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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王磊光

大约是 2011 年冬天， 我正在考虑

硕士论文的选题 。 碰巧在 《文学报 》

“新批评” 栏目读到一篇以客问主答形

式写作的批评文章， 是郜元宝教授的

《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 顿时

激动不已。 我觉得我们的阅读感受在

很多方面是相通的。 说自己与一位知

名学者感受相通， 真是大言不惭。 但

这于我， 又确实是真切的， 差点被这

篇文章点燃。 为何不以郜老师提出的

问题和话题作为起点， 展开系统研究

和讨论呢？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身兼

作家和批评家身份的葛红兵老师时 ，

葛老师说：“元宝的文章写得精彩， 但

这些都是直观式的， 感悟式的， 没有

办法验证和论证。”

葛红兵老师用一句话就打消了我

想做这样一篇硕士论文的念头。 在此

之前， 我一直都在做着小说梦， 也写

了许多充满个人体悟的阅读笔记， 但

除过本科论文， 似乎再也没有正儿八

经地写过一篇文学论文。 葛老师向来

思维敏捷， 动作又匆忙， 这次谈话像

很多次谈话， 是简短的， 但就是这次

简短的谈话， 就是这么一句话， 立时

便让我对于批评与论文的区别， 对于

二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不同心领神会。

若干年后， 我在大学中文系教授

创意写作和文化研究， 对于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三者的关联， 及

其不同的地位和命运， 自然有了更为

近身而深刻的体会。 文学创作与文学

批评有一种天然共生的关系， 要学习

写作， 首先必须学会像作家那样展开

批评性阅读， 而要写出有质感的批评

文章， 比有兴趣于作品的意义阐释更

优先的是， 要对作家是怎么写作的这

件事充满探索的热情。 而文学批评与

文学研究的天然联系， 更是早被许多

人论及， 用不着我在这里搬弄了。 在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创意写作能在

美国的大学里扎下根来， 终于成为高

校教育的一部分， 新批评流派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它， 为文学写

作和文学研究， 为写作教育和文学教

育的沟通搭建了桥梁。

据说现在中国已有十几所高校自

主增设了创作方向的硕士学位， 有一

百多所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方面的课

程， 但其实我们都明白： 写作作为学

科在学术体系中的弱势与困境， 并未

发生根本性改变 。 因为中国并没有

“新批评” 这样一种东西———新批评的

时代在美欧也早已过去了 ， 或者说 ，

当今中国大学的文学批评， 很难扮演

沟通、 调和写作与研究二者关系的角

色。 原因很简单： 真正意义上文学批

评， 在今天的学院里也同样是 “泥菩

萨过河 ”。 中文系虽有名为 “文学批

评” 的课程， 其实导向还是如何做文

学研究 ， 至少是为文学研究做知识 、

理论和规则上的准备。 一些顶着 “评

论”“批评” 等帽子的学术刊物， 也甚

少发表充满直感 、 激情 、 自由精神 、

内在诗意和创造性的批评文章， 更多

的是刊载有着丰富史料、 支撑理论和

严密论证的学术论文。 《文学报》《文艺

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 虽然发表立

足于个人体验的批评文章， 但通常不

能被计算为学术成果。

与此相呼应的是， 学院批评中像

郜元宝那样专情和求真的已是凤毛麟

角， 绝大部分的文学批评， 不是言不

及物的友情表扬， 就是过度学术化。

感性、 热情、 激情、 诗意、 幻想、

悟性、 现实感、 在场感、 感受力、 创

造力、 批判性、 对思想的直觉、 对人

的爱、 对世界的关怀……都是多么好

的东西啊， 在大学里， 还有什么能比

文学、 创作和批评更能提供培育这些

品质的土壤呢？ 然而， 它们散落在各

处， 重要的是知识、 材料、 格式、 方

法、 理论， 以及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

能力。 也难怪， 前不久在上海开展的

一场读书会， 就是以 “文学教授懂文

学吗？” 作为题目。 我并不认为这是在

哗众取宠、 吸人眼球， 而的确是一个

值得正视和讨论的话题。

当 《文学报》 的编辑朋友向我约

稿， 请我谈谈自己的批评观念及其变

化过程时， 我是茫然的。 因为我从来

都没有想要做一个批评家的野心。 更

何况， 我也一直是在被学院文化所规

训着呀！ 我写下的完整的批评文章屈

指可数， 但另一方面， 又不得不承认，

我确实也写了非常多的批评文字， 都

是零碎的， 以读书笔记的形式保存在

本子里。 从上大学本科开始， 直到今

天， 我还一直用手写的方式做着文学

阅读笔记， 已经有很多个不同封面的

本子了———要抓住最本真的体悟， 唯

有用最笨拙的方式去抚摸和停留， 我

固执地认为。 甚至， 我写的文化批评

文章比文学批评文章还要多。 文学批

评的训练让我不但对文学本身保持着

敏感， 也对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保持

着敏感。 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 无论

在理念上、 方法上、 情感上， 都有着

内在的相通性。

我并没有做批评家的宏图大志 ，

但在心灵的天秤上， 文学/文化批评的

重量远大于文学研究。 厚此薄彼或许

是另一种偏见， 但是在论文和项目为

王， 创作和批评如此落寞的学院文化

中， 有一个同样落寞的人， 对它们表

示出喜爱和尊重， 甚至将其作为武器

暗揣怀中， 对学术制度的傲慢表现出

几分抵抗的姿态 ， 也没什么不对吧 ？

———这事， 总还是要人来做的。 鲁迅

说：“聪明的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

傻子的。” 我挺喜欢傻子的。

虽然我并没有做批评家的宏图大

志， 但这并不妨碍我也拥有想要建设

人的理想。 批评精神于我， 就像远方

以及远方的风， 是一种渴望、 一种引

领， 我也想把这样一种东西传递给学

生。 我有这样一个理念： 文本 （文学

的、 社会的） 阅读、 文学创作、 文学

批评、 文化批评四者是可以在同一条

线上展开的， 线的一头牵着学生的心

灵和感觉 ， 另一头穿过文本的肌理 ，

指向活的精神和生动的历史现实。 我

在大学里开设的所有课程， 也都是围

绕这四者， 或者说沿着这一条线而展

开的。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
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

（海子 《九月》）

将柴火递给更多青年
曾于里

《文学报 》 的报头有一句标语 ：

文学照亮生活。 于我个人而言， 它的

的确确照亮了我的生活。

这绝对不是夸张 ， 也不是因为

《文学报》 迎来创刊 40 周年的重要节

点 ， 于是我来说几句好听的客套话 。

而是我的评论写作生涯 ， 起点就是

《文学报》。

2011 年， 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读

研究生一年级的我， 在 《文学报》 上

发表了第一篇短篇评论 《请多给青年

们机会》。 虽然我大学期间就发表了不

少散文作品， 但那是我第一次写评论。

《文学报》 给了我这个青年第一

个机会。 我发表文章的这一期报纸也

做了重要预告 ， 下一期会推出首期

“新批评 ” 专刊 。 后来我也尝试着往

“新批评” 栏目投稿， 2011 年 9 ? 29

日第 8 期 “新批评” 上， 头条刊载了

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长文 《安妮宝贝

的自我重复》， 后来凭借这篇文章， 我

还获得了首届 《文学报·新批评》 优秀

评论奖新人奖。

从主编到责任编辑， 都给予我极

大的支持 。 直到 2013 年我研究生毕

业， 三年时间我在 “新批评” 上发表

了 20 余篇长篇的评论文章。 现在回头

看， 那些评论 “无知者无畏”， 也充满

稚嫩。 但 《文学报》 还是出于爱护新

人、 提拔新人的出发点， 一一刊发出

来 。 也因为得到 《文学报 》 的支持 ，

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可以写评论的。

研究生毕业后， 我在纸媒从事时

事评论写作工作。 头两三年， 我还偶

尔写点文学评论 ， 但大概 2016 年之

后， 我的评论方向发生了一个大的转

变： 我转向了影视评论， 以及种种青

年亚文化现象的文化评论。

发生这样的转变， 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

其一 ， 我的本职工作是写时评 ，

几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彻底走出书斋 ，

而更多关注到中国的种种现实问题 。

当我面对一个文本， 我不仅关注它质

量怎么样， 我同时也好奇： 它为什么

出现？ 它能否介入现实？ 年轻受众为

什么对它感兴趣？ 文本仍然是最重要

的， 但它背后的现实征候同样重要。

我希望我的评论能够更具 “现实

感”， 能够实时影响受众， 我也渴望每

一篇评论获得的那种即时性互动。 热

门影视， 以及一些热点的青年文化现

象， 成为重要的媒介。

其二， 我一直对文化研究保持兴

趣。 我们已进入了大众媒介时代， 大

众媒介全方位介入生活。 我们生活的

大部分时间是消耗在大众媒介生产的

符号里：网络小说、电影、电视剧……但

大众传媒并不是技术化、市场化这么简

单， 它是一个充满矛盾与角力的场域，

符号的生产背后是资本、权力与反对力

量的博弈。某个符号背后也许有意识形

态，也许隐匿着晦涩的象征，也许潜藏

着某种文化根源，也许暴露了一系列重

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同样是文化研

究大有可为之处。

所以我既关注宫斗剧、 耽美文化、

泥塑文化等为什么流行， 我也对年轻

人群体中各种 “丧文化”“佛系”“摸鱼

哲学” 等保持高度关注。 借助于犀利

的洞察和分析， 文化研究会发现隐藏

于这些符号背后的种种倾向、 观念和

价值观。

其三， 这是一个特别世俗的原因。

在新媒体时代， 传统纸媒的确呈现没

落之势 ， 与之相对的是各种新媒体

（包括公众号） 崛起。 跟传统的期刊相

比， 它们有更高的时效性， 更快的发

稿频率， 同时也给出不低的稿费。 写

作于我是兴趣爱好， 也是一种谋生手

段； 既然没有评职称的需求， 那我就

“轻装上阵”。

因此我基本脱离了传统的文学批

评圈，我仍关注热门的文学作品，只是

我的主要精力并没有投注在上面。 从

2018 年-2020 年，我以本名以及笔名，

在各大影视媒体、青年观察媒体，发表

了数百篇的文章，如果加上时评就更多

了。 其中当然也不乏“短平快”的急就

章，但也有用心写作、并在青年读者那

里产生广泛共鸣的“爆款”。这里我得重

点感谢《文学报》所隶属的上海报业集

团， 因为同样隶属于该集团的澎湃新

闻、上观新闻、《解放日报》，刊发了我大

量影视评论和青年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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