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先锋”和“现实主义”的深层互动和融合还将持续吗？

第四届扬子江青?批评家论坛，设置

了“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青?

写作中的乡村与都市”“当下文学中的历

史与现实”三个议题，分别对应的“先锋与

现实主义”“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三

组概念，就像评论家岳雯说的那样，这三

组概念看上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在某

种意义上， 它们又都是融合的， 是 “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

而这样的融合， 更可以说是 “先锋

之后” 的融合。 作家李洱曾以陈忠实的

写作为例提出， 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

的所有经验， 没有先锋小说在前， 哪有

《白鹿原》 在后？ 显而易见， 如评论家方

岩所说， 在李洱看来， 陈忠实正是通过

大量借鉴潜意识、 非理性、 魔幻等现代

主义手法， 才深刻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

东西， 揭示了人性的悲剧、 人生的苦难。

“推而言之， 我们不能否认， 先锋小说背

后的美学体系起到了普及文学常识的作

用， 从而影响了此后的文学创作。”

这种影响是如此深远， 以至于如评

论家王晴飞所说， 现在的现实主义不可

能再像先锋之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写， 现

在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去思

考和表达。 的确如此， 如果在具体文学

史事件的意义上讨论 “先锋” 和 “现实

主义”， 诚如评论家丛治辰所言， 某种意

义上， 先锋文学正是产生于对传统现实

主义的不满， 那时 “写什么” 的问题已

经深深地束缚了文学创造力， 于是才出

现了 “先锋文学” 这样一个事件。 “但

‘先锋’ 和 ‘现实主义’ 这两个概念有一

定的矛盾性， 只有解放和激活它们， 我

们才能理解前者对后者的意义。”

丛治辰提及三个层次的概念解放。 第

一层解放接近于今天一般的理解， 即 “先

锋” 并非指的具体的当代文学史事件， 而

是指该事件所造成的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

技术更新； 而现实主义也不再是严格意义

上的、 要求对历史与世界有总体性认识的

现实主义， 而将那些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

都称为现实主义。 “如果这样理解 ‘先

锋’ 和 ‘现实主义’， 它们之间已经产生

了非常良好的互动。 作家徐则臣说过类似

的话： 今天好的小说应该内在是先锋的，

外在是现实主义的。 我想这个表达基本可

以说明先锋和现实主义的一个理想关系。”

如果继续深入研究， 丛治辰认为， 似

乎还可以对 “先锋” 的概念内涵进行第二

层解放， 即更深刻地认识先锋文学到底是

什么？ 除了形式和技术层面的意义之外，

先锋文学是否还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别的

资源？ 在他看来， 先锋派有其商业性或目

的性， 不少先锋作家在写先锋小说时， 有

着非常明确的 “读者预期”、 “期刊预期”

和 “批评家预期”。 “我们有时难免理想

化地认为先锋文学代表着纯文学， 代表着

一种艺术本体论的态度。 但把它放回到文

学史现场就会发现， 它并没有那么单纯。”

也是在这一层面上， 丛治辰提到先锋文学

更深远的影响， 或许是促成了一个共享着

同样审美趣味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形成，

而他们共享的审美趣味， 至少在相当长的

时期里成为一种宰制性的审美趣味。

由此， 他认为我们或许可以脱开当代

文学史的具体语境去认识 “先锋” 的意

义。 先锋是一种姿态， 它本身就不应该是

一个固定的样貌， 它应该永远像是文学的

先头部队一样走在前面。 它的产生恰恰是

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 恰恰是为了更好地

表达现代经验中空前复杂的现实， 这样的

现实是传统现实主义难以处理的。 “而今

社会现实不断变化， 文学也只有不断地更

新自己才能先锋， 也才能更好地回应现

实。 ‘先锋’ 和 ‘现实主义’ 还将持续地

互动下去。”

实际上， 作家们只有在写作中 ， 让

“先锋 ” 和 “现实主义 ” 深度互动和融

合， 才能对当今纷纭复杂的现实有深刻

的书写。 评论家贾梦玮表示， 文学不是

对现实的镜子般的反映， 优秀作家和作

品总是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 使之成为

现实的参照物， 让阅读者得以透过作品

反观现实和自身。 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

非常独特而多面的。 “现实有时是作家

‘伴侣’ 和 ‘参照’， 更多时候还可能是

作家的 ‘对手’， 因为作家对现实人生采

取的是一种审视、 反思的态度。”

确实如此，现实的巨变常常让作家们

措手不及。 以评论家刘大先的观察，当下

城市与乡村正发生着前所未见的巨变 。

“有些城市是类似城乡接合部式的存在，

它不能被理解为乡村的升级版，也不能看

作是城市的未成熟状态，它是一个独立的

不断变化的状态。 ”与此相仿，在他看来，

如今的乡村也早已不是敲打 “城市文明

病”的那根棍子，也不再代表着一种遥远

的乡愁式的想象。 “换言之，我们无法设想

任何一种本质化的乡村或者城市，如果要

寻找所谓当代中国故事，就必须从当下中

国的真实出发———这种真实可能无比粗

糙，但它充满着左奔右突的活力和各种各

样的潜能。 ”也因此，作家们与其泾渭分明

地去刻意划分不同地域的经验，不如接受

生活中的混沌、暧昧与不清晰。

与这般暧昧不清的现实相对应 ， 如

今很多作家写的小说面目也是暧昧不清。

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逃避写作难度

的一个理由。 评论家申霞艳表示 ， 对于

经历过先锋洗礼的作家来说 ， 寻找某个

句式和概念也许并不难 ， 真正写出具有

探索难度和丰富意蕴的作品却不容易 。

信息富集的时代一方面使得故事频频涌

现， 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一方面

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 。 倘

是作家处理现实的方式直接来自新闻 ，

写小说降格为写故事 ， 肯定不会令人满

意。 在这个意义上 ， 申霞艳认为 ， 今天

的作家， 应该重新向路遥 、 向非虚构写

作学习。 “为了写好省委书记，路遥曾拜

托书记家的保姆带他偷偷观察书记家的

角角落落。 这种深入实地的处理方式，对

今天的作家依然有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

这几?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引起关注，也可

能跟我们不大相信一个人坐在书斋里，能

生发出何种想象力有关。 就此而言，现实

主义主要还是一种精神，考验的是 ，面对

生活、面对社会现实，我们是否具有一种

谦卑诚实的态度。 ”

话虽如此， 如评论家颜炼军所说，先

锋文学对语言本体的重视依然值得重视。

作家面临的永恒难题正是先锋的要义，亦

即通过改善语言和形式来呼应和锻造生

活经验的“变”与“常”。 “有效的写作始终

是先锋的， 不仅探索新经验带来的刺激，

最后也归结为语言形式的变革与更新，由

此形成经典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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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扬子江诗

会·大家讲坛设计了

“主要凭借个体发展

的新世纪诗歌带来了

何种新变？ ”“新世纪

诗歌的成就及其经典

化的可能性” 两个议

题， 议题潜在的背景

即是， 新世纪诗歌二

十?是否留下了经得

起时间检验的经典文

本。

诗评家张清华

前两?曾编过一部

中国新诗百?编?，

他按照诗歌发表?

份编下来 ， 编了十

卷，大致是十?为一

卷，他发现其中有些

卷经典性比较高，有

些卷的经典性就比

较差。 当编到上世纪

九十?代，他发现那

时的诗歌给人目不

暇给之感，觉得哪怕

是删掉一首都可惜，

所以这一卷也编得

特别厚，但到新世纪

以后，他就开始犹豫

了，他如果选那些粗

糙的，出版社也不会

容忍，但选那种四平

八稳 ， 抒情性很强

的 ， 他又特别不甘

心。 总而言之，在他

看来， 两相对比，九

十?代留下来的经

典文本，是相对比较

多的。 而新世纪以来

的诗歌虽然也有让

人印象深刻的文本，

但要说完成性高的，

无可挑剔的文本则

比较少。

这并不是说新世纪以来可供挑选

的诗歌数量少。 诗评家霍俊明援引相关

数据表示，当今中国诗歌的数量实际上

极为可观。 “全唐诗也就五万多首，但今

天每一天诗歌的产量，包括数字平台上

发出来的，就已经超过了全唐诗。 ”霍俊

明进一步表示，如今在有关诗歌网站上

注册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万，我们

所能看到的民间交流的诗歌刊物，包括

以书代刊的诗歌刊物，也有 1100 多种。

这样一个发展盛况本身，也是新世纪诗

歌二十?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然，新世纪诗歌更是在形态上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主要体现在 2000

?以前，中国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于流派、社团 ，或者说诗人们通过群

体发声。 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变成了一

个个单数的个体。 他们的写作，就像评

论家何平所说，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化

写作或者说个体诗学。 （下转第 3 ?）

新世纪文学二十年：如何进入中国的当下和中国的现场

本报记者 傅小平

近期于江苏?京举行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第四期上海-?京双城文学工作坊
分别聚焦新世纪背景下的小说、诗歌与非虚构文学议题。如果说，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就像评论家金理所言，一直在向各种各样的
门类开放，反映在当下刊物、媒体上，除了小说、诗歌之外，纪实文学、散文等命名都好像看不到了，都被归为非虚构了，那么这三
个议题搁置到一起，已经差不多涵盖了“新世纪文学”这么一个大的概念。而这些谈论虽说异彩纷呈，从主色调看，却无非谈的近
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总体表现如何，留下哪些有益的启示；如今处于何种阶段，存在何种问题；

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又将是怎样一种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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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路遥（左一）在鸭口煤矿体验生活时，与矿工们一起下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