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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和 北 京 关 系 不 一
样，有时间差。我是 1992年大
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在北京市
经信委工作一年，后来当记
者。我作为外来者，经历了北
京上世纪 90 年代巨大的变化。
看到北京从传统的城市迅速变
成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三里屯
开始出现酒吧，我在那里待
着，一边喝各种酒，一边写各
种稿子，一天晚上可以写 10
篇。比如 《男孩女孩》、《苏姗
娜迪厅》等，都是上世纪90年
代刚冒出来的，我对这些比较
感兴趣。

我来的时候北京只有 1100
万人，2015年，北京是2200万
人，翻了一番，我觉得这个过
程非常伟大，里边蕴含很多故
事。对我自己的写作来说，一
开始更多写意象，用夸张、荒
诞的方法，写年轻人自我实现
过程中的迷惘感、漂泊感，有
一些京漂感觉。

我关心的主要是北京新型
的中产阶级以及文化白领，几
部长篇小说都跟这些人有关。
比如1993年到1995年大量采访
来北京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有
的住在公交车下边，有的连续
一个星期吃白菜帮子。到 2000
年奥运会前后，再问他们今年
卖几幅画？卖10幅，挣4000万
元。所以我在23岁时写过一个

长篇，是关于流浪艺术家追寻
梦想的，我和北京的这种关
系，就是新北京在我的眼前不
断成长。

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都
跟伟大的城市有联系。中俄

《十月》杂志合作，让中国比较
好的作家写北京，俄罗斯作家
写莫斯科，形成首都和首都之
间的呼应，很有价值。在文学
史上像詹姆斯·乔伊斯和都柏
林，安德列·别雷和彼得堡，保
罗·奥斯特跟纽约，都有密切的
关系。保罗·奥斯特写的《玻璃
城》 纽约三部曲写得太漂亮
了，当然，这是一个讨巧的做
法。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北
京，我们的写作共同构成北京
这个伟大城市的书写，汇聚出
关于北京的多重影像、多重记
忆、多重审美。作为北京作
家，我感到多么幸福，我想紧
紧拥抱这座北京城市，喊一
声：“我就在这里待着了。”

当今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万千气
象，散文类型丰富、多样，但关于
散文的界定比较模糊，有人坚守

“艺术散文”的界线，有人提倡“大
散文”的包容。散文的界定与散文
的创作与批评密切相关。本报记者
日前与海内外专家进行对话，探讨
散文的界定等问题。

创造并坚守动态的、
弹性的美学规范

主持人： 近年来，关于散文的
界定有很多争议。古代除了诗和骈
文，一切文章都可视为散文，后来
小说、报告文学等从散文中分离出
去，散文成为相对独立的文体。散
文的界定走过了从宽到窄、又从窄
到宽的历程。您认为散文应如何界
定？为什么？

王兆胜：散文的界定要考虑两
个因素：一是中国古代的文章，那
是大散文概念，是指除了韵文皆可
称谓的散文。二是西方意义上的现
代散文，是纯化的散文概念，是与
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的一个文
学体式。后来，有人提出“美文”，
以后又有人提出“艺术散文”，是将
西方意义的现代散文进一步窄化，
赋予了其更多的文学性、艺术性和
审美内容。贾平凹等人提出“大散
文”，余秋雨创新“大文化散文”，
是希望散文摆脱“美文”“艺术散
文”之“小”，注入更丰富的文化内
涵，但又与中国古代的“文章”之

“大散文”概念有别，它远无其文体
之博杂和丰富。总之，散文文体的
界定在当下之所以较为混乱，歧义
颇多，主要是因为对古今中外“散
文”概念的认识不足。我赞成林非
先生对散文的界定：它既是广义
的，可容纳更多的文化与文体，避
免过于窄化的误区；又是狭义的，
可强化其文学性、艺术性和审美
性。我要补充的是：其一，跨文体
写作时不能越界，要保持散文的体
性不受异化；其二，广义散文与狭
义散文既有其边界，又有互相借鉴
和融通的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散
文文体才不至于简单地用古代文章
来规范现代散文，也不会用美文去
要求“大散文”甚至“大文化散
文”。

何 平：从宽泛意义上讲，小
说、诗和剧作一定程度都属于戴着
镣铐的写作。理论、批评和已有写
作均为后来的写作者框定了某种规
定性的美学范畴。我们可以将小
说、诗歌、剧作的写作命名为“他
律”的写作。而散文则不同，散文
的边界最少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定
性。虽然，在我们的散文写作传统
中有人曾试图对散文写作进行相对
严格的规范。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五六十年代的“形散神不散”，不管
是参考性范畴，还是强制性范畴，
都只是被部分人认同、接受。时过
境迁，这样的“他律”往往失去其
约束力。这和小说、诗、剧作相对
稳定的规定性殊异。因此，散文文
体的开放和民主无疑给散文写作者
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带
来了命名和边界厘定的困难。从道
理上说，恰如胡梦华所言，散文是

“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
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
的、非正式的。”但这并不意味散文
的写作是无序的。相反，我以为这
反而揭示了散文文体秩序构建的必
要、难度和个性，只不过散文写作
将散文的命名和边界的厘定下放到
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对于不同的
写作者，每一次写作均面临秩序的
重建。因此，优秀的散文写作者无
疑是文体的试验者，他们把秩序的
建立放在写作实践中，在每一次写
作行动中抵近散文的边界。而一旦
法度确立，他将再次面临对既定法
度的超越以及超越之后的重建。散
文的魅力或许就在于这样的法度和
自由的互动、位移以及法度的构建、
拆除的冒险中。从这个角度上，考察
散文文体的规定性，我们是否可以说
散文的写作是一种“自律”的写作，其
美学范畴是法度和自由之间的动态
的、弹性的且依靠个人调控的相对空
间。由此散文的写作开始分化，既可
以放弃“自律”进人消费性的制作，
同样可以保持一种清醒、警惕的自
律，创造并坚守散文的动态的、弹

性的美学规范。
江 岚：散文是在人类的思维能

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借助于文字
符号系统的产生，为保存自身生活
进程中的典型事件或典型场景记忆
而出现的一种文体。

在文学家族中，最早出现的文
体是诗歌，对客观世界有基本的

“感兴”就有诗歌。散文的创作，既
需要包括“感兴”在内的形象思维
能力，更需要反复审视、不断体味
客观世界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
对文字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要
求，成为散文这种文体的艺术功能
和审美取向的原初基因。

主持人： 担心散文的路子越走
越窄，散文写作境界越来越小，贾
平凹曾提出大散文的概念，一方面
鼓呼散文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
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您认为大散
文的提法是否合理？为什么？

何 平：贾平凹“大散文”的提
出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大散
文”相对应的首先是传统的“形散
神聚”的散文观，以“大散文”来
进行精神的松绑，解放散文文体，
而且“大散文”也针对从上个世纪
说到现在的“小女人散文”“小文人
散文”的各种装嗲、装嫩、装酷。
王安忆在 《情感的生命》 中谈到情
感的重量和体积，“大散文”应该是

“情感的重量和体积”。
王兆胜：贾 平 凹 提 出 “ 大 散

文”，是针对散文越走越窄，尤其是
杨朔式散文成为一种难以逾越的模
式时，其价值意义得以彰显。但要
避免对于“大散文”的误解：一是
大散文不等于中国古代的“文章”，
它的文体特征仍是现代散文。二是
大散文不一定要将篇幅变成长文，
短小篇幅的散文同样可成为大散
文，难道说 《秋声赋》 和 《岳阳楼
记》 不是大散文？因此，在我的理
解，“大散文”主要不是指篇幅长，
而是指文化含量、精神高度和天地
境界。

散文的高度是一个时
代精神的高度

主持人：判断散文优劣的标准
是什么？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

何 平：与小说、诗歌、戏剧文体
相比，散文并不以技术见长。当然这
样说并不否认散文可以像鲁迅的《野
草》那样曲折隐晦，也不否认散文在
技术上的升级进步。散文是一种相
对裸露的、说思想说情感的文类，它
藏掖不住的是写作者的腔调和气
息。它的精神疆域的进退联系着的
是社会的宽容还是压抑，开放还是专
制，更是写作者境界的局促还是自
由、鄙俗还是高逸。因此，一定意义
上，散文的高度是写作者个人的高
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度。

王兆胜：严格意义上说，判断
散文的优劣没有固定标准，因为古
今中外任何标准都带有自己的框子
和模式，甚至不可避免含了偏见。
如果说一定要有标准，那就是散文
要有品位、境界高、能垫高美好的
人生。好散文应该能撼动读者的灵
魂，并由此引起深长的思考，获得
美的享受，一如在深山幽谷中看到
天空悠悠流动的白云。

江 岚：从散文这种文体的原初
性基因出发，当行文内容达到议论
表述的准确性、记事的真实性和抒
情的饱满性相统一的时候，散文的

“美”便成立了。从散文的审美取向
的要求出发，达到要言不烦而言之
有物，是决定一篇散文优劣的首要
条件。

主持人：散文是否应该吸纳小
说、诗歌等其他文体的元素，打破
传统散文短小精悍、形散神不散的
创作模式？

江 岚：散文本身就自然具有一
部分诗歌的抒情性，一部分小说与
戏剧的情节叙说和矛盾冲突展现，
并不是从这些文体当中借鉴来的，
谈不上“吸纳”二字。诗歌、小
说、戏剧也记叙、抒情、议论，但
这和散文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并
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创作手法的不
同，而是由于文体自身的基本特征
差异对创作主体表现手法有不同要
求。散文议论性、记叙性与抒情性
三者共兼的功能，是其他文体所不
具备的，也无法取代。所谓“形散
神不散”，是适用于一切文学作品的
艺术要求。

王兆胜：散文可以吸收其他文
体的长处，如从诗歌中吸收诗意、
从小说中汲取故事性和艺术性，从
戏剧中得到在场感。不过，要避免
文体的跨界和越位，尤其不能让其
他文体拆除散文的边界，造成散文
的异化。如杨朔的“将散文当诗”
写一面带来散文的诗性，一面又带
来散文的不自然和情感的虚饰。还
有余光中的散文，其败笔之一就是
将太多的诗性注入散文，从而导致
散文的夸大炫张、滑脱不实、情感
泛滥。因为优秀散文最高的境界是
自然，是一种不加粉饰而能拨动读
者心弦的心灵的吟唱。

何 平：虽然明明有个散文和小
说的文类边界在，这样的文类边界
总是不断被两边的越境者突破和篡
改，以至于所谓的边界常常弄得犬
牙交错暧昧不清。可以说好的小说
家都有着不俗的散文功底。散文向
小说学习什么？说细节说人物言语
说心理分析，散文从小说引进一些
小说专属的技术固然重要。更重要
的是对于散文这种“近日常生活”
的文类，尤其要思考从生活跨入文
学“我”的创造性和想象性重构。
形散神不散从本质上是“反散文”
的。

主持人：非虚构纪实作品是否
应算散文？散文是否可以虚构？

王兆胜：非虚构纪实作品也是
散文，但它不是美文、艺术散文，
而是属于广义的大散文范畴。散文
是可以虚构的，但要注意这个“虚
构”主要指艺术虚构，而不是内容
虚构，否则就会失去散文的真实
性。关于散文的内容真实，主要包
括两个层面：一是实有其事，即生
活中曾经真实发生的人与事，即使
细节不可能完全还原，也要保证主
体内容的真实。二是情感真实，有
的人与事不一定亲历，但情感必须
真实，否则就不会感人。而艺术虚
构是指通过想象、梦幻等手法更好
地表现散文主题。目前，不少人用
小说的虚构写散文，从而导致散文
的失信、虚情和假意，也造成对散

文的严重伤害。
何 平：在处理文学和生活的关

系 之 上 ， 写 “ 真 ” 生 活 而 不 是
“伪”生活应该是窥文学之门径，而
以独异之思想想象性地穿越、反思
生活则是达文学之高境界。在“非
虚构”“原生态”“生活流”等旗帜
下，散文养成了对生活实录的过度
依赖症。散文扎根于日常生活，这
没错。但过于依赖日常生活，黏着
于日常生活，不能穿越和超逸于日
常生活的写作是危险的。文学，当
然包括散文，需要有重构日常生活
的能力。从生活到文学不是简单的

“复制”和“还原”，既然我们承认
散文的真实是重构的就应该承认散
文的想象和虚构。也正是从这种意
义上，不是所有的非虚构纪实作品
都能算散文。

主持人：当 今 散 文 界 缺 少 什
么？如何解决？

江 岚：比较公平地来讲，当代
散文创作总体上实际上已经大大超
越了 20 世纪前半期的水平。当今散
文最普遍的不足，在于题材选择和
表现风格上缺乏思想深度，缺乏历
史的空间感与文化的厚重感。散文
作家们需要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哲
学思辨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化历史
文化知识的积累，同时磨炼运用汉
语言的精确表达、丰富表达的水平。

王兆胜：当前散文最缺乏的主
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过于沉溺于历
史，与政治和时代疏离。二是世俗
化和功利化倾向，从而影响散文的
品位和境界。三是受到“人的文
学”观的深刻影响，忽略了对于万
事万物的关注，更缺乏天地情怀和
天地大道。四是碎片化写作成风，
以至于形成散文文体的支离破碎。
我认为未来散文要注重以下方面：
第一，散文要关注时代尤其是社会
重大转型变迁，成为时代和政治的
敏锐的发音器；第二，散文必须辩
证理解“人道”与“天道”、“人”
与“物”的辩证关系，从而突破

“人的文学”的局限；第三，散文需
要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形散、神
不散”观念，进入“形神凝聚、心
散 ” 的 境 地 ， 即 是 说 ， 散 文 之

“散”并不落在“形”和“神”上，
而应该表现在“心”上，是心灵的
自由、自然、超然、放逸上。

何 平：“琐碎的空气”在今天
已经不只是局部的小气候，而是披
拂文坛。那种“聊以自宽慰消遣”
的文调文腔文风已经不是文人的专
擅专宠，普通文学公民也乐此不疲
随手挥霍文字。

世故、圆滑，中产阶级明哲保
身的庸俗恶习正腐蚀着散文，许多
作家避世、逃世，书写着新时代的
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他们对现实
失语，甚至连身体也睡着了。因
此，当此时，在生活面前，我们需
要不躲闪，不世故，简洁而坚硬地
对现实亮出锋利的笔锋，也对自己
亮出锋利的解剖刀。我们时代需要
的正是来自散文沉着、稳健，富有
道义、力量与担当的“声援”。

主持人：散文要继承传统的什
么？要向西方学习什么？

王兆胜：散文要从传统中承继
天地之道，特别要注意中国古人对
于自然，包括一草一木的热爱之
情。不了解物性和天地大道，散文
家就写不好“人”，也不可能获得谦
卑、包容、悲悯、旷达和深情。我
们的散文还要向西方学习科学精
神、现代意识以及知识谱系，从而
使散文增强理性的光芒。当然，散
文还应该在中西、传统与现代、古
今之间形成新的融通、对话和再
造，这样方有希望创造出立足于中
国、放眼于世界的天地至文。

江 岚：唐宋以降，散文的文体
虽然没有固定的边界，存在一些创
作弹性，但相对的文体规范是存在
的。不论是以“唐宋八大家”的文
学理论来衡量，还是用雅典时期杰
出的散文家希罗多德的作品来参
照，今天充斥于报刊媒体的所谓

“原生态”的、未经主体审美过滤与
艺术加工的快餐性文字，是不能够
被称之为“散文”的。散文功能的
议论、记叙、抒情三者共兼，决定
了文本的思想性、叙事性、审美性
三者必兼，缺一而不能成为优秀散
文。这也是散文这种文体的形式底
线，再开放再演化，也不能将这个
底线无限泛化。

以非虚构写作著称的作家梁鸿
近日推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说到写虚构作品，梁鸿表示，
小说主人公梁光正身上的复杂性、
戏剧性和矛盾性只适合虚构写作，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他身上那种
捉摸不定却又极为可贵的“在生活
的暗处生出光来”的特质。写这部
小说的缘起，是前年父亲的去世给
梁鸿带来巨大的打击。父亲的乐观
自嘲、夸张煽情和孩童般的无畏形
象时时浮现在她心中，她开始被一
种强烈的冲动所驱使，心中慢慢生
长出一个叫梁光正的老年男性形象。

《梁光正的光》以梁光正老年执
意寻亲报恩为起点，随着梁光正报
恩行为的一再重复和失败，几个子
女被迫随之回顾父亲如西西弗般屡
战屡败、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情感
史。通过回顾梁光正悲情荒诞的一
生，体现了作者对于改革开放社会
发展进程的关注和热情，作品中种
种矛盾背后折射出典型的中国农村
家庭情感勾连方式。

作家格非指出，读这部作品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质地非常
坚硬，塑造的人物让人难忘。这部
作品所写正好处于社会变革向未来
延展的阶段，在非城非乡的地方，
所有人都背负起了巨大的情感包
袱，纠缠在一起，反映了现实中特
殊的家庭关系。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这部作品
包含丰沛的、令人百感交集的人性

内容，梁光正这个自带戏剧性的人
物性格和情感模式，不仅是天性，
而且有社会文化的来源，包含一定
的厚度。这个人物是圣徒，是阿
Q，是傻瓜，是梦想家，他是父亲
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
他对自己说，要有光，于是他的生
命分出了明亮与晦暗。在现代性的
农民形象谱系中，这是个新人，其
意义颇费参详。不必急于去界定他，
也不仅仅只是农民，梁光正的光或许
就在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身上。所
以，让我们先认识这个活生生的
人，认识有趣的“这一个”。

作家李洱说，梁鸿的首部长
篇，以肉写灵，以黑暗写光明，以
农民写国民，以芜杂抵达纯净。

以外来者眼光打量都市变化
邱华栋

◎作家谈

梁鸿小说《梁光正的光》:

以芜杂抵达纯净
李 文

主持人：杨 鸥（本报记者）
对话人：王兆胜（学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文学部主任）

何 平（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江 岚（加拿大籍华文作家，美国巴德文理学院助理教授）

散文的界定
◎文学聚焦◎文学聚焦

张昌华所著 《我为他们照过相》 近
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昌华在其三十
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有缘结识海内外诸
位文坛耆宿和新秀，并与他们有过不同
形式的合作与私人往来。在这一过程
中，作者不仅精心留存了诸位名家的手
迹，还有机缘为他们拍摄照片，尤其难
得的是留存了许多前辈名家晚年的影
迹。本书以一手资料独家讲述这些照片
背后的故事，状写风貌，叙说缘分，是
对珍贵瞬间的捕捉，也是对点滴往事的
重现。以文字细述同情之理解，以影像
传递温情之敬意，集合近百位大家学者
的影迹，剪辑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与
文化风貌，以此回望一个时代的背影。

（温 文）

《我为他们照过相》回望一个时代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