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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观察

每逢节日，“滴滴滴”的短信声便不
绝于耳，亲朋好友的祝福在手机之间飞来
飞去。随着手机的广泛普及，短信成了人
们表达情意的重要方式，而且，由于一批
具有文学素养的短信写手的参与，手机短
信从原初的诙谐“段子”，逐渐体现为一
种个性鲜明的文本，具有了文学的某些品
质，于是就有了“短信文学”这一新概
念。

如今，依托于手机媒体的短信文学正
风起云涌，成为最具有时代性、最贴近日
常生活的文学新样式。有人说，在这个时
代，手机已经成了我们身体不可分割的
“电子器官”。拇指揿动按键，传送情感诗
篇。“拇指上的文学”能否给文学带来新
的活力和生机？

手机短信也是文学

信息时代的手机，改变了人们的交往
方式，“手机短信”给文学提供了新的传
播媒介。手机短信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播，
给疏远文学已久的大众带去了文坛的新讯
息。那些多年来看文学期刊和长篇小说的
人们，从自己的手机上读到了朋友转发过
来的精妙短章、韵律诗篇。在候车的间
隙、在上下班途中，在被现代生活切割成
片断的时间缝隙中，这些结构紧凑、构思
精妙的“短信文学”，给忙碌紧张的人们
带来了片刻的阅读愉悦。

那么短信文学到底能否登堂入室被称
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呢？有人认为短信
因为其先天的民间性故而很难摆脱其庸俗
性的一面，由此认为它不具备登堂入室的

资格。不错，一些短信作品语言粗俗，蕴
含肤浅，格调不高甚至低下，以调侃来追
求语言味觉上的快感，很多是口水段子。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亦有不少短信作品比
较注重语言技巧和思想内涵，形式活泼多
样，富于智慧性、趣味性、娱乐性，已经
具备了文学最基本的审美要素，比如，“寄
给你的信!退了回来!说是!超!重!了”（《思
念》）、“自流水线上!缓缓升起!你是一枚公
用的船票!夜夜渡我回家”（《打工者的月
亮》）这些就不妨当文学作品视之。和传统
文学里面也存在低劣作品一样，短信文学
也需要有一个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的过程，
因为好作品都淹没在海量的口水段子中。

中南大学教授欧阳文风先生则认为，
对新媒体时代出现的种种新的文学样式，
我们要打破对文学保守的概念化理解，树
立一种大文学观，以开放思维直面文学事
实，正视文体类型历史变迁的合理性，宽
容地看待文学的泛化现象。

最近几年，涌现出了不少比较专业的
短信写手，创作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品
位、读者喜闻乐见的短信作品，包括短信
诗歌、短信小说、短信散文、短信小品文
等诸多类型，短信文学的“文学性”得到
了很好的提升。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对短
信文学的争议渐趋平寂，短信文学基本上
取得了与传统纸质文学、网络文学共存并
生的发展格局。

短信文学是传统文学的延伸

在如今这个讲究高效率、高速度的信

息社会中，面对生活的繁
忙、工作的压力、喧嚣的
城市以及激烈的竞争，人们已经很难摒除
内心的浮躁，更无暇仔细品读经典文学作
品，因而快餐式的大众文化备受青睐。很
多人没有时间看长篇大论，但却能分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读那些短小幽默的短信文
学作品，以点缀紧张的日常生活。因此有
很多人认为，短信文学创作样式的诞生对
当代读者而言，在阅读文本上是个巨大的
冲击。

对此，欧阳文风认为，短信文学是新

媒介时代传统文学的一种延伸，是传统的
文学形式和手机媒介融合的产物。短信文
学不可能替代传统文学，它和传统文学有
不同的审美品格和阅读群体，不管将来短
信文学如何发展，传统文学都不会消亡，
短信文学也不会一枝独大，两者是一种共
生的关系。而且，从发展的趋势看，将来
的文学会逐渐抹平媒介的界限，走向一种
“全媒体文学”。

的确，网络新媒体特别是最新的手机
移动传播媒体兴起以后，其巨大的传播优
势，使得传统印刷媒介主动寻求与新媒介
融合，文学栖息于种种新旧媒介之间，得
到了空前的解放，左右逢源，立体传播，
正一步步验应着一个“全媒体文学”的神
话。在“全媒体文学”时代，短信文学与
传统文学将是相互融通，彼此渗透，共同
构成着文学的一种立体存在形态。

但与此同时，欧阳先生也指出，短信
文学不会成为一种主流文学，其有限的文
本容量、易逝性的存储特点、重趣味和娱
乐的创作理念等，注定了它只能是传统文
学和网络文学的一种补充，短信文学的准
确定位应该是“文学的点心”、“文学零
食”。

短信文学的前景依然很广

"#$%年被称为我国短信文学元年。这
一年，正统文学界开始认可短信文学这种
形式。此后四五年时间是短信文学发展的
黄金期，各种短信文学大赛此起彼伏，关
于短信文学争论也不绝于耳，戴鹏飞、千
夫长等知名短信写手声名鹊起，
《城外》、《大宝小贝》、《中国式燃
烧》 等作品也相继出
现，短信文学发展呈
现出一派繁
荣景象。但
近几年感觉

短信文学风
头已过，渐
趋平寂，究其原因，
一方面，人们已经熟
悉了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
新鲜感已经过去，开始去追
逐更新的热点，比如微博、微信
等；另一方面，与网络文学甚至传
统文学已走向深度融合，无形中从

一定程度上
消解了自身的
独特品格。那
是不是短信文学就
将随着技术的进步
走向穷途末路了
呢？

欧阳文风认为，短信文
学依然能承载深邃的思想观
点，优秀的短信作品不仅优
美而且充满了人生智慧，它
能够小中见大，在方寸的汉
字之间写出文学的厚重感与
人性的关怀，虽然这样的作
品目前还不多见。而且，短
信文学与传统文学也并非完
全对立的，他们有着文化基

因上的共通性：短信文学犹如流行了数千
年的唐诗宋词小品文，在骨子里渗透着一
种古老的休闲文化的气息，非常切合东方
文化气质上的内敛、文字上的简洁和对诗
情画意的追求。可以说，短信文学既具有
鲜明的传统东方色彩，又很好地与现代
高科技结合，方便快捷地让忙碌的现代
人在随意自由的诙谐幽默中，充分体验
着“游戏”语言的快感。由此，短信文
学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假以时日，
一定会产生很多优秀的短信作品，经过
时间的淘洗，优秀的短信作品也一定会
流传下去。

作家张念也认为“短信是对汉
语的一种魔方式的拼贴，其中运用
很多隐喻、双关语、藏头诗、回形
诗等写作的方式，表现了现代反讽
的精神、狂欢的气质、幽默感
等等，一个作家要让自己的语
言丰富，就不应忽视短信文学
的话语方式。”从中不难看出，
短信文学的生命力依旧旺
盛。文学作品流传的一个
重要方式是大浪淘沙，传
统文学作品如此，短信文
学作品亦然，短信文
学发展的时间还非常
短暂，短信作品的流
传还须较长时间
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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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电视，说的是一个涉案的父亲及 % 个儿子外逃 &" 年无踪迹。

后来，警察在涉案人之一女儿的微博上，发现一个“春天的信使”有可

能与嫌犯有关系，细细追索，最终破案。这是一个大隐于市的当代寓言，

在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和迅速流动的今天，如果关掉手机，不发信息，不

上网，基本上就“大隐于市”人间蒸发了。用时髦一点的语言说，一个

人不上网，不微博，就算 '()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不开博客。我的朋友不相信，因为他在网络上

看到以我的名字开博客以及“叶延滨祭干妈”这样的博客。我说都不是

我的博客，有的也许是媒体网站开的，用来上载我的作品，也许还有好

事者所为，我也挡不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后，我力图为个

人保留一下安静的空间，少有打扰，不必应酬，尽管很难做

到，但不主动凑热闹，不主动从幕后窜到前台，我想还是能

做到。

我认为写字这种事，对于我是应当十分认真对待的事业，

敬惜字纸，尽管现在不用纸的多了，更重要的是对待写字

还是有敬畏之心。我写文章，还是努力做到放一放，

请编辑审一审，然后再让这些文字摆到自己以外的读

者眼前。慢是慢了点，但如果写下的文字，十天半月

就变馊了，还是不写的好。开初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

题。后来发现身旁的一些小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谈恋爱的约会男女，坐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各自低头

看各自的手机，这种“畸恋”是剩男剩女高速增

加的结果。饭馆里朋友聚会，大家围坐一起，摆

了一桌子的酒水菜肴，却有一半以上的人低头按

手机，索然无味者必是聚会的召集人。慢一点，

是我面对信息高速发展的对策。我也读微博，看

博客，上网看看“博客天下”“极阅”之类的网

页，大约会慢几个小时至一天，像一杯泥汤，变

得清澈，同时沉淀出一层层实在的沙土。

点击率是一种诱惑。点击，是掌声，是叫好

声，也是起哄架秧子的鼓噪声。掌声、叫好声和

起哄声，在现实中的我们大多能分出来，在网络

世界都变成了点击和水军跟帖，能分辩出谁？网

络带给我们巨大的方便，也带来信息交流方式以

至生活方式的改变。正像高速公路让我们赢得速

度和时间的同时，我们需要一根安全带。

这是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说

过这个故事，这是我做过的一件十分让我后悔的事件，是

糗事、无知甚至无赖。那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工作组发动

学生们给老师贴大字报。学校在一瞬间进入了大字报的海

洋。这种政治狂欢对我是一种诱惑，同时也是一种压力。

由于家长也是受批判对象，所以我不愿写大字报，但“不

革命”的压力和统计又让我惶恐不安，想了半天给一个姓

王的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的内容是，一次到老师宿

舍送作业，发现一个女子躲在老师的门背后，老师行为不端。

我以为这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个小事，哪知道这是

“绯闻”，对老师的伤害很大。这件事我终生难忘，人常常会因

为“无知”而无畏地做“无耻”之事。人要有敬畏之心，每想

到此，我都提醒自己。

博客和微博所在的网络，是自由的空间，同时也是开放的

空间，当它们以如此“现代文明”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我必

对其抱有敬畏之心。网络快速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迅捷地改变着世界的样子，

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冲击。比方说，网络上有人在造你的谣，你没有时间去

与之纠缠。网络上有人用“叶延滨”的名字写推销性爱工具的文字，你没法

说网络上只准你用“叶延滨”%个字。如此种种，有人会说，这是名人效应，是你生

活的一部分，而且有人乐此不疲以增加知名度。而我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不能与影子作战，也不能把自己变成影子。

对写作抱有敬畏之心，这是网络进入我的生活后，让我更加明确的事情。

闹市小隐
叶延滨

说起小人书，我便有一种兴
奋，那是少儿时期精神的食粮，如
同春节前封藏于罐子里的糕点一
样，让人垂涎和渴望。

小人书其实就是连环画。上世
纪 *$ 年代小人书的选材，大多来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时艺
术家们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故事
紧凑，画面精美。可以说每一幅画
面都是一件艺术品，许多作品都成
为了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如今的
连环画大多都是快餐式的东西，那
些卡通式的画面，充满了工业化的
痕迹，嚣闹、刺激、感官冲击力
强，但缺少回味悠长的东西。

那年，过了不惑之年的我，先
后买了几套上世纪绘制的《三国演
义》、 《水浒传》、 《西游记》 和
《岳飞传》、 《杨家将》 等连环画
册，在我闲暇的时候便拿出来一
览。每当我看到当年熟烂于心的画

面，那感觉便如同回到了过去一
样。它们是暗夜里的灯光，是寒天
里的篝火。在我懵懂的年代，特别
是在枯燥刻板的日子里，小人书灌
注给了我精神的力量。甚至说，它
开始萌动了我对艺术和情趣之于生
命意义的思考。

最早见到历史故事的小人书是
在南关婶婶家。她是我母亲的干姊
妹，在她家，我第一次发现了历史
故事的小人书，从此着了迷。

先是在人家反复地看，然后是
想办法借回去看，最后是找借口不
还人家。更让人无可奈何的是，还
要不断地再提出借阅其它书的要
求，简直就是一个小无赖的行径。

小人书一旦到手，就如获至宝
一般。转借给村子里其他孩子们
看，成了我的重要外交手段。有时
一些大人们也要找我来借阅。也由
此扩大了我的朋友圈。

我记得第一本书名叫 《万花
船》，讲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那
时我还小，对故事情节全然不记得
了。只记得那本书没有损坏，封面
上是一个秀才与河里船上的一个女
子告别。那里面的人物画得很俊
俏，古代的建筑和家具也描绘得非
常精细，在我对古代印记还是一片
空白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
印象，由此在我的心里萌生出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的情绪。

有意思的是有一本叫《马跃檀
溪》 的书，最是让我堂兄铁牛着
迷。他经常会从城东的村子赶来，
有时住下，在被窝还要看那本书。
翻到刘备骑马跃入檀溪时，便要兴
奋地念道：“的卢，的卢，果然害
我！”那是刘备在溪中对这匹马讲
的话。那马听到了主人喊它“的
卢”便会受惊，最后跃上檀溪，救
了刘备。

《武松打虎》 是最
能激发英雄情怀的画册
了。我用了三四天的时
间，将封面上武二郞挥
拳击虎的图案画在了一
张大白纸上，并将它贴
在屋内的墙上，村子里
好多孩子们都来看我的
那张画，由此也激发出
我对绘画的更多兴趣。

由于我多次借书不
还，婶婶家的三姐便向
我的母亲告状。一度，

我便不
再去她们
家 。 后
来，还是
忍不住地想
去发现一些
新书。婶婶
也 告 诉 母
亲，让孩子来
吧，几本小人
书，没什么大
事的。再去的
时候，三姐已将那些
书藏了起来。不过偶
尔，我还是有所收获
的。

我记不清那些书在转借
的过程中是如何被丢失掉
的。也许，孩子们和我一样，是
想拥有这些精神的食粮。那种渴
求的欲望，甚至跨过了品德的边
界，显示出自私的一面。那时文
化和精神十分贫乏单一，小人书
不仅能让孩子们了解过去，而且
还能获得许多知识和精神的娱
悦。

小人书，我寂寞而孤独的精
神的“方舟”，载着我度过了那
段痛苦而迷茫的时光。如果哪天见
到三姐，我会衷心地说声：谢谢
您，三姐。谢谢没来得及被藏匿的
小人书！

小 人 书
刘存根

让我把最后一抹晚霞留给你

用它填平你还没愈合的伤口

让我把最后一点光亮留给你

用它驱赶正向你袭来的夜的潮湿

人生不管多大辉煌

都是太阳从升起到落下的过程

我不是太阳

我只是太阳的一个粒子

我把粒子最后的一点光亮留给你

让你点亮星星里所有的粒子

点亮月亮里所有的粒子

然后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今天

一个渐渐消亡的我

明天

一个不断滋生的我

时 光
林目清 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舒群百

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
舒群是东北作家群著名作家，代表作
有短篇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长
篇小说《这一代人》等。中国作协主
席铁凝在致辞中高度评价舒群的文学
道路和文学成就，对其文学创作中所
体现出的思想性、战斗性和鲜明的现
实主义风格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舒群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的造诣以
及深入工农兵生活的态度表达了敬
意。

文学界纪念舒群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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