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写作的新古典时刻

唐诗人

现在是 2020 年的 6 月 ，21 世纪 20

年代第一个半年已经过去。 这半年里，因

为新冠疫情的缘故， 我们经历了很多以

往不曾想象过的生活变化 ， 疫情导致的

这些日常生活的变化， 应该会成为很多

作家笔下的生活细节， 或许还会是多少

年之后人们回顾 20 年代初社会文化时

值得探究的生活记忆。

日常生活的变革之外 ， 引起我们注

意的还有整个世界的情势变动 。 移动互

联网时代 ，我们在手机上 “亲眼目睹 ”着

人类所承受的灾难， 直接感受着全世界

范围内因疫情而激起的一系列或个体的

或民族化的情绪和矛盾 。 手机屏幕是光

滑的，世界却褶皱不堪。 手指点进去或者

划过去的， 是一个个生命在承受着身体

的疾病或精神的困境。 经历这半年，我们

必然感觉到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巨

变，我们看新闻时内心总是在估量着 、担

忧着这个世界的未来面目 ： 疫情何时才

能真正结束？ 结束之后一切会恢复如常

吗？全球化将往哪里去？那种越来越难以

理性对话的撕裂感是怎么回事 ？ 还有我

们该如何面对这些年涌现的全世界范围

的“反智”浪潮。 这些问题在以往看来或

许是宏大、遥远的，但经历病毒的全球爆

发之后， 我们都感受到了个体与世界之

间的密切相关性———“世界 ”并不是一个

外在于我们的概念，我们生活在其中 ，它

会直接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青年作家创作转型的
时刻已经到来

絮叨这些生活层面的直观感受 ，要

引出的是青年写作的时代感与宏大性问

题。 新冠疫情带来的一系列人性现象或

文明后果， 暂时还没进入青年作家作品

中， 但这样一种生活大变革和世界大变

局必然促使青年写作者开始很多问题的

思考。 在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内，文学如何更具现实感、更好地介入时

代等一类问题已经提出， 但并没有显得

多么紧迫， 很多写作者面对宏大现实时

还是显得扭扭捏捏， 毕竟多数人的生活

还是太过平庸， 时代现实也似乎毫无波

澜。 经历疫情之后，作为个体的生活或许

还是平庸无奇， 但作为时代的现实已波

涛汹涌， 文学层面的革新渴望正在变得

急切。 我们目睹着、经历着如此宏大的 、

影响着未来命运的世界性事件 ， 怎能无

动于衷？ 观察着这个日益撕裂的、躁动不

安的世界，又何以能漠然以待？ 当然 ，我

并非鼓动青年写作者直接书写这一历史

事件， 而是借由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发

生， 来思考青年写作者该如何进一步转

变自己的目光视域， 对我们曾经信任的

文学理念进行一些大的调整 。 尤其在书

写宏大的历史和现实时， 青年写作者该

如何进行？

“转型”又能转到哪里去？ 从个体、自

我书写转型到社会历史和时代现实的书

写，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话题，但面对新

一代 “80 后”、“90 后”青年作家正在遭遇

的这种转型时，情况会有所变化吗？ 新一

代的青年作家是否也只会是题材 、 故事

的差异而无法在体裁、形式、风格上有所

更新？ 这一疑惑所牵涉的，并非单纯的文

学理论知识， 更意味着青年该如何直面

当前文学创作所面对的多种外部力量 ，

一种力量在劝导着青年作家重启经典现

实主义传统，完成新的文学任务，成为新

的文学势力。 另一种市场的力量则不断

诱惑着更多的写作者加入资本空间 ，成

为文化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 打造新的

文化 IP。对于当前的青年写作者而言，来

自这两方面力量的侵袭或者说诱惑已经

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 后疫情时代，来自

文学外部的力量将会加强 ， 对青年创作

的影响只会更为深入。

对此，青年写作者该如何承接？ 处于

中间位置的文学， 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

价值和意义， 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寻找新

的位置。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或许会习

惯性地回到个体， 继续相信写作纯粹就

是个体行为， 这对于业余写作者而言无

可厚非 ，但对于 “以文学为志业 ”的作家

和评论家而言， 满足于个人意义上的情

感表现怕是会越走越窄。 直面时代性的

宏大问题，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寻找更广

阔的表达空间， 坚守和传递文学存在的

独特价值， 已然落到了青年一代写作者

肩上。 很多同代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历

史使命，但困惑于何去何从。 在我看来 ，

后疫情时代， 将会是青年写作者重启古

典传统的历史性时刻。

如何重启被忽视的
“古典资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 我们对于文学

该如何书写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 总是局

限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中 ， 而有意无

意地忽略了比 “现代阶段 ”更为传统 、影

响力更为悠久的“古典资源”。 尤其对于

青年写作者而言 ，青年沾上 “古典 ”二字

似乎就与新锐、先锋相去甚远了，为此很

多青年作家努力汲取的始终是现代意义

上的、甚至只是一些意味着新奇、偏僻的

文学养料。 对新鲜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

甚至积极加入其中， 这自然是作为青年

该有的一面。 像当前的网络文学热和直

播热， 包括更多技术意义上的新型媒介

和生活产品， 都值得青年人积极地尝试

体验。 但是，古典的不代表旧，崭新的也

不一定真意味着新颖 。 正如今天的网络

文学，很多作品延续的其实是古老的 、陈

旧的叙事形式和故事结构 ， 但很多网络

文学作品在新的时代语境和技术空间

里，能够让旧的形式发展出新的意义。 像

近期热播完结的电视剧 《清平乐 》，原著

是网络小说 《孤城闭 》，不管是影视还是

小说， 使用的叙事形式都很传统 、 很保

守 ，但所传达的关于历史 、权力 、文艺以

及情感等问题的思考， 都有着浓重的现

代色彩，也不失深刻。

当然，我们所谓重启古典 ，是从一个

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接续古典文学的宏大

精神 ，这种 “宏大 ”是源于文学本身的魅

力和思想自身的影响力。 可是，如何才能

有魅力和有影响力？ 这是文学创作如何

创造更多读者、 如何真正影响大众的问

题。 这种需求也注定了这里所谓重启古

典资源并不指向古典的雅文学知识 ，而

是古典时代的俗文学， 换而言之是传统

小说、戏剧方面的“诗学”资源。在互联网

时代，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读者 、 看到大

众，在古典时代，说书人和戏剧表演者也

直接面对观众。 古典时代，创作者始终需

要考虑如何留住看客 ， 如何吸引更多的

观众，甚至是如何说服听众，让他们相信

自己讲述的、表演的故事有价值有意义 。

根据刘晓军等学者的古典小说研究 ，我

们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周秦两汉时代的

“说”体传统。 “说”体可以溯源到作为仪

礼的“说”祭，这是“一种以论说的方式说

服神灵满足祭祷者诉求的言语行为”。 到

晚周时期，“说”祭逐渐发展为“说”体。春

秋战国时代，诸子、策士们用“说”体来陈

述观点。 总而言之，“说”体要求说者“动

之以情 、晓之以理 ”，要想方设法让目标

受众听进去， 获得认同并取得相应的效

果。 这种“说”体传统能否成为今天我们

进行小说创作的一种叙事和精神资源 ？

用以突破纯文学领域小说创作越来越雅

致化、 精致化的弊病 。 现代小说发展至

今， 已经逐渐失去了起源时刻的那种大

众性、 民间性， 已然是这个时代最为雅

正、纯质的文学体裁之一。 失去了小说发

生时刻的那种俗文学品质 ， 今天的小说

又何以能继续唤作“小说”？

把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拿来对比现代

小说，这定然是一种刻意为之。 我们的现

代小说传统是自鲁迅开始的 ， 我们关于

现当代小说文体的认知往往也是西方意

义上的小说 。 刻意把中国古典时代的

“说 ”体传统嫁接过来 ，是在重启中国小

说的古典传统， 同时更是为了更新我们

关于小说文体的固化认知 。 一个世纪的

现代小说发展， 并不意味着下一个世纪

也必然维系这种现代小说体式 。 几千年

的文学、小说文体发展史告诉我们 ，没有

哪个时代的某种文体意味着永远主流 、

永远会保持大的影响力。 如此，我们又怎

能仅仅用过去一百年的文学状况来想象

甚至规定未来的文体形式？ 作为青年，我

们可以把目光拉远，把视野放大 ，以更深

广的历史感进行未来的文体建构。

新古典精神是为修复
粗粝世界而生

其实 ，不仅中国古典 “说 ”体文章重

视接受效果， 西方古典时代的文艺思想

同样重视。 今天我们只记得亚里士多德

在 《诗学 》中指出了诗比历史更具哲学

性 ，却是忽略了亚里士多德不断强调的

悲剧创作论知识 。 亚里士多德反复告诫

学生 ，悲剧创作要重视情节的突转和发

现 ， 要写观众能够接受的人物形象 ，要

考虑什么样的命运遭遇才能引起观众

的怜悯和同情 。 根本而言 ，《诗学 》与中

国传统文学始终重视道德教化是一致

的 。 因为有着伦理道德层面的教诲需

要 ，古典文学的价值和位置是清晰而确

然的 。 古典时代的 “说 ”体文章和戏剧作

品 ，之所以重视接受效果 ，也是因着目

的明确 。 然而 ，“目的明确 ”对于现代以

来的文学创作而言 ，却是一个不太可能

提出来的特征要求 ，因为它意味着功利

化和不纯粹 ， 甚至意味着语言简单 、思

想贫乏 ，这几乎是对一个现代作品的根

本性否定 。 那么 ，重启古典时代的 “说 ”

体品质何以可能 ？ 解答这一困惑 ，需要

回到宏大叙事话题 。

重启古典文学的叙事精神 ， 让文学

创作真正重视读者方面的接受能力和

影响效果 ，这是当前时代境况下文学的

一种可能性出路 。 青年一代的宏大叙事

如果只是重蹈前几代作家的叙事经验 ，

自足于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光圈内翻腾 ，

继续一种不痛不痒的故事讲述 ，那文学

只会更彻底地进入奄奄一息状态 。 经历

疫情 ，很多人的生活被改变 ，昨日还相

对平静的世界正被各种声音和力量所

撕裂 。 借着互联网 ，我们看到伤痕累累

的世界 ，世界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现

代 ，这个世界的科技或许发达了 ，人性

和德性或许依旧原始 。 面对如此时代状

况 ，文学何以能够自满于圈子内的自我

超越 ？ 人性教育和德性培养依然是这个

世界不可或缺的内容 ，文学需要在其中

重新寻找并确立自己的宏大感和重要

性 。 后疫情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将被迫重

回粗粝现实的时代 ， 青年写作的转型 ，

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直视这种粗粝 。 这

一时刻的新古典精神 ，就是抛开那些束

缚我们介入更广阔现实的现代规矩 ，让

文学换上一副传统的世俗化装束 ，携带

着更为明确的人性和德性目的 ，重新走

近现实 、走近人 ，去影响 、去修复这个日

益撕裂的生活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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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写作的转

型，就是抛开那些束

缚我们介入更广阔

现实的现代规矩，让

文学换上一副传统

的世俗化装束，携带

着更为明确的人性

和德性目的，重新走

近现实、 走近人，去

影响、去修复这个日

益撕裂的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