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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的短篇小说有点像鲁迅所
言的“揭疮疤”，似乎都是指向人之

“暗疾”，正如之前的 《九种忧伤》
暴露当代人的种种精神隐患一样，
这本 《荷尔蒙夜谈》 对准“身体的
六十亿万细胞”，将欲望的强大、不
可控以及现实的残酷结合于一体，
我们看到欲望的满足与幻灭后的危
机同步而来。尽管鲁敏貌似在写

“荷尔蒙”，但某种程度上指向的是
欲望的认知、精神的困境以及对存
在的勘探。“荷尔蒙”是鲁敏的取景
器，也是推动小说叙事的重要手
段。在这个过程中，鲁敏道出了牧
歌只存在于“追忆”之中的感慨，
在人的欲望沉沦于“失乐园”之前。

鲁 敏 在 开 篇 《大 宴》 中 是 写
“宴”，所谓食色性也，正如孔子在
《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大宴”即是“大欲”，只是
鲁敏以极具讽刺的方式，将这种大
欲建立于一种虚妄的想象之上，其
荒诞令人想起贝克特的 《等待戈
多》，那个或许可以改变命运的“荣
哥”泯然众人之中，或者根本就不

存在荣哥，有的只是幻想中的权力
欲望图景。当杨早最终逃离大宴现
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荒诞背后
无尽的悲凉，一种精神上的绝望之
感。这种绝望是现实与精神的双重
失重，作为小说家的鲁敏直面这种
失重危机。《徐记鸭往事》貌似写通
奸与复仇，写暴力，其实讨论的是
一个处于精神困境、极度自卑的
人，一旦获得了欲望无限满足的机
会，他处理欲望的方式问题。在精
巧的叙事中，鲁敏把人物的性格与
存在的思考一并推向深入。

鲁敏其实重复表明了一种颠扑
不破的东西，即欲望的客观存在，
一种庸常却也是最为根本的事实，
属于人类生活的常态，而鲁敏所要
做的正在于揭示这种常态之下的非
常状态，打破某种平庸化局限，并
且 告 诉 我 们 其 必 然 性 非 但 有 着

“欲”的根由，亦有“理”的根据。
《荷尔蒙夜谈》 中的人性皆是开放
的，突破了日常状态下的扭捏与封
闭，而这一切只源于现实的空虚与
乏味。正如雕塑家何东城的所作所
为正应了弗洛伊德所言，“艺术是被
压抑的欲望的满足与升华”。在这个
大背景下，虽然促成这场夜谈的叶
羽将何东城作为欲望对象，以满足

当年被拒绝的失望，但是一旦被其
丈夫撞破二人之间的“秘密”，满足
了自己的虚荣，何东城立刻成为一
个可有可无的人，这是欲望的悖
论，也是人性的真相。其实，一切
高明的作家都在从寻常与非常之
中，寻找人的生命存在与自我认知
的奥秘。《三人两足》 中的“章涵”
与“邱先生”，犹似《万有引力》中
的“小姐姐”与“杨局长”，畸恋与
受虐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交易，也
是人性的困境——那是“万有引
力”的源头。

如果说，“荷尔蒙”是真实影响
人类生活和生存境遇的客观依据，
那么鲁敏在这本书中想要做的，还
在于发现那一层虚妄之感，所谓

“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
以此来反思人的真实处境，达到

“疾虚妄”的目的。柳云也可以说是
《拥抱》中那个与老同学自闭症儿子
约会的“她”之翻版，年龄所造成
的伤痕，并未在青春的肉体上得到
愈合，她非但没有占有年轻，而是
更加印证了自己的衰老。因为拥抱
过后，时间的鸿沟还在那里，处境
只会更加孤独。

也即是说，鲁敏貌似在写“荷
尔蒙”，“荷尔蒙”的凸显正是因为

精神的失语。《西天寺》与《幼齿摇
落》 都写到清明节，这一纪念亡者
的具有悲伤意味的节日，而符马一
家行为似乎将之变为向亡者索取精
神安慰的日子。符马讨厌家人的种
种言行，而又觉得一切殊途同归，
人生如此无聊，于是他选择在清明
节约“那个女孩”，获取彼此的存在
感。此时，荷尔蒙是证明自己存在
的理由与唯一途径，而它指向的其
实是其背后的深层焦虑。而在 《幼
齿摇落》 中，与其说我们看到生之
热烈，不如说看到爱之荒芜，那一
包“幼齿”似乎是打破人生某种必
然性的钥匙，当幼齿真正摇落之
后，人生才有新的出路。

鲁敏在“荷尔蒙”的虚妄中，
以反讽的方式揭示人在抓住欲望这
类“贴身的东西”时候，精神性的
缩减，爱情缩减为性，精神价值缩
减为实用价值，这是人在从生到死
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同时，亦
因时间的磨损变得面目全非的悲剧
事实。然而正是因为欲望与虚妄的
存在，才使得小说中人性的光芒更
为耀眼，才使得肉体与灵魂有了碰
撞的激情，就像那一包“幼齿”，它
是一个平衡点，也是寻求生命意义
的新的起点。

当下文艺创作，为何登上“高
峰”的作品少之又少？一句古话可
以解释：“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南齐书·文学传论》）作家如果没
有创新求变的意识，不可能超越前
人，更不可能登上文坛之颠。

中国古代的作品高峰频现，新
中国成立后“可以待雄”的人也不
为少数。比如著名作家陈忠实，不
仅有追求意识，更有超越他人的勇
气，所著《白鹿原》是公认的高峰
之作。陈忠实先生生前说过这样一
段话：“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了
文学高峰，我开始对这个比我年轻
7岁的作家刮目相看。当他的作品
获得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时，
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我
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
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
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定
决心要奋斗，要超越。是他刺激我
写出了《白鹿原》。”这段话不仅让
我们看到了陈忠实先生的坦诚与骨
气，同时也看到了他与路遥先生是
真正拥有文学大梦的人，成为后来
者的楷模。

路遥特别敬重柳青先生倡导的
“三个学校”的观念。作家一生要读
好三个学校：一是艺术的学校。不
断提高自己的美学水平、艺术素
养。二是生活学校。要长期深入生
活，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用
作品呼喊出土地和人民的心声。三
是政治学校。作家一定要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路遥不仅铭记“三个学校”的重要
性，且七读《创业史》，对作品进行了
分析吸收。如果说柳青的作品是一
座高峰，路遥用生命最宝贵的阶
段，完成了从仰慕到抵达的历程。

《创业史》 描写 1951年新中国
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创业的艰
难。《平凡的世界》 描写 1975—
1985年，拨乱反正、恢复建设时期
的风貌。两部书都是写创业、写人
生、写奋斗、写发展。相比之下，《平
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更丰满、更复
杂，故事情节更曲折、更动人。路遥
没有辜负柳青。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

笔中写道：“五官溃烂，大小便不
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
所转圈圈行走。”正是这种执著于文
学追求的创作状态，将生死置之度
外的精神，使他能创作出精品力
作，矗起一座新的文学“高峰”。

路遥走了，但他那种力争上游
的精神还在；陈忠实走了，但他那种
超越前人的勇气还在。作家之间的
这种善意的较劲、超越、积极进取的
精神，树起了繁荣中国文学的标杆。

如果一位作家没有超越前人的
想法，就寻不到高远的目标；缺少
目标感，何以见高峰？何来一往无
前、攀登高峰的动力？文学发展的
历史已经昭示：拥有宽广的文化视
野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敢于思索、
敢于创新、敢于超越，是成就大师
的必由之路。

当下文坛有股不良之风：只要
是流行的，就一味模仿、抄袭。模
仿前人，模仿洋人，模仿理念，模
仿形式……不顾尊严与道义的模
仿，尽管可以一时得利，却越模仿
越偏离对象，使作家失去人品、美
德和声誉。有的作家，在市场的诱
惑下一步步变成彻头彻尾实用主义
者，作品中只见小情调、小忧伤，
不见大情怀、大道义。事实上，作
品及文化产品不仅要出新、出彩，
还要与世界优秀之作竞争，停留在
一味模仿的层次上，滞留在平庸的
世界里，必无前景可言。

一位优秀作家的作品，不仅要
能再现人性中的善恶，更应该用审
美眼光去关注人性中的善恶，并且
要抚慰读者、营养读者、引导读
者、净化读者。

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
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
优秀作家必须要有超越时代的意
识，超越自我的意识，以作品树
碑，以作品留世。

“谁无暴风骤雨时，守得云开
见月明”（《水浒传》）。中国是文
学大国，辽阔的土地蕴藏着文学创
作的富矿，有志者必会将富矿一一
开掘，奉献出攀上“高峰”的优秀
之作、经典之作。

鄂尔多斯市给久负盛名的蒙古族
那达慕增添了一个新名词——“诗歌
那达慕”。正如鄂尔多斯市文联副主
席吴永光所说：“鄂尔多斯人对诗歌
的热爱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在庆祝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之际，第
二届鄂尔多斯诗歌那达慕启动，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代表中国诗歌
学会向鄂尔多斯政府授予“中国诗歌
之城”牌匾。

鄂尔多斯是著名的“河套文化”
“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蒙
古族传统文化、风俗和礼仪保存较为
完整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鄂尔多斯
市 为 了 让 诗 意 “ 入 城 、 入 户 、 入
心”，将诗意融入生活，丰富和繁荣
市民的文化内涵，全力打造中国诗歌
之城。市里建有百年新诗陈列馆，成
立了各种类型的诗社，出版了《马兰
花》 诗刊和 《百年新诗精选》，举办
了广有影响的“诗歌那达慕”、百年
新诗文献展及诗歌进社区、进校园、
进军营、进企业等活动，充分发挥诗
歌文化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一个具有
文化底蕴的诗意之城、希望之城和品
质之城。

第二届鄂尔多斯诗歌那达慕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诗评家参加了
诗歌论坛，论坛以“全球文化语境下
的地域性诗歌写作”为主题，分析、
研讨、梳理中国当代新诗在全球文化
语境下的写作特征、困境和出路等现
实状况和各种可能性，为中国当代地
域性诗歌写作厘清方向。诗人阿信在
偏远的甘南藏区地区写诗 30 多年。
他说，写诗是一种生活，诗歌融入了
我的个人生活。他感到，草原上的一

草一木、牛羊这些自然存在的东西与
人似乎有一种呼应。草原上一个人、
一座寺庙、一朵花都透着神秘原初的
味道，自己的写作心怀庄严和敬畏，
通过汉语传达甘南的所见所闻，不做
修饰。

在诗人雷平阳看来，历史上李
白、杜甫、王维诗中写的都是自己生
活的那片土地，诗人都在现场。诗歌
的地域性是常识，应该让这种常识回
到诗歌写作。自己这么多年一直写自
己生活的云南，云南提供了诗歌的生
活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写乌蒙山，写
的是自己想象中的乌蒙山，不是现实
生活中的乌蒙山，写作中对它进行了
重新组装，另外建造一个乌蒙山，这
样的写作一直支持着他。他写的是诗
歌中的现实，其中有他的美学倾向和
对诗歌的态度，诗人创造的美应该对
整个世界有启示。如诗人佩索阿所
说，我一直生活在里斯本，我的心在
为整个世界而跳动。

诗评家霍俊明认为，古代以地理、
物候环境划分诗人，今天在全球化背
景下，个人的差异性、地理空间的差
异性在缩小，地域性也在被压缩。全
球化让所有人成为一个人，媒介改造
了所有人，人的行走能力丧失了，诗人
与未知的东西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少
了，诗人的感受力被同质化。诗人应
葆有自己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

第二届鄂尔多斯诗歌那达慕将持
续近3个月，开展一系列以“诗意鄂
尔多斯”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包括诗
词研讨会、首届中国先锋诗人诗会、
百年新诗文献展、诗歌社群普及、诗
歌惠民、诗意七夕等。

关 于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一 直 有 个
“黄金十年”的说法，一般认为从
2005年开始的近 10年间，少儿图书
市场以年均 10%的增幅增长，其中
儿童文学的比重不断扩大，到 2015
年已占据超过 40%的图书份额。因
此，儿童文学的黄金十年又被认为
是儿童文学出版的黄金十年。

2015 年以来，从出版界到文学
界，都在指出儿童文学原创存在的
问题，并且纷纷提出改进的思路。
在上一个黄金十年打开了儿童文学
的阅读市场后，中国儿童文学界正
在努力提升服务质量，推出文学性
与市场性俱佳的精品。

儿童文学作家须有童
心、诗心和爱心

文学性与市场性的统一应该是
儿童文学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儿童
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门类的特点之
一。文学的价值只有被阅读后才能
真正生成，而儿童文学面对的是少
年儿童这个特殊的阅读群体，比其
他文学门类的作品更加渴望被阅读、
被讨论，儿童文学作品天然地具有吸
引小读者、贴近小读者的合目的性。
因而，市场反应，即小读者是否喜爱，
从一开始就是评价儿童文学作品的
标准之一。可以说，优秀的儿童文学
作品是读者和写作者共同创作的，因
为写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总会有一
个想象中的读者的存在，而作品完成
后，写作者也往往会很在意小读者的
阅读体验和对作品的评价，并以此
来判断作品是否成功。

我们所熟悉的很多中国儿童文
学经典，比如金波、高洪波的儿童
诗，严文井、孙幼军的童话，曹文
轩、张之路的小说等等，都是文学
性和市场性俱佳的代表，既有文学
的隽永和意味，又得到了广大小读
者的喜爱，这些作品影响着一代代
中国少年儿童。正如高洪波总结
的，能够成为儿童文学作家，须具
有三心：童心、诗心和爱心。儿童
文学作家们为了保持童心，都愿意
与孩子们交流交往，都以能够与小
读者们心心相印、顺畅交流为荣，
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创作基调定在温
暖明亮、积极向上、求真向善等有
益于儿童的方面，而对于那些灰暗
的、悲伤的、负面的东西，作家们
会格外小心地 作 艺 术 的 处 理 ， 让
这 些 人 生 中 必 须 经 历的事情能够
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让儿童知晓、体
验。彭学军的小说 《浮桥边的汤
木》、汤汤的童话 《一只小鸡去天
国》 都是用有趣而富有美感的方式
带领孩子认识死亡这一可怕又不可
避免的事物。

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既然是
市场行为，就会有趋利性，就会出现
一些不符合儿童文学标准的“残次
品”。对于这类作品，大家都有基本
的判断能力。难点在于那些为了追
求市场而降低文学品质的作品，或者
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包装出来的
类似“心灵鸡汤”一样的作品，还有
那些貌似充满童心童趣，却是过分迎
合小读者的那些简单需求而没有任
何营养的“消遣品”。这样的东西虽
然也有存在的合理性，但这类型的东
西多了，势必会抢占小读者们的时
间和精力，更会让家长和读者对原
创儿童文学失去信心，进而影响整
个市场的发展。

不俯视，不仰视，而是平视

之所以出现不同的创作理念，
归根结底是儿童观的不同。比如有
人认为儿童是一张白纸，大人怎么
教他就怎么做，因此，儿童需要的
是引导、教育和培养；有人认为儿
童是有自主意识的，大人要做的就
是开发他的潜能，甚至对于孩子的
创造力有着某种夸张的膜拜，因
此，孩子的兴趣和需求成了“圣
旨”，唯有满足。这是两种比较极端
的观念，在此观念指导下产生的儿
童文学作品就会带有天生的偏执
性。前一种观念下产生的作品会过
于重说教，或是把本该蕴含在作品
中的教育意义写得急功近利，让小
读者难以产生阅读兴趣，其价值也
就无从谈起。后一种观念可能导致
过于重阅读的趣味性而伤害了其价
值含量，比如过于强调游戏精神而
趋向娱乐化的作品。

什么样的儿童观能产生优秀的
儿童文学呢？应该是既不俯视，也

不仰视，而是平视。平等地对待儿
童，尊重儿童，能够从他们的角度
去换位思考，也能够用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去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
断，培养他们理解事物的能力。从
那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可
以看到作家对儿童的真心认同和理
解，没有对儿童的猎奇和夸张的描
写，也看不到对儿童的怜悯和施
舍，也没有对儿童的一味指责和说
教。这样的作品总是会给人力量，
助人成长。董宏猷的 《一百个孩子
的中国梦》 是作者在接触、了解了
大量当下的孩子的梦想后创作的梦
幻体小说。作者长期保持与孩子们
的交往，孩子们都喜欢这位“大胡
子叔叔”，愿意与他分享自己的梦
想。作者被孩子们的真情和想象感
动，用自己的智慧和学识把这些梦
编织得更加绚烂。这些梦可以说代
表着中国当下少年儿童对未来的期
望，也代表着未来中国的希望。

作家的高度和格局往往能够使
他的作品有着更高远的人文情怀，
有着更有说服力的影响力和教育意
义，有着更能打动人的情感力量。
这在书写那些特殊儿童群体的作品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报告文学 《梦
想是生命里的光》 就是这样一部有
情怀的作品。作者舒辉波花了很长
的时间跟踪采访 10 年前采访过的儿
童，写他们 10 年后的状况，前后对
比，让人印象深刻。在这部作品
里，尽管采访的对象多为家庭困
难、生活处于困境的少年，但作者
是以朋友的立场去采访、去书写，
用或赞赏、或担忧的心态去面对这
些孩子的真实生活，并且用采访中
带给他最多感动的“梦想”一词给
作品染上一抹亮色。阅读后，我们
既会为孩子们的遭遇嘘唏，也会为

他们不屈的奋斗精神而鼓掌。张之
路的小说 《吉祥时光》 是非常用心
的一部作品，不同于作者的其他想
象力恣肆的作品，这是建立在亲身
经历的童年记忆的基础上，建立在
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对
于历史的书写，对于历史故事中人
的书写，既有时代的烙印，又充满
了包容和温暖，闪耀着智性、理性
和人性的光辉。

期待下一个“黄金十年”

市场需要培养和维护。适度的
营销，是当下信息社会必须的，但
不能过度依赖营销，还是应以质量
为本。这也是当下很多专业少儿社
正在努力的方向。想要达到理想的
文学品质，编辑就要耐得住寂寞，
顶得住压力，这与作家的创作是相
似的。文学创作有自身的规律，一
般来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
应该也是经受过时间的打磨的作
品。好作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
年出一两部好作品远远不能满足作
家和出版社的生存需求，更不能满
足全中国 3亿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
所以，既不能只盯着最好的作家作
品，也不能不顾质量只求数量。市场
应该呈两个金字塔分布，对于作品，
是正金字塔，最优秀的作品在塔尖，
塔基是能够满足普通阅读的大多数
作品。对于营销，则是倒金字塔，最
多的营销资源分配给最优秀的作
品，让优秀的作品能够突出出来，
得到更多的阅读和关注，实现其优
良的价值。

我们的儿童文学发展到今天，
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市场，有了实
力强劲的可持续的创作队伍，有了
具有世界眼光、具有开创精神的出
版人，完全有理由期待下一个“黄
金十年”。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参评的400多部
作品可以说是对过去4年儿童文学创
作的一次大阅兵，其中文学性与市
场性俱佳的作品很多。该奖的评奖
条例里关于评奖标准，第一条就是
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这
也正是文学性和市场性相统一体
现。最终获奖的 18 部获奖作品几乎
都有着不俗的市场成绩和口碑，其
中多部曾引起过强烈反响和阅读热
潮，除了前面提到的几部，还有张
炜的小说《寻找鱼王》、萧萍的小说

《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调》、
麦子的小说《大熊的女儿》、郭姜燕
的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殷健灵
的散文《爱——外婆和我》、王林柏
的科幻小说 《拯救天才》 等，它们
为文学性与市场性的良好统一作出
了最好的注解。

作家要有抵达“高峰”的气概
赵晏彪

◎作家谈◎作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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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文学性与市场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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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聚焦·儿童文学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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