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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过去不久的
往事。1990 年代末，网络文学揭竿而
起，慢慢树起了一面旗帜。到了 2012 年
前后微信等新媒体出现后，传播的速度
更加快捷，大量的草根写作开始影响中
国，使中国从民间到官方都出现一种

“影响的焦虑”。网络文学真正地影响着
中国。到这个时期，官方才开始引导，
现在，官办的网络作协成立。网络文学
似乎名正言顺了，也有了必要的地位，
但其实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正视。

去年 11月 22日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当
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有一个议题是“新
媒体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当时一个疑惑
便产生了：什么是新媒体文学？它与网
络文学又有什么区别？难道网络文学已
经属于过去时了？新媒体文学与传统的
大文学又有什么质的不同吗？在考察这
些概念与问题时，便发现自网络文学这
一概念陡生之时起，便隐藏了无数未知
的问题，于是也就自然地给后来者留下
几枚“炸弹”。故而十多年来，人们对这
个问题争执不休，后来因为无力解决，
争执越来越少，似乎已经解决了问题，
实际上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
明显。如果再不清理这些问题，恐怕以
后会生出无数的难堪。

概念需要重新确定

既然要重新探讨网络文学的概念，我
们不妨以网上流布的概念来进行分析。
在百度中输入“网络文学”一词，出来一段
解释：“网络文学，指新近产生的，以互联
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借助超文本
链接和多媒体演绎等手段来表现的文学
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一部分文学成分
的网络艺术品。其中，以网络原创作品为
主。”

我们发现，网络文学是以媒介来进行
定义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要问，什
么是文学？文学可以有题材的划分，也可
以有民族国家地域的划分，也可以有时代
的划分。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将文学或
以体裁或以时间清楚地划开。但网络文
学这一个临时起意的概念在当时还可以
理解，在运用的过程中就越来越显得不能
自洽了。

网络文学在当时是相对于传媒媒介
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而言的一种存在。
因为这些媒介有门槛，限制了很多文学
的发表，自然也限制了很多人从事文学
的可能性。文学被压抑着。网络的诞生
解放了文学，打碎了原有的文学发表的
门槛。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是进
步。但人们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却正好相

反，对网络文学的不屑一顾司空见惯。
为什么呢？因为在人们的理解中，文学
因为长期的压抑自然生成了一种评价的
机制。在当时，这种机制还一直在起作
用。但是，到了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今
天，这种心理机制已经在慢慢瓦解。这
是网络传播所导致的革命。当然，新的
压抑必然来临。文明永远是有界限的，
自由是有边界的，艺术一定是戴着时代
的镣铐跳舞的。网络也一样。现在，这
个界限正在生成。

将近 20 年之后再来看媒介，人们对
网络的青睐已经远远超过期刊与报纸这
些纸媒。现在，手机阅读虽然还受到各
种诟病，但人们在习惯。在这种习惯
中，纸媒已经成为官方意志或评价文本
的一个显征，但不再是意义与信息的主
要载体，甚至更不是价值的主要表征。

现在，很多文学特别是随笔、政论
和带有草根性的文学已经首先在网络尤
其是新媒体上发表了，余秀华，这个草
根诗人在新媒体上走红。范雨素，一个
北京的育儿嫂因一篇 《我是范雨素》 的
文章而红遍中国。期刊或报纸因为受众
的原因再也不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即使
要产生这样的影响，也要借助于新媒
体。人们越来越习惯首先在新媒体上发
表自己的作品，期刊或报纸仿佛成了新
媒体文学的摘选。虽然期刊或报纸一再
地向作者重申，投来的稿件不可在网络
上发布，只有在期刊或报纸发表后方可
去发布于网络，但这更进一步说明无论
是报刊还是网络，只是发表的媒介而
已，文本本身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网络最终还只是一个媒介，而所
有的文学包括古典文学都已经呈现在网
络上，或者说在网络上被 N 次发表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来看网络文学就是文
学的总体了，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网络文

学吗？
研究网络文学的学者因为要捍卫这

个概念的狭隘性，所以寻找了很多网络
文学的特征，如超级链接、多媒体、及
时评论、首发等特点，但除了首发外，
哪一种文学在网上没有这些特点呢？《论
语》 发表后读者依然可以留言评论，也
可以有超链接，把过去人们的研究成果
都链接上，也可以有多媒体参与。首
发，成为唯一的特点。还是一个媒介的
问题，并非文学的问题。

从媒介的角度来看，我们从来没有
过甲骨文学、竹简文学、纸文学的概
念，尽管这些媒介本身能带来文学新的
样式，如甲骨时期因为雕刻的困难只能
产生少量的文本，最早的诗歌和古代散文
产生了。网络的产生就产生了超文本，或
者说产生了更短的文学，如微博。它们
与传播有关。但是，我们无法用媒介来
代替文学。如果可以如此的话，那么，
我们就要为新媒体确立它的文学性。之
后还可能产生另一种媒体，那么，是否
还要以那种媒介来确立文学呢？

故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网络文学
只是一个权宜的概念，甚至是一个文学
的伪概念，必须得以重新确立。

批评的误区和困难

正因为是权宜之计，所以网络文学
一直在沿用最早的生成意义，把那些首
发在网络上，且通俗流行的文学称为网
络文学。或者说，因为网络的诞生，使
文学拥有了新的活力，为了对这种文学
进行概括而不得已拥抱了这一概念。但
因为拥抱，所以也走向了狭隘。

网络文学应当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学
的总和，因为一切文学要么以文字、要
么以图片的形式都可以“发表”在网

上。从痞子蔡在 BBS 上发表自己的小说
和大陆西祠胡同 BBS 的诞生算起，网络
文学已经生成快 20 年了。20 年之后，我
们应当考虑废弃这一概念，把网络文学
归入文学的巨大洪流中。否则，按照今
天我们所定义的网络文学，和每年进行
的网络文学的排行榜以及对网络文学的
研究显示，网络文学就变成通俗文学或
流行文学的代名词。如果把那些能赚钱
的玄幻类小说和言情小说称为通俗文
学，而又把那些在新媒体上流行的杂评
或流行文本称作流行文学的话，网络文
学是有传承的，否则，我们现在所讲的
这些网络文学好像横穿出世一样，而过
去的通俗小说已消遁了。这会给网络文
学的研究带来困难。

目前网络文学的研究，存在几个问
题。一是助推了文学的娱乐化写作，二
是过分高扬了文学的产业化功能，轻视
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恰恰是过去通俗文
学的特点。追求市场价值、轻视艺术价
值恰恰是它长期以来的特点。当然，并
非说通俗文学就没有好的文学。有人会
说，《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

《西游记》《水浒传》 当年也是通俗文
学。的确如此。说通俗文学也仅仅是就
约定俗成的严肃文学而言的。任何一个
时代都如此。通俗性恰恰是文学抵达民
间的重要特征，但通俗性与文学性之间
有一个恰当的度，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
限。谁能拿出这样一把尺子来呢？其
实，这文学家和批评家心中拥有的文学
尺度，这一尺度便是文学性与传播性之
间最恰当的关系。文学一旦找到这个
度，便会插上飞翔的翅膀，就会超越时
代性，抵达永恒性。这是另一个问题，
此处不谈。现在列的是网络文学研究的
负面清单，而这恰恰又是目前网络文学
研究的热点和功用。这就成了问题。

同时，这一概念也对我们所称之为
传统的文学的批评带来困难。因为网络
文学成为通俗文学的代名词后，许多批
评家们对网络文学便不屑一顾。网络作
家排行榜中基本上都是靠点击量来进行
筛选的，因为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上，人
们似乎也只能靠点击量来关注作品了，
这就使得那些真正有思想内涵的作品得
不到应有的关注。

如果我们把网络文学这个概念打碎，
重新来进行文学的定义、分类，批评也就
有的放矢了。也许到了那一天，失去了一
个网络文学的概念，却换来了新文学的大
空间。我们就不必要为今天的网络文学
摇旗呐喊和固步自封了，就不必要狭隘而
执著地为这一通俗性和流行性而硬执牛
耳了。

读 《问青春》，认
识了张闻昕，一个 20
岁 的 女 孩 子 。 11 岁
时，她写过 《细菌国
王秘密日记》，找出来
看一遍，看出这孩子
心细而有大志，细到
了、大到了在显微镜
下打一片江山、创一
个王国。如今，写了
这本 《问青春》，她长
大了，作为写作者的
张闻昕获得了神奇的
加速度，远超过她的
年龄，她已经不是个
少年才女，而像是气
象不凡的作家，临近
高考的那一年那群孩
子那些事，竟被她写
出了人间辽阔、人情
丰饶。

这 是 另 外 一 种
“青春”书写。我本以
为 会 看 见 阴 郁 、 孤
独、冷酷、愤怒，书
店里有太多此类拒绝
走出青春期的“青春
文学”，其中文化的、
社会的、心理的、市场的复杂机制，此处也不必
细表。而 《问青春》 的青春却不是被指认、被订
制的“青春”，不是姿态和表情的“乌托邦”，它
越出了大众文化的成规，它被张闻昕还原为生活。

成规化的青春书写必须偏狭，必须不公正，
必须对人类生活做出粗暴删减。就像一个任性的
孩子，拒绝领会父母的苦衷、他人的道理，深深
地沉溺于自己，封闭于内部，兀自委屈和悲伤
——这并非多么不正常，而张闻昕，这个 20岁的
写作者，她当然是站在青春的内部，站在自己的
青春里，但是，这没有阻碍她对他人的好奇、探
究和理解、体贴。她的青春不是拒绝对话的青
春，相反，在她的笔下，青春之盛大正在于向着
他人、向着世界敞开。《问青春》里，给人印象最
为深刻的，正是那些孩子们之间、他们和成人之
间热烈的对话，“问”青春，也是“问”世界，没
有什么现成的答案，甚至也不会有终极的答案，
问答的过程也正如小说所写，充满了困难、误解
和伤痛，但是，正在这热烈的对话中，青春成为
了向着更广大世界、向着未来的探索和成长，也
充满欢欣和希望。

这就是艺术上和人生观上的“公正”，有这样
公正眼光的小说家，看到的“青春”就不是符
号，不是某种表情或姿态，青春本身就是一个生
活世界，而生活是多么难以界定，生活的可能性
和人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不可封闭。看得到这些，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才能开始他的工作。

而张闻昕正好有这样的禀赋。是的，我认为
这样一种面对生活、面对众生和众声的公正，这
样一种既辽阔又贴切的眼光对小说家至关重要，
在很多作家那里，这种禀赋严重匮乏。他们远比
张闻昕有名，却很难说比她更成熟。当今小说
中，很少见到 《问青春》 这样的气象：大大小小
的场面纷至沓来，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场面推
动，这是在人间，这是人走进和拓展他的世界，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呈现自己。《问青
春》 中充满活生生的人的关系，所以必定是有声
的、说话的，众声喧哗。——这些都使我想起中
国古典小说和 19世纪西方小说的传统，也让我想
起现在很多“纯文学”小说：小说家不让他的人
物开口，一定要让人沉默，在心里没完没了地想
啊想，人被切割封闭在一种被观念界定出来的

“私人生活”里。他们由此失去了基本的艺术眼光
和能力：在人间、在人的整全存在、在人和世界
的全部关系中认识人、想象人、塑造人。

很多小说空旷无人。而 《问青春》 里有那么
多的人，有名有姓的几十，性格鲜明的十几。张
闻昕似乎不太费力，她兴致勃勃，她是一个受过
传统训练的肖像画家，她确信，人和人不一样。
这种使人间变得如此有趣的差异，既是出于天
性，更是出于家庭、环境，出于种种个别条件的
复杂作用。一个作家或一个画家面临的考验，正
在于把“这一个”、把一个个的“这一个”辨认出
来、刻画出来。

说来容易做到难，张闻昕竟然做到了。她表
现出在这个年龄很少能够达到的准确和娴熟。可
能是，她的心里本来就有这么多的人，她对他们
满怀兴趣，用显微镜仔细研究他们。与此同时，
掌握显微镜并没有使她变得骄傲专横，她爱他
们，分享每一个人的“秘密”和“真理”，怀着惊
喜、敬意。

张闻昕当然还小，前路漫漫，还得不懈努
力，但是，一部 《问青春》 在眼前，一边看着，
一边忍不住暗叹：果真是梦中携回一支笔，细写
世间万般情！

《中华读书报》 记者舒晋瑜的访谈集 《以笔为旗：
与军旅作家对话》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对 33
位国内有军旅经历或仍在部队服役的作家进行访谈，
包括白桦、毕淑敏、都梁、二月河、马识途、魏巍、
谢冕、阎连科、朱苏进等。这些作家年龄层次、人生
经历各不相同，但军旅生涯却给他们的创作留下不可
磨灭的印记。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所说，
舒晋瑜的访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作家的发
现，发现他们的童年，发现他们的经历，发现他们的
阅读，发现他们的风格，发现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
观，发现他们丰富驳杂的精神世界，一言以蔽之，发
现他们的奥秘。舒晋瑜的访谈第二个特点是文学性，
用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她甚至会越
过“访谈”这样带有规定性的文体规范来书写她的对
象。她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描绘了一道独特的风
景。 （文一）

让我们首先介绍晨槿。她是曾晓文
作品 《重瓣女人花》 中的主人公。这部
中篇小说因为描写不孕女性的题材而引
人注目。不孕女性是一个精神上的弱势
群体，晨槿受到婆母从中国到加拿大持
续不断的冷暴力，她也在这种冷暴力中
心甘情愿地毁灭自我，丧失了人格尊严
和基本生存条件，进入了人生的黑暗期。

不幸的晨槿遇见了幸运。西人律师
凯琳自愿为她辩护，让她看似无望的案
件峰回路转。然而出狱后的晨槿依然陷
入自卑、麻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同
为不孕女性的凯琳成立了“重瓣女人
花”俱乐部，在这里，个人命运开始具
有了社会意义。晨槿开始走出狭窄的自
闭，走入了广阔的人生。晨槿终于在友
情、爱情的温暖和大自然的启迪中找回
了生命的自洽和尊严。人性的自救和救
赎，成为了作品最后的结局。

在曾晓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自
救和救赎这一主题的反复出现。在她笔
下，很多人物都经历过激烈的人生波折，
入狱判刑等重大人生事件在不同小说中
的反复出现，并不是作家对故事情节奇
巧的盲目追求，相反，它们是个性化人
生经历在作品中的分裂、交融和体现。

社会案件往往是人类情感聚焦的爆
发，而在爆发之后的种种人性是作者致
力挖掘的线索，沿着这个线索层层递进
的写故事后面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
人物命运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由此揭
示出人性的层面，这是曾晓文写作的特
点。在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 中，社

会新闻是相对隐性的，它体现在肖恩这
个 人 物 的 命 运 中 ； 在 《重 瓣 女 人 花》
中，这条线索是显性的，开篇就是家
暴，然后逐渐递进，层层深入。但无论
隐性还是显性，都是作者写作的切入
点，是对人性挖掘的独特视角。

在人物命运的悲剧之后，曾晓文写
作的重点往往是生命修复的过程。小男
孩展飞之于蓝鸟队的诺瑞斯（《小小蓝
鸟》），凯琳之于晨槿，肖恩之于蕾，疗伤是
相互的，也是永恒的。在小说《特洛伊木
马记·2015》中的薇琪，在修复电脑病毒时
也要修复自己。曾晓文曾经说过，她写作
的过程是缓慢的自我修复的过程。

修复是有指向的，修复需要自救和
救赎。在曾晓文笔下的人物都具有自救
的勇气和能力，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
苦难中拯救自己。蓝鸟诺瑞斯通过帮助
病孩展飞实现梦想的过程，重新找到自
我的价值。而蕾，在与肖恩若有若无的
情感交流中，通过一个并不完美的爱
情，获得了实现人生意义的机缘。他们
都因为来自不同方面的爱而得到了救
赎。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永恒的命题，
比如给予，奉献，爱与悲悯。也就是
说，在曾晓文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都指
向相同的主旨，这就是爱的救赎。

爱的救赎的写作是曾晓文写作明显
的特点。曾晓文作品中有明确的价值
观，这种价值观不是绝望彷徨，不是迷
茫压抑，而是自我在艰难境遇中的奋斗
和生命的回归。而在曾晓文写作中，我
们也能看到一个普遍的命题，即海外华

文的写作者，其文化发生学是非常值得
关注的课题。他们写作的开端往往印证
了文学发生中最本质的缘由，就是“不
平则鸣”。而这种“不平则鸣”，因为对
自身境遇的倾诉和对身边他者生存状态
的叙述，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更加值
得关注。

治愈的主题，一直是曾晓文作品中
的精神线索。在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
草》《重瓣女人花》 这两篇小说中亦有深
刻体现。有人说文学是一种治愈。晨槿
与蕾都是这样被爱治疗的人，他们在人
生的道路上通过自爱和爱人得到内心的
平复和提升。蕾在经历了肖恩的死亡之
后，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两个人一段
爱情的结局，由此升华到对其他人的关
注和帮助，是作品达到的另一个高度。
爱最终战胜了孤独和死亡。

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态度是最
重要的。平等地讲述中西故事，是曾晓
文提出的文学观点，而她的创作是对这
一观点的具象表达。在 《重瓣女人花》
中，这种平等的视野表现得更加明确。
在小说中，她不仅讲述了华人女性的故
事和命运，还讲述了西人女性的故事和
命运，更讲述了她们之间的真挚友情，
这种信任和互助建立在平等的人格之
上。尽管依然保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背
景，在对待命运的安排上，却达到了共
识。晨槿在凯琳的启发下，开始正视内
心并改变着对不孕女性命运的看法，她
逐渐找到了自信。在这里，人物的性格
是在不断发展的。从狭窄冷酷的家庭走

出来，走向女人俱乐部，走向纽芬兰，
这是走向独立自尊的过程，也是一种走
向多民族相互理解和交流的过程。可贵
的是，作者的叙述是平静和平等的，在
作者笔下，任何一个民族和民族文化，
都包含着某种共通的意蕴。

蕾的爱而不得，晨槿的爱而复得，
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而苦难终成财
富。这种人生升华的主题，在海外女作
家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这正是她们
经历苦难之后达到的人生境界。这种境
界的达成，无所谓种族和国籍，无所谓
肤色和语言，只关乎相同的人性。在相
同人性的探索与融合中，讲述人类共同
的故事，这是海外作家的特点，也是历
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我曾经生存
过 ， 我 曾 经 奋 斗 过 ， 我 曾 经 抗 争
过”——而不断抵达人生崭新的风景，
这就是曾晓文作品中自救与救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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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出版

网络文学研究的尴尬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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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聚焦

不平则鸣和爱的救赎
——从曾晓文的《重瓣女人花》说起

陆蔚青（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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