境之间的对话差

异" %评论家谢有顺说"

在谢有顺看来!除地方性之外 !现实

性和现代性也是广西作家的共同特征 "

$现在很多人批评作家躲在书斋!躲在阅读

经验#二手经验里写作!但广西作家普遍书

写现实! 对当下的敏感成为他们的一个传

统" %在他看来!广西作家有强烈的当下的

现实感!他们面对的生活!书写的生活!往

往都是身边正在发生的! 即所谓未经时间

淘洗过的生活! 这对作家构成了很大的写

作挑战! 但广西作家们并没有因此畏难"

$他们所写的现实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有某

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形成!来自他们对

偏僻的#甚至被损害的#被侮辱的#被遗忘

的人群的书写! 他们全部站在无声者或者

弱小声音这边" 他们让那些看起来没有声

音的人!或者声音很微弱的人!或者即便有

声音也容易被别人忽视的人发出声音" 如

果说作家有什么使命! 那么站在小的声音

里!让本来没有声音的人变得有声音!让声

音很小的人的声音被放大! 让我们在各种

主流的声音之外!增加了解世界的角度!这

就是作家的使命" 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的作

家把这些人的声音#生活#情感记录下来!

再过 ("年! 当人们再来回忆这段生活时!

大家都在喝咖啡! 都住高级宾馆# 游历世

界!如果没有人写这种强势生活#文艺生活

之外的生活! 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就是

不完整的" %

而作家东西对写作的思考和实践!或

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对当下的敏感

和对写作的无限追求!会成为广西作家的

共同传统" $广西的作家为什么有点荒诞!

他们的格言可能就是卡夫卡的格言 !即

&所有障碍都摧毁我'" 这种自我感觉是有

道理的!和地理环境#和当初对文学的神

圣感都有关系" 以前写作时!一往无前!有

激情有勇气!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或者年

龄的增长!我觉得写作越来越难" 我在写

作过程中经常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

学法则, %东西表示!$广西作家的写作是

挑战文学法则的!每一次写作都有可能改

变文学法则" 如果我们的文学法则一成不

变! 永远用一个文学法则来要求创作!那

文学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

$为什么作家想表达的东西! 会被误

读!是我表达得不好或是信号被阻隔了, 也

许! 这和我们只用固定的不变的文学法则

要求文学创作有关" 我联想到大熊猫现象"

大熊猫有野生也有圈养" 都是大熊猫!野生

的很艰难!也很稀缺!某种程度上是靠野生

的大熊猫证明大熊猫之所以是大熊猫" 但

是! 现在的游客只要跟圈养的大熊猫拍一

张照片!就兴奋不已" 我们正在糊模野生和

圈养的大熊猫的区别" 如果读者和作家也

忽视了这种区别! 那写作将会变得越来越

平庸" %东西的自省体现了写作者的警醒与

自觉!而$挑战法则%或许也是广西作家能

在文坛长年保持新鲜感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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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版$ 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难以确

定或许是许多年轻作家身上体现出的共

同问题!而这自然需要更长久的写作来调

整" 此外他们不同本职工作对写作带来的

影响也不得不被重新估量!(人民文学)编

辑刘汀自身有过编剧经历!他分析作家君

威小说时便认为对方的编剧经验依然在

影响着小说的语言质感"对许多$%* 后%作

家而言!学会如何做减法以及语言的精确

性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每代人都被标签化!而后
亲自去摘掉

当$%* 后%与$&* 后%作家面对面交流

时! 写作者的代际划分问题再度被提及"

每代人都无可避免出场时被标签化!无论

是$先锋写作%还是$青春文学%#$市场写

作%等等!这自然会遮蔽掉一代人中存在

的丰富性和个性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

因为标签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集体进入文

坛被大家所注意的契机!而其中写作能力

持续进步的作家!依然会在后来的某个时

刻亲自摘掉身上的标签!以成熟的个体姿

态被文学界所肯定"这点在$#* 后%作家身

上有着清晰反映!许多年后依然活跃在传

统文学期刊上的一些作家!已经和自己的

前期写作进行了区分!$#* 后%也不再是模

糊群像!写作的分化自然形成"

多年前!$&*后% 作家的集体登场研讨

也是在鲁迅文学院! 他们的写作被形容为

$群山合唱%! 表达了写作风格各异也暗含

了文坛对他们的等待已久" 相较而言!$%*

后%作家各自做着不同工作!写作并非是唯

一选择! 松散的状态也意味着对文学共同

体的概念还未成型!在这种背景下!施战军

由此提醒年轻作家!同代人互相欣赏#彼此

尊重#胸怀宽广的重要性!他以作家雨果和

巴尔扎克的友谊来说明! 一代人的文学繁

荣是以这些为基础的! 来自同代人的评价

和欣赏比任何人都重要"

在文学的层面上让两代写作者对话并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让$&*后%作家鲁敏和

乔叶倍感兴趣的是$%*后%作家如何看待时

间#看待自我经验对写作的影响!以及如何

定义好作家等问题!$%*后%作家回应认为网

络时代趋同的国际性写作或许是主要方向

之一!而突破自我经验带来的局限也会成为

目下思考方向"当代社会成长起来的作家难

免会忧虑缺乏大历史经验的写作是否先天

存在劣势!这个话题也让$%* 后%和$&* 后%

作家都感同身受! 作家弋舟表示! 其实$&*

后% 这代作家也并非有什么宏大历史经验!

但这不妨碍历史感的形成!他以(红楼梦)中

锦衣玉食的男男女女为例! 他们活在当下!

但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流露出了历史衰微的

迹象!而这是伟大小说的特质之一"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刘秀

娟#(作品)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十月主持" 近

年来从文学期刊到网络平台对$%*后%不遗

余力的推荐让这一代写作者备受鼓舞!文

学的推陈出新和持续拓展疆域也有了更多

可能性!相信许多年后!这股成长中的文学

力量会提交更丰富且成熟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