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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叶兆言的读者， 应该知道，

叶兆言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无
论老书抑或新作 ， 总有一股潜藏的
“怀旧”气息。他擅写旧时光，旧人物，

老味道，然这并非其有意为之 ，或与
其读书广博相关，或与其书香家世不
无关联，往来交游，旧友新知，故事太
多，所以可写的便多了。近期，译林出
版社推出了一套叶兆言先生的作品
集， 分别是 《陈旧人物》《陈年旧事》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人
人有》《午后的岁月》， 就是这样一套
有着“怀旧”气息的作品。

虽然篇幅看起来卷帙浩繁 ，但
多数单篇文章并不长 ， 内容多为追
忆故人旧事，或评点经典作家作品 ，

或品评社会现象，体裁多为杂文 ，但
也有文学评论或访谈录。 简而言之，

这是过去几十年叶兆言书写的非小
说类作品的一个大合集 ， 是对过去
写作的总结与整理，细细品来 ，倒也
颇有滋味。

小说家写的随笔或杂文，大多流
畅平实，不打妄语，也不喜欢动用各
种晦涩的理论术语，却能在简洁通俗
的文字中，呈现出写作者和思考者的
智慧。 叶兆言这套书更是如此，评论
界一般将他视为 “南京市民书写”或
“写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他的文
学路子也的确与沈从文、汪曾祺这一
淡雅平实的脉络相承接 ，但是 ，如果
带着这些标签去看这几本书，未免也
就失去了阅读的乐趣。

这套书中的文字，就像是一个真
诚而幽默的历史亲历者，去跟读者慢
慢分享那些旧日风情。叶兆言的文字
是平实而通俗的，这些文字与读者毫

无距离感， 任何阅读水平的读者，都
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学富五车
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过于执
著于严肃“学问”而可能遗漏的闲趣，

而刚进入书海中的年轻读者，也能从
中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谱系，一段
丰富而真诚的往昔回忆。

叶兆言对于那些早就具备名气
的作家，也有着独到而真诚的看法 。

比如 ，在 《杂花生树》中有篇《围城里
的笑声》， 便谈到钱钟书创作中的遭
遇的问题。 在叶兆言看来，即便这些
作家遭遇了时代跌宕，卷入了政治风
云的变化，但这些不应该成为自己放
弃写作或降低写作水平的理由 。 对
真正有热情和野心的作家而言 ，任
何政治上的压抑 ， 都不会阻挡他的
文学之路。

叶兆言的这种态度，其实相当中
肯，不隐恶扬善 ，是一个真诚的写作
者面对历史和前人最好的态度。 即便
那些被书商吹捧起来的作家作品，也
要理性看待，不要盲目追求其中的浮
华，也不要对那些暂时隐藏在尘埃之
下的无名作家视而不见。 叶兆言对待
文学史和文学现象，一直保持着这样
公允理性的意见，加上他丰富的文学
资源和经验，其看法更具说服力与参
考性。

对待文学现象，叶兆言也有一套
自己的看法 ，因为不少事件 ，自己都
亲历过， 也知道其中的各种缘由，他
的解读，自然不需要套用那些学者的
理论术语，还是用最生动和鲜活的文
字 ， 帮助读者回到最真实的文学现
场。 在《诚知此恨人人有》这本书中，

有一篇《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其中讲

到：“八十年代文学热在一定程度上，

是个体积庞大五光十色的肥皂泡，禁
不起一枚小小的针尖。 ”这样的说法，

恐怕要刺破很多人对那个文学黄金
年代的美好幻觉了。 然而，叶兆言的
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从文学荒芜和压
抑年代走出的诸多作家，在当时实际
上是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一时间涌
现的文学浪潮，虽然繁荣一时 ，但真
正沉淀下来的好作品，其实也没有想
象中那么多。 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
性，读者的口味和审美水准 ，也影响
了作家的书写水平，叶兆言认为对此
不能太盲目歌颂或吹捧。 这是一个亲
历者的诚心之语， 剥去浮华的外衣，

其实真相也并不复杂。

实事求是，平实易懂。 叶兆言这
些文字的风格，也是形成其文学灵感
的关键成分。 这种实实在在的态度，

贯穿了他看待中外文学的全部过程，

甚至那些进入文学万神殿的经典作
家，也要被他如实观察一番。 在《群莺
乱飞》一书中，有一篇《想起了老巴尔
扎克》。 与很多写作者对巴尔扎克的
盲目吹捧不同，叶兆言如实地写出了
内心的看法：“文学史上给巴尔扎克
极高的评价 ， 我总觉得这种高度赞
美，和作者本人的自吹自擂多少有些
关系。 ”如此说辞 ，并非故作惊人之
语，而是叶兆言仔细阅读了巴尔扎克
作品后得出的看法 ，尤其是在 “风俗
研究”的内容里，巴尔扎克的确存在
上述通过自我抬高来 “提升名誉”的
做法。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指责先
贤，而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 ，来揣
摩其他作家创作中的心理。 有文学野

心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这甚至是
伟大作家必不可少的素质，反而可以
凸显巴尔扎克的文学野心，其实可以
增加作家形象真实的面向。 叶兆言从
创作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经典作家
和作品，显然比纯粹的研究者多了更
多在场式的体验，其观察更具独特性
与启发性。

这套书涉及的话题还有很多，其
中的掌故对多数人而言，虽然未必是
陌生的，但全新的 、个人化的解读方
式，却能让读者感到眼前一亮。 尤其
是叶兆言的笔法， 是娓娓道来的，是
缓慢渐进的， 就像在旧日南京街头，

突然发现一处杂货铺里堆积着几本
泛黄的书籍 ，翻开一看 ，里面尽是平
实的文辞，却有着丰富的内蕴。 纸页
上的墨香随着时光流逝而缓缓散开，

叶兆言笔下的旧日风情，也由此缓缓
流入读者的精神世界。

（《叶兆言经典作品 》六册 ，叶兆
言/?，译林出版社出版）

作为品酒师的批评家
行超

文字会挑选它的读者 。 对批评家来

说，选择什么样的文字，选择谁作为自己

的评论对象，更能够透露出他/她的审美、

趣味与价值观。 张莉的评论集《远行人必

有故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这种特质

首先体现在其语言上。 与大多数评论文字

不同的是， 张莉非常重视批评语言的锻

造，在她看来，文学批评首先应该给人带

来审美的享受， 她反对语言的 “陈词滥

调”，以及小圈子式的、“僵化、程式化”的

文学批评，反复提倡“以人的声音说话 ”，

“好的批评有人的真气、人的血气、人的骨

气”。 在她的文字中，你几乎看不到晦涩的

学术话语，那些宏大而艰深的理论，在她

笔下透过熨帖的情感体察与美学转化而

传递出来， 一方面贴近了所评的对象，另

一方面也拉近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与这种语言相适应的， 是一套独属于

张莉的美学。 我们看她所关注的对象就能

发现：从萧红、沈从文、孙犁，到铁凝、毕飞

宇、苏童、金宇澄，再到周晓枫、葛亮、李修

文、 付秀莹……这些作家具有某种共通的

精神气质———他们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

追求对人性美与人情美的表达， 更注重发

现时代蒙尘之下那些恒久而稳固的情感。

如同李泽厚的观点所称， 中国文化的核心

是“情本体”，最终是以家国情、亲情、友情、

爱情等各种“情”作为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

本。 “抒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张莉与

她所钟爱的那些作家一样， 他们相信共情

的力量， 更关注个体的存在与他们真切的

生命感受。 应该说，重新发现个体的“人”，

是启蒙主义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张莉的文学批评正是以此为基石的。

但与此同时 ， 张莉绝不是个人主义

者，恰恰相反，在多篇文章中，她曾反思当

下“个人化写作”的问题，她深知“这一提

法割裂了人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张莉看来，“个人化写作”及其问题的出

现，来源于作家对于现实、对于当下生活

整体性把握的缺失，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克服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一种

面对世界、面对现实的“整体视野”与 “总

体意识”。 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整体感更

代表着全面而设身处地地理解现实中国

的重要立场，惟其如此，文学批评才会真

正拥有立足主体性的“中国视野”。 整体意

识与个体情怀，这两个看似有所冲突的面

向， 在张莉的文学批评体系中彼此交汇，

且同样重要。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 中国现代女性

写作的发生》 是张莉的博士论文专著，其

中着重研究了几位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及

其成长之路，体现了张莉对女性写作以及

女性主义思潮的关注，这一视角也贯穿在

她此?多年的批评之路中。 近年来，张莉

曾多次围绕“性别观”的问题，做过当下男

女作家的问卷调查，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

关注。 通过这种普遍而深入的观察、对谈，

张莉发现了当下文学写作中隐秘的性别

观问题。 作为女性批评家，张莉始终坚持

着鲜明的个人立场，这一立场并非简单的

女性主义，而是一种经过耐心辨析、深入

反思之?的结果。 她一方面深知女性在历

史与现实生活中的艰难处境，倡导“燃起

‘女性精神’的火把”，重新发现那些被历

史所遮蔽、所遗忘的女作家；但与此同时，

对于女性写作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与危险，

张莉也绝不粉饰。 “女性的愤怒和控诉有

可能遮蔽作家对作品艺术品质的追求 ”，

这一判断，切中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根本问

题。 张莉更强调、更看重的，是女性的自省

与自我的精神解放。

“改变我们的语言， 首先必须改变我

们的生活”，南非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

这句话，对于僵化的文学写作来说，具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 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

一个不曾完整生活过的人，不可能写出伟

大的作品。 读张莉的评论，可以看出她的

文学视野与她丰饶的人生。 丁玲、萧红、孙

犁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是她学术研究

的主要方向，与此同时，她持续关注最新

鲜的写作现场， 尤其是在对她的同代人

“70 ?”作家作品的追踪阅读中，张莉发现

了当下文学写作的新现象、新问题，也逐

渐形成了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观察 。 此

外，影视剧、戏剧、社会话题、流行文化等

等，也时常作为一种背景，以不同方式参

与到她的文学批评中。 正是在这样真切的

生活与开阔的视野之下，张莉得以形成了

她那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切肤而极具共情

力量的批评文字。

在一篇关于铁凝的评论中 ， 张莉写

到，“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酿酒师呢？ 她/他

当然需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但更需要

丰富的实践经验。 真正优秀的酿酒师应该

像葡萄藤一样深扎在泥土里，而不是四处

飞行———他们要经年累月地和他的葡萄

庄园在一起，观察葡萄的生长、寻找葡萄

适宜的采摘时间，要选择在最恰当的时刻

将清汁和皮渣分离。 当然，如何控制酒的

成分配比至为关键，它决定酒体结构是否

饱满，是否浓郁绵远，是否回味无穷，决定

一款酒能否成为经典。 就小说而言，小说

家的语言、小说家的写作技术、小说家之

于写作对象的分寸把握则决定一部小说

的品相，决定小说是否能跨越时间。 ”如果

小说家是文字世界中的酿酒师， 那么，批

评家或许就是品酒师，他/她需要有一个敏

感的味蕾，这种敏感，首先基于他/她对美

的追求，以及在大量阅读、品鉴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审美观。 他/她还必须拥有一种

明辨与直言的勇气，唯有这样，才有可能

在浩瀚的文学世界中发现那些真正的经

典之作，用批评的文字构筑起属于自己的

审美王国。

（《远行人必有故事》张莉/?，作家出
版社出版）

叶
兆
言
笔
下
的
旧
日
风
情

西
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