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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需要共识视野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扬子江评论》2018 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引发热议———

日前，“《扬子江评论》2018 年度文学

排行榜”发布，作家李洱的长篇新作《应物

兄》位列长篇小说组榜首。 自去年秋于《收

获》杂志首发以来，这部被誉为“悄然挪动

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的作品就成

了横扫年底各大排行榜的常客，并在前不

久登上“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 ”长篇小

说组的冠军宝座。

如此看来，对于何谓好作品 ，参与各

大排行榜的评委们很容易达成共识。 但实

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近期于江苏南京举

办的“《扬子江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上，

与会青年批评家对于绝大多数 2018 年度

的小说， 尤其是长篇小说可谓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争议之声，声声入耳。

而对于此次落选排行榜的“80后”作家

笛安的长篇新作《景恒街》的争论，青年批评

家刘大先与金赫楠的评价更是针锋相对。刘

大先认为，笛安的创作承继上溯至老舍以及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王朔式大院写作、邓友梅

的旗人子弟、还有九十年代邱华栋的外省青

年进京这一路文学脉络。 “她把很多时代性

内容融入到小说里去，让看似老的故事在新

的背景中焕发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非常难

得。 小说打动我，还因为成年人的纯情更动

人。 ”但在金赫楠看来，这部小说不论从人物

关系还是冲突模式，包括一些狗血、撒糖的

元素，基本就是言情小说的套路。

由《景恒街》出发，他们的争论引申到

对纯文学和非纯文学界限的思考。 在金赫

楠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纯文学要

对司空见惯的观念说不，而类型文学暗合

流行的思维方式， 读的时候不需要费脑

子，在故事背后获得的是一些安心、安稳。

而刘大先则认为，要打破精英文学和通俗

文学、纯文学和非纯文学的界限，摒弃这

套陈旧的话语体系，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作

品是否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提供新的东

西，“我们要在动态中把握文学的发展状

况，而不是在脑海中先框定文学应该是什

么样的。 文学永远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

这才是有生命力的存在。 ”

事实上，类似对《景恒街》的争议，并

非个例。 作为国内首个由文学评论刊物推

出，意在“通过评论家的共识视野去发现

大时代里具有大格局、 大气象的作品”的

排行榜，批评家丁帆反馈说，参与提名的

评委对于哪部作品好，分歧大到了什么程

度？ “从这次提名看，大部分作品都只有一

票， 反映出他们眼中的好作品重合度之

低。 推出排行榜是为了达成共识，但耐人

寻味的现实是，今天的批评家越来越难就

某部具体的作品达成共识。 ”

青年批评家岳雯不由感慨说，这真的是

一个共识破裂的时代。 “批评最重要还是一种

对话，共识破裂，对话就无从发生，每个人都

自说自话， 我们这个职业可能会面临着极大

的危机。 ”对于当下作品的评价，为何存在如

此大的分歧？ 岳雯认为，首要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大家

的话语不兼容。 “每个人在自己的话语范围

内讨论问题。 往更广的范围看，这是上世纪

80年代启蒙自我瓦解以来思想界分裂的后

果和表征。 ”

这或许是社会急速转型或文学打破大

一统意识形态后日渐多元化的一种表现。

青年批评家方岩表示， 文学史叙述习惯以

代表作为中心来形塑经典作家的形象，但

在历史语境迅速更迭之后， 重读一些老作

家的文集，发现他们的所谓“代表作”，在文

体意识、语言风格、修辞技巧等审美形式层

面， 都已经无法为当下的写作提供有效借

鉴。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代文学史中的

‘代表作’在急速更迭的历史语境中，特别

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的历史进程中，

意义迅速贬值。 直言之，如果‘代表作’无法

作为有效的精神资源介入当下的思想文化

建构，那么，作为‘学科知识’的‘代表作’只

能沦落为无法生产意义的知识。 ”

换言之， 即便是曾经达成的某些共

识，在如今也面临新的挑战。 对当下文学

作品的评价存在分歧，似乎是正常不过的

事。 但有关作品评价的讨论，要都变成每

个人自说自话，则未必是好现象。 更何况

共识破裂， 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观的多

元。 青年批评家申霞艳直言，无论共识也

罢，分歧也好，一个多元价值时代远远没

有来临：“我们不能不看到，从‘50 后’作家

到 ‘90 后 ’作家 ，他们书写的内容依然狭

窄，没有触及现实多少分之一。 我们并没

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大的分歧，我们都是利

益共同体， 都是在时代里面的既得利益

者， 都是在温暖有空调的屋子里自说自

话， 跟真正的现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我

们要对这一点保持警惕。 ”

无论批评家们达成多少共识，或存在

多大分歧， 掩盖在这之后的一个尴尬现

实，或许是近些年好作品少、大作品少。 这

使得无论读者，还是批评家都只能在“中

不溜”的作品里挑挑拣拣。 诚如青年批评

家徐刚所说， 只要多关注出彩的地方，那

就是一个好作品，多关注瑕疵，那就成了

一个差作品。 做了几年不同排行榜的评审

工作的青年批评家颜炼军坦言，每次做完

评审后，他都有一些虚无感，因为很难发

现非常惊艳的作品。 “去年 9 月底推出的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榜

单在文学界内部引起了争议，其中一个争

议就在于这个榜单里， 罕见 2000 年后的

作品。 这也说明，新世纪以来，有公共记忆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 ”

既然如此，何不多关注一些异质性的写

作？总体来看，近些年占主流的是，具有强烈

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 像霍香结《灵的编年

史：秘密知识的旅程》那样从标题到结构都

呈现百科全书样式的，带有强烈先锋特质的

小说一般都会被排除在各类榜单之外。但刘

大先认为，先锋小说的主潮不在了，但先锋

式的探索仍是必不可少。 “我们应当鼓励哪

怕是自我边缘化的探索，并充分给予它张扬

自己的机会。 ”

当然，批评家们可以各有各的欣赏趣

味和批判标准，涉及到评选榜单，却难免

有各种权衡和妥协。 譬如，徐刚本人对贾

平凹的《山本》有尖锐的批评，他并不喜欢

这个小说，但他还是认为这部作品相比其

他作品要高出一截，因此他将之列入了榜

单。 青年批评家黄德海也持类似态度，他

觉得笛安的《景恒街》不错，但这不代表他

个人喜欢这个作品。

相比而言，批评家们对新人新作似乎更

容易达成共识。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

样的渴求已经成为整个文学界的共识，而在

绝大多数榜单上， 占绝对优势的还是老面

孔，新人要出现面临很大困难，他们更应该

得到肯定和鼓励。但或许是因为新人并没有

太过出众的表现，在此次论坛上，被频繁提

及的， 也只有生于 1986 年的青年作家班

宇。 这说来是正常不过，但一个新作者贸

然出现，就被很多人一拥而上，是否就那

么理所应当？ 岳雯认为，对一个新人的观

察可能要跟踪很长的时间段，“过度的目

光只会把这种新扼杀在关注里头，这是非

常可惜的状态。 ”

无论如何，即便达成共识有多难，有共

识都是好事。 因为大到整个社会，小到文学

批评都需要共识视野。 丁帆认为，纵使有再

大分歧，我们仍然需要共识，但凝成共识的

标准应当是作品体现出人性思索。 “而且这

个共识， 也不应该是那种由陈旧的文学观

塑造的、不言而喻的共识，而是充分包纳不

同声音、建立在协商和对话之上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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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忙碌的情况下，怎样写小
说？ ”“写作者的自信如何建立？ ”“自
我重复的焦虑该怎么克服？ ”这些非
常具体而实际的问题，都来自不久前
举行的 2018上海-台北两岸文学营
的学员们。在短短的四天中，21位来
自海峡两岸的青年文学创作者在上
海因“写作”二字聚拢，在多场文学交
流活动中与文学营驻营导师、两岸八
位作家小白、路内、那多、孙未、王聪
威、高翊峰、陈雪、张惠菁以及青年评
论家进行深入交流。他们之中既有已
经亮相于多个期刊的青年作家，也有
初现才华、 潜力无限的文学新秀，在
这个寒意袭人的冬季，真诚与坦诚成
为文学营的通行密码。如导师高翊峰
所说：“提问和回答是最好的文学沟
通方法。 提问能不能寻找到答案，见
仁见智，但提问回答这个动作本身是
富有文学意义的。 ”

两岸年轻写作者呈现
不同趋向

在上海市作家协会指导下，上海
萌芽杂志有限公司和台湾联经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倡议，2015

年首届“上海-台北两岸文学营”启动，

次年“上海-台北小说工作坊”启动，

两项活动由《萌芽》杂志、《联合文学》

杂志在上海、台北两地轮流举办。 文学
营旨在帮助海峡两岸的文学青年们交
流作品、结识朋友；小说工作坊则邀请

沪台两地文坛优秀的中生代作家、评
论家，进行文学创作主题研讨。 今年，

则是两项活动首次联合举办。 “这几
天，我们是‘年轻朋友来相会’。 ”上海
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说。

在交流中，上海、台北这两座城
市之间写作的异同是被经常提及的
话题。 相较于数年前两岸作家对彼此
作品的了解和交流，今年的话题则明
显见出两地青年写作的不同趋向。 在
王聪威的感觉中，两岸年轻写作者从
文学的养成方式到意识形态，以及写
作目标都有着较大不同，台湾地区的
年轻写作者中很多人仍守着非常纯
粹、甚至有些传统化的文学理念和创
作姿态，而他所接触到的许多大陆年
轻作家已经在做编剧、进行 IP创作，

而他以往认为台湾地区作者写作题
材丰富多元的优势， 如今也已不在。

“大陆年轻写作者的题材已经扩张得
很厉害，处理面非常广，如果说台湾年
轻写作者跟大陆相比还有哪里不一
样的话，可能是更擅长处理家庭关系，

这在台湾年轻一代中较为常见，而在
大陆作品中比较少见。 ”

他所说的“擅长处理家庭关系”

的写作， 作家陈雪记得的是王安忆
曾经在一次对谈中的发问：“为什么
台湾小说家不讲故事？ ”她认为，台
湾作家并不是不想讲故事， 而是更
多人愿意选择处理内心的风暴，将
着眼点落在一些很小的题材上，“比

如一个家庭， 甚至一个人的内心世
界， 我觉得我们花了蛮多力气在处
理这些创伤”。 而现在，在陈雪看来，

由成长背景和所在地方的风格早就
出来的差异依然存在， 并且这种差
异弥足珍贵，但两岸作者、读者之间
相互认识、 相互了解的原有差异已
经开始改变。 “不是没有故事，而是
采用了不一样的故事方法。 大家各
有角度，发展出来的状态不太一样。

现在两岸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甚至有
一个互补作用，相互激发，这个差异
是有的，也是很好的互动。 ”

从自己的世界走向他
人的世界

对于年轻写作者而言，如何建立
写作自信、如何从自我世界的局限中
挣脱，都是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成长
议题，在与学员的交流中，导师们以
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他们提供了可参
考的路径。 曾被《萌芽》杂志退稿，多
年后凭小说《租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
小白，一直坚信自己有写作的才能，他
对孤独写作的年轻人的建议是： 找到
一个合适的舞台，得到读者的回应，和
与读者清晰的互动，得到一定的肯定，

你会不断地、渐渐地提升自己的自信。

“就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这
个自信感会让你的一举一动、 每句台
词更加坚定，并通过不断暗示自己，渐
渐获得这样的坚定性。 ”曾经在数字营

销公司工作近十年的张惠菁则在充
满浮华的环境里意识到自己所缺少
的一块， 只有写作才能填补，“对我来
讲那个空缺在哪里非常明显，再繁忙
也需要用阅读和写作来补足，即使这
会带来某种‘双面人生’，但你必须要
有那个部分的补足”。这样的阅读与写
作，也给作家孙未带来了更广阔的视
阈：“在书本里我能跟很多人交谈，这
些人都是来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不受生命的限制，

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 ”

在写作路上，在以自己的经历
为蓝本逐渐拼凑摸索的过程中，陈
雪慢慢找到了一种对她而言很重
要的力量 ：“我的故事不独属于我
一个人，写作是把你的人生经验透
过虚构和小说技巧及形式的转化
过程，它让我找到如何把个人经验
转化成共通性状态的方式。 ”在她
的比喻中 ， 人的生命或许千疮百
孔，但是这些裂缝和窗口都是光可
以射进来的地方，让许多不相识的
人 ， 在相似的感受中得到情感释
放，一步步从深渊里往上走。 “我想
持续的写作以及创造力这件事情
本身会放射出光线。 ”

在为期四天的文学营期间，除了
八场文学交流活动，营员和导师们还
参观访问了思南书局、上海当代艺术
馆等上海文化地标，并在思南读书会
上与上海读者面对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