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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书写

每一代都要遭遇许多新事物，产生新

灵感、新感悟。 任何时代都有人逐新，有人

守恒。 新时期文学不知不觉经过了 40 年，

这 40 多年来， 大家看到的新东西实在是

太多了。 世上的所有事物，有的变化很快，

有的则很难改变，这都是自然而然的。 科

技和经济积累很快，人文与道德的提高总

是很难的。 我们冷静下来会发现，发展变

化很快的部分， 大都是相对容易的部分。

如果我们来谈艺术，就会觉得它是很难进

步的；而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发展就

更难更慢，一些最基本的标准、一些坚持

和守护，不可能轻易就改变。 在今天，作家

会关注更有难度的写作，会去从事、实践

和尝试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 。 其中最难

的，可能是表现人性与环境这二者之间的

对应关系，是这个过程中反复演变的道德

及思想面貌。 文学用以推动人文素质的提

高、人的健全，这是最难以改变的部分，也

是最有意义的。

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各种变化令人

目不暇接，像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互联

网的发展等，国外流行什么，这边很快就

能跟上，包括艺术与思想潮流，仿佛都与

外国同步起来。 然而易变的东西往往也不

能持久，语言艺术的探索像思想和道德一

样，在人类社会中属于一个最缓慢、最复

杂的增长过程， 所以最不容易发生变化。

作家会关注、尝试和实践更有难度、更为

深邃的内容， 坚守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探究人性奥秘，思索人的价值，叩问生命

的来路与去路。

也可以讲，文学和艺术甚至是难以进

步的。 中国当代小说在语言和思想的探

索、人性经验的拓展、作品的丰富性等诸

多方面，很难说超越了《红楼梦》等古书。

所以有时候最难以进步的部分，恰恰是应

该咬住不放的，仅仅热衷于求新逐新无济

于事。 对于新思潮新技术的关注是必然

的，但却不能因此而忽略一些基本的和永

恒的持守。

新书写不是全面适应和跟从网络时

代的表达习惯， 而是要以更为顽强的实

践， 去确立更高更严苛的语言艺术标准。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不可能置身事外。

今后需要努力去做的，其实是怎样面对席

卷而来的文字沙尘暴，开拓出一片片语言

和文字的绿洲。 要越发苛刻认真地对待自

己的文字，一句咬住一句地写下去，是前

进而不是溃退，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抵达，

丝毫不能松懈， 不能染上这个时代匆忙、

廉价、伤感、浅薄的顽症。 认真劳动是一种

深刻而珍贵的品质。

一笔一画的书写包含了安静与庄重。

在当下的网络时代，尤其需要坚持文字的

严谨，在这个方面苛刻一些，与浮躁的时

代、 与下笔千言不求甚解的风气划清界

限。 有人说快与慢、粗与细常常是风格的

不同，是的，这个不同会带来其他不同。 钢

笔书写已经比刻在陶片、龟甲、兽骨、竹简

上的文字方便和快捷许多了，再去追求无

限的快，会让人担心走向语言和文字的反

面。 作为作家，要在网络时代比速度、比机

灵，可能得不偿失。

当然不能用一种方式否定其它，应该

多元和包容，但即便这样，也不意味着要

把文学全部归于娱乐消遣。 它尤其不是青

春时尚和撩拨眼球的， 写作不是做这个

的。 歌德二十几岁就发表了《少年维特之

烦恼》，凭借的是青春、激情、纯洁，是对于

外部世界不可言喻的探奇心，当然还需要

才华。 有人六十岁之后才开始主要的创作

活动，最后也很成功。 文学写作有自身的

规律和特点， 它强调个体生命的独特体

验，需要扩充、延续、伸展人的生存经验，

需要进入人性、历史和时代的深处。

让生命处于一种激活状态，这非常重

要。 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作家躲在角落里写

出杰作，但还是不一样。 人性需要与外在

环境发生一种对应关系，让心灵不断地孕

育和演化，这是不可替代的。 整个社会的

急遽变动，将带动和激发个体生命的强大

创造力。 各种融合与对接，有可能产生新

的机缘。

文学与进步

人类社会有各种劳动， 它们在本质、

特征和规模诸方面的差异很大。 我们考虑

问题不能将不同的劳动自觉不自觉地混

为一谈。 比如科技进步与艺术进步是不同

的，科技进步可以观察和度量，不要说百

年，就是几十年甚至两三年，变化就非常

明显。 所以不能套用科技思维的模式对待

文学艺术，因为后者不能被简单地以新代

旧，而且有时还恰恰相反：新不如旧。 比如

有人喜欢读经典，因为无法从当代写作中

获得满足。 有的到旧书网上淘书，寻找那

些已经逝去、不再重印的旧作，也是这个

道理。 前苏联阿拉米列夫的 《猎人的故

事》、英国莫德的《托尔斯泰传》、美国杰弗

里·迈耶斯的《海明威传》，以及达尔文的

《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日记》等等，都不为

商业时代所青睐，但它们好极了。

人类的思想和艺术需要在时间的长

河中一点一点淘洗、累积和建立，虽然科

学技术也需要淘汰和建立，但基本上是后

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比如今天

的天体物理学离不开牛顿等人一样。 这大

致还不是一个大幅度地推翻、不断循环往

复的过程。 思想和文学艺术就不是如此，

思想可以进步， 尽管不像技术那样显著，

却会在不停的争论、否定、检验中一点点

发展。 文学包含思想，但不完全等同于思

想。 纵观中国历史会发现，思想与文学艺

术的发生发展有时并不平衡， 也不一致，

由此可以想见科技和文学艺术，它们之间

的差别就更大了。 文学艺术的生长更为复

杂， 它要往前挪动一毫米都是非常艰难

的，如果一个时代把技术思维运用到艺术

上，将会出现许多荒谬的判断。 同样，把一

些演艺、 娱乐的思维移植到语言艺术上，

也会产生很多误解。

有时候即便是相近的学科间 、 事物

间，区别也会很大，所以需要保持理性与

分析，不能混淆。 现在混淆的状况比较严

重。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视野

很容易被技术主义的东西取代和覆盖，用

它们的观念去看取社会和思想，尤其是用

来欣赏语言艺术，会出现诸多问题。 尊新、

求新、逐新，以新代知，以新代理，也会误

入歧途。

关于虚构

人到了一定年龄，或许就不太像以前

那样喜欢虚构的文字了，而更愿读写实的

文字 ，像 《戴高乐自传 》和 《托尔斯泰传 》

等。 雨果没有自传，但是雨果夫人阿黛尔

和法国作家莫洛亚写过他的传记。 有人读

莫洛亚的《雨果传》，最后感到非常不安 ，

觉得这波澜壮阔的一生之后，再到哪里去

寻找类似的伟大生命？ 可见传主本身的生

命质地和传奇色彩，也决定着传记作品的

吸引力。 虚构类文字要想吸引人，单凭各

种讲故事的技术、刁钻的语言等，似乎远

不足以吸引那些上年纪的人。 制造再多的

噱头都是无济于事的。 虚构文字必须是极

具个人化的，必须绝妙、独到和不可取代，

创造这些文字的生命品格必须强烈地吸

引人，足够令人好奇和信任。 当我们真的

发现这样一部美妙的虚构作品时，就不得

不承认： 它比纪实文字更精彩也更有趣，

更加绵绵不绝、回味无穷。

什么是虚构？ 有人认为虚构就是编一

个故事或杜撰几个人物。 实际上虚构从故

事开始已经晚了。 如果说它是从语言开始

的，大概许多人都不能理解。 语言怎么虚

构？ 教科书上都在强调向群众和生活学习

语言，然而文学语言不能与生活语言混同

起来。 其实模仿而来的生活语言，不太可

能是好的文学语言，甚至不会是真正的文

学语言。 语言的虚构是指介于生活语言和

书面语之间的一种个人言说方式，是作者

在两者之间试图寻找一种奇异的平衡时，

一次成功的突围。 这将进入鲜活而奇异的

独有语境。 这种语言不是用来听，而是用

来看， 因为诉诸听觉与诉诸视觉大为不

同。 小说语言的虚构性更高，不仅要贴紧

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等各个方面，要像

生活中的语言 ， 还要打上深刻的个人印

记。 它只适用于这一次的语境。

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已

经发生了奇异的改变。 这个过程非常神

奇，近于秘境。 对秘境的访问，就是写作的

尝试。 不仅是虚构作品，即便是纪实作品

的写作也是如此。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多少

充满魅力、令人好奇的人物，这些特殊生

命本身就吸引人，特别想窥见、想知道、想

伴同他们的一生去探究。 问题是这一切需

要通过文字，这就要求写作者具有高超的

能力，这才会无限地接近、还原和再现传

主，这就需要一种虚构力：它借助于个人

经验，舍此便不能进入对方的心灵。

精神叙事

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中

方方面面的改变，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

的物质问题：人际关系、表达方式、生存境

遇等。 这一切是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不

可回避的内容，关键是怎样做出自己的表

达，心中有没有一个更大的精神坐标？ 有

没有能力思考貌似切近的生活背后，隐藏

不同的命题？ 个体生命与之发生的联系，

究竟处于哪一个层面？ 如果仅仅是纠缠于

物质、现实、技术，任由它们的拥堵，满足

于这样的呈现和展示，深陷其中，表达就

会相当粗疏和油腻。 最后就是和物质主

义、技术主义和娱乐主义搅在一起，无法

打开自己的精神地平线。

这种物质叙事在世俗需求上很容易

被接受，爱与恨，励志和复仇，琐碎而绵长

的情欲，财富的获得与失去，成功者和失

败者，种种故事编得曲折离奇。 我们感觉

不到生活中人的尊严，这个生命中最敏感

的部分，精神的部分，是怎样处于亟亟可

危的状态，是怎样放置于随时被碾压和忽

略的悲惨境地。 肉身固然沉重，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还有更重要的部分。 仅仅盯住

所谓“第一性”的物质，就会理所当然地极

度依赖， 并承认现世主义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满足于非人的生活，并对这种生活给

予自觉不自觉的赞赏， 是可怕而可卑的，

是一种自戗行为。 故事很悲惨或很圆满，

但就是感觉不到叙事的张力，无法触探生

命中的疼痛部分。 在网络娱乐的时代，精

神叙事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 没有人叩

问生命何去何从， 只有眼花缭乱的炫示。

质朴顽强的探寻者不见了，他们成为这个

时期的稀有之物。

现代技术发达 ，信息畅通 ，孩子们从

小见多识广， 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孩

子，可以打开更多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使

人既高兴又担心。 物质生活最集中的表达

与呈现，使他们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更为

便捷，然而这一切又会毁掉他们。 他们将

被簇拥和淹没，没法呼吸。 他们从一开始

就远离大山与大河，无视林子、海洋和星

空，终将失去大地之子的美好情怀，也不

再有追问和思考永恒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曾经劝诫他的学生回小

镇生活，不要跻身大城市，认为大城市里

氧气稀薄。 所谓的“稀薄”大概还不是指眼

前的呼吸问题，而是在说脱离了生命大背

景即大自然的生存是多么危险，这里缺少

原创的能力与激情， 缺少思考大事的静

寂。 在拥挤喧哗的城市，人们获取的大都

是二手知识， 触碰的都是时代流行之物，

什么时尚、网红、刷屏、穿越、炒汇、理财、

新科技新理念之类， 这一切正不停地灌

输，没有留下缝隙。 那些一直伴随着生命

的质朴本真、原始鲜活的东西 ，从此将变

为他乡的陌生，永远不在现世和眼前。 这

样的人生多么局促狭隘， 尽管也自得其

乐。

某年一个东方人去伦敦，与几个朋友

一起走过白金汉宫，那年正好是发生戴安

娜车祸的时候，人们正一齐说着这个热火

朝天的事件。 因为人声嘈杂，那人没有听

清，连连发问，同行马上惊住了，说他真是

一个“世外高人”，连这个都不知道！ 不，他

听清了，接着也就知道了。 因为他仍然生

活在大城市，那里同样“氧气稀薄 ”，热闹

当然是跟上的，怎么会有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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