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评论文章更有鲜活的文学色彩
丁帆

年轻时一直在做小说创作的

梦，直到 1978 年那一篇叫做《英子》

的小说二审通过， 却最终被一个著

名杂志主编退稿后，我才悻悻地“改

邪归正”，老老实实地回到自己从事

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去刻苦攻

读了。 自 1979 年我在《文学评论》上

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 就一发不可

收 ，用标准规范的 “古典 ”阐释学方

法炮制一篇又一篇学术论文和文学

评论，无疑，我沉浸在理性思维的狂

欢之中， 整天沉湎于理论的检索与

援引之中，自以为痛并快乐着。

曾几何时， 我逐渐开始厌倦起

了这种单调枯燥的程式化写作 ，认

为它束缚了我的感性思维， 严重地

阻遏了我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 ，

以为那种青春期血脉贲张的文学创

造激情往往在冷静地解剖他人作品

时变成了匠人手中的技术活， 我不

甘心一个从事文学教育、 文学史编

撰、 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批评书写

的人， 就这样放弃了文学的本质与

滥觞 ，做一个无法进行 “再创造 ”的

简单的文学阐释者，于是，我便试想

着改变自己的文风， 重拾形象思维

的旧梦，因此，我就从两个向度来采

取文章的变体。

首先就是在文学批评和作家作

品评论上抛弃了那种墨守成规的

“标准化”文本阐释 ，从 “学院派 ”的

藩篱中突围出来， 试图让评论文章

更有鲜活的文学色彩， 你就必须从

语言表达和文体形式上获得有趣耐

读的效应， 不要借用大量伟大理论

家的话语来恐吓读者， 为自己创造

力的贫乏壮胆； 也无须拉开架势用

高头讲章迫使自己进入“三一律”式

的理论盘桓之中， 摆出一幅教师爷

的姿态，这种灰色理论的“苦闷的象

征 ”束缚了 “自我本能 ”对文学的兴

趣 ，同时又把 “苦闷的象征 ”的理论

枷锁套在文学原创作者和读者的脖

子上，显然，那是一种“盲人骑瞎马”

式的文学自戕。 反思我许多年来的

批评思维与方法， 都是按照这样的

文学逻辑进行的， 这让我惊出一身

冷汗。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摸

索着一条改变“学院派”阐释弊端的

行文方式方法， 如果你不想让有趣

的阅读淹没在大量注释之中， 你就

必须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人性价值

观， 形象生动地说出对作品的鲜活

体验， 从灵魂出窍的语言深处寻觅

自己有温度的感受， 而不被外在的

一切道德、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文体

的潜意识闸门遮挡住你的视线。

让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从文学

的本质出发，才算是更加有效的批评

和评论活动，否则，我们就是一个拿

着手术刀解剖尸体示范给实习医生

的外科大夫而已。 不融入形象思维

和感性思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

是一个脱离了文学趣味和文学原动

力的文本阐释， 而非文学本质的阐

释，所以，我想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和

文学评论中介入具有具象的文学体

验，穿插感性思维的活动。无疑，二三

十年前接触到的“评论小说”文体给

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这只是一种尝

试性的介入， 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

即便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辞，因为

我首先喜欢的是文学，文学批评和文

学评论，甚至文学理论难道不是与文

学创作同属一个母亲吗，虽不是孪生

兄弟，却也是一奶同胞，我们没有理

由离开其母乳的哺育而另找奶娘。

把学术文章当作散文随笔来写，

既是一种文体的尝试，又是一种对文

学本身的尊敬，尽管我并不认为这种

被称为“学术随笔”的东西就是完美

的批评和评论文体，但是能够得到一

些读者的认可就足矣。也许有人会认

为这种大众化的书写会降低批评、评

论和理论的水平，不能升华到哲学的

层面，殊不知，形象思维的表达或许

会以更幽默风趣悄悄闯进哲学的殿

堂，而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获得审美

的收获，那样的价值观植入方式也许

会让人更加牢记。

其次，我时常在考虑的问题是，

我们的文学教育往往把文学创作和

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

评论判为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学科

门类，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序列中，文

学创作是一个无法安放的门类 ，它

似乎只能归于术科之列，殊不知，这

种轻忽给文学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

的。 那个早年讲授“现代文学”、“文

学批评”课程，1944 年任重庆中央大

学（南京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的杨

晦，1955 年在北大中文系迎接新生

入学的大会上，发表了“北大中文系

不培养作家， 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

里来”名言警句，吓走了一年级的刘

绍棠， 无情地扼杀了文学创作进入

文学教育的可能性， 大学里虽然有

“写作 ”课程 ，但是至今已经萎缩到

了 “公文写作 ”的工具课的地步 ，虽

然这十几年有些学校开始引进大量

的作家进入体制， 成为高校文学教

育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是，囿于

教学体制的束缚， 也不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学生的自由选择， 尽管教育

部也开了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的口

子，但那毕竟还是一种点缀，真正有

创作才能的作者会因种种偏科原因

无法进入这个序列， 却反而成为许

多走终南捷径者的渠道。 凡此种种，

我想到的问题是，我们从小学、中学

的应试教育中就缺乏文学创作欲望

的培养，因为它对高考是无效的，学

生的作文都是程式化的， 他们缺少

的正是那种创作的原始冲动欲望。

因此， 不能让自己失去这种宝

贵的欲望， 让残留的文学基因得以

放大与膨胀，于是，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起， 我一直坚持着散文随笔的创

作，就是不愿意死在文学的道路上，

不融入形象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是一个脱离了文
学趣味和文学原动力的文本阐释，而非文学本质的阐释。

(上接第 6 ?)章兆仁早就看出了蛤蟆塘是

一块风水宝地，但当他对“二掌柜”这个身

份还抱有幻想时，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魂魄

拘禁了起来， 他就忽略了这块风水宝地。

他失去了“二掌柜”的身份后反而意味着

魂魄回来了， 于是他面对蛤蟆塘这片荒

地，看到的却是“长满了庄稼，郁郁葱葱”

的美丽蓝图：“开春先开东山西坡和北山

岗子的地，西坡种玉米、高粱，北山岗子种

黄豆， 春播之后再沿西坡向下面延伸开

垦。 今年，咱可以在那些低洼地上种些耐

涝的糜子。 ”章文德既佩服父亲对土地的

谙熟，他会吸收父亲的智慧，同时又会有

所发展。 后来他在父亲的基础上要继续在

低洼地开垦出种稻谷的田地以及坚持植

树的举动，都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有更远大

的构想。 章文德对父亲的超越尤其突出体

现在灵魂的沟通上，他与土地似乎是一种

“心有灵犀”的关系。 津子围用很多细节的

描写来烘托他们之间的“心有灵犀”。 比如

他写到章文德 “可以闻出土的味道儿，一

闻就知道土从哪儿挖的，山坡来的还是河

套来的。 ”章文德的这一灵性让专门从事

地质勘探的日本人岩下惊异不已，直问他

是不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津子围完全

把章文德写成了一个由土地变过来的人

形儿，无论在什么场合下，他与土地才是

最亲近的。 章文德被派去管金矿，他对金

矿的事不感兴趣，倒是发现那里的土质非

常好，不种可惜了，于是便起早贪黑地翻

地、背垅、撒种、浇水，把百草沟的淘金工

看蒙了，怀疑他是冒牌的章家少爷。 后来

他被当成人质卷进了马蹄沟的胡子窝里，

又是土地拯救了他，胡子困在山里没有吃

的，“不起眼的章文德却发挥了无法替代

的作用，虽然他不会舞枪弄棒 ，但是他会

种地。 ”于是胡子们跟着章文德开荒种地

了。 津子围所写的时代正是社会最为动荡

的年代，革命风起云涌。 但章兆仁和章文

德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当他们被章兆龙一

脚踹出门变成一无所有时，想到的也不是

革命，而是去开荒种地。 这大概就是土地

魂魄的真实写照。

但是，章文德最终还是参加了革命。 这

大概是中国现代革命时代中最重要的魂魄

改造！章文德参加革命还是与土地有关。日

本军队占领东北后， 准备把东北变成自己

的家园，他们美其名曰征地，其实就是强行

霸占中国人的土地。 章文德在蛤蟆塘开垦

出来的土地也在被征之列。 这等于是要夺

去他的命。 他说了一句硬气的话：“我的命

没了地也不能没了。 ”就跟着弟弟章文海组

织起一支自卫军要抗击东洋鬼子。 尽管如

此， 章文德的革命性经常表现出不彻底的

一面。 这一笔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就是中

国土地的魂魄！ 当然，时代的大潮会推着章

文德们往革命的方向走下去。 津子围以非

常客观冷静的态度书写了章文德在民族危

亡和时代剧变下的选择， 他没有将章文德

塑造成一个农民英雄或一个勇敢的革命

者。 这是因为章文德还保持着土地的魂魄。

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历史反思和历史

批判具有较大的容量。

最后，津子围告诉我们 ，章文德的躯

体内承载着章秉麟的灵魂，这一构思顿时

将作者写作的用意全盘托出，它把从章秉

麟到章文德的几代人的魂儿连成一条线，

暗示着土地的魂魄是由传统文化建构起

来的。 当然这一构思貌似是一种非现实的

手法，与全书的写实风格是否有不谐调之

处？我想，也未必。因为东北的神秘文化渗

透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小说中对东北

神秘文化多有描述，我们读到“章秉麟从

章文德的躯体里钻出来， 漂浮在半空中”

时也不会觉得突兀。 其实，东北神秘文化

就是在东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 它漂散

着土地魂魄的精气。 这种精气也萦绕在

津子围的笔端。 但在小说结尾，津子围让

沉睡在章文德身体内的章秉麟的魂魄醒

了过来， 醒过来的章秉麟想到这样一个

问题 ，人的魂儿被身体囚禁，而人的身体

却被大地囚禁着，“说到底， 无论你怎么

折腾，永远都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土地不

属于你，而你属于土地，最终身体都得腐

烂成为泥渣，成为了土地的一部分。 ”这

段话不是分明要把精心编织起来的这本

土地的魂魄书解构掉吗？ 或许这才是小说

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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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散文随笔获得了一些专

攻散文学者的认同， 虽然也得到

了许多散文作家和编辑家的赞

许，虽然也得到了诸如“朱自清散

文奖”的鼓励，但是，我仍然对自

己的文学创作并不满意， 因为我

知道自己的文字还不够散淡、清

通、老到、优美，但我愿意一直努

力创作下去。

近日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隆

重举行文学讲习所成立大会，不

仅礼堂富丽堂皇， 而且出席人员

阵容豪华， 不禁使我想起了五十

年代丁玲创办的文学讲习所，丁

玲从另一个极端释放了 “理论无

用论”，遭到了 1957 的严厉批判。

如今北大曹文轩教授不知走的是

哪条路线，显然不是杨晦的思路，

似乎又不是丁玲 “一本书主义”

（长篇小说）的路数，但愿北大二

十一世记的文学讲习所， 既可为

培养作家的摇篮， 又是培养批评

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场所，而且

是我想象的那种 “活的批评家”、

“活的评论家”和“活的理论家”。

我把近年来的一部分 “学术

随笔”和部分散文随笔集结成书，

取名《玄思窗外的风景》，就是想

它寓意有点理想———玄思， 乃远

思，虽然有些不切实际，然尚存一

种文学与文化的幻想；窗外，由近

及远，由窄而宽，都是历史的长镜

头， 我们不能只读圣贤书而不问

窗外事， 文学离不开社会与人流

的；风景，乃多种多样，就看“看风

景的人” 是如何在书楼的窗口上

去看风景了， 它不是待嫁小姐在

绣楼窗口观察相亲的相公， 而是

枕石冷观世界风云， 风景既有过

往历史的，又有现在进行时的，还

有预示着未来的，全在读者“内在

的眼睛”中，如何用热情去书写却

是作者的选择了。

把
学
术
文
章
当
作
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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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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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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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种
文
体
的
尝
试
，

又
是
一
种
对
文
学
本
身
的
尊
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