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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研究
最不受重视，它远不能与小说、诗歌
甚至戏剧相提并论。究其因，主要有
三：第一，散文最为零碎和复杂，它
是一个“余数”，即无法归入小说、诗
歌和戏剧的文学作品，都被放进散文
这个篮子。正因其杂、散、乱的特
点，文体特征不够鲜明，所以难以归
类和研究，其价值也就大打了折扣。
第二，古今中外没有成熟的散文理论
作为支撑，这给散文研究带来极大难
度，更无捷径可循。第三，长期以
来，新文学价值评估将“创新”作为
绝对标准，散文是一个传统性较强的
文体，其价值自然不像小说、诗歌、
戏剧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其他文体
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散文研究则
门可罗雀。

其实，这种状况既不正常，也是
观念的偏向使然，它反映的是整个学
界对于散文及其散文文化的误解、误
读与无知。如改变研究的路径依赖，
打破理论至上及西方文化优势的偏
见，散文价值就会获得新的阐释。这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散文之“散”与“杂”，正显示其

丰富性与包容性。从文体的纯粹性来
说，散文之“散”与“杂”似乎显得
杂乱无章，是个缺点；但从丰富多
样、包罗万象、有容乃大进行考量，
这又是个优点，几乎没有哪个文体在
开放性与包容性上能与散文比肩。这
也是为什么，散文可容纳一百多个分
类。如将小说、诗歌比成一条河流，
散文无疑是一个大海，其中有不断拓
展和增殖的研究空间及其可能。

散文更多保留中国传统密码，成
为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桥
梁。以往，学界总是站在向西方学习
角度看待甚至否定散文价值，认为它
落伍于时代，在传统中打转，没多少
存在价值。事实上，站在继承和发扬
优秀文化文学传统，尤其是站在中西
文化文学融通再造上看，散文比其他
文体可能更多保留了传统文化文学基
因密码，更好地实践和创新了中西文
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李大钊的 《青
春》、鲁迅的 《野草》、林语堂的 《个
人的梦》、施蛰存的 《论老年》、余光
中的《听听那冷雨》、林非的《浩气长
存》、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王开岭
的 《精神明亮的人》 等作品中，可见

其端倪。当更多小说、诗歌、戏剧还
停留在简单向西方学习和模仿，忽略
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散文却不弃传
统、悄然进行创新性转换。

散文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
活，丰富了话语表现形式。如果说诗
歌靠浪漫的想象与诗意见长，小说重
视虚构和编织故事，戏剧着眼于制造
激烈的冲突，散文则眼睛向下，直面
现实，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
碎与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来，散文
这一特点无疑成为过于现实、琐屑甚
至无聊的代名词，无法与小说、诗歌
和戏剧的价值等量齐观。但换个角度
看，也正因为散文的及物特点，它才
被广泛运用，成为社会生活和工作不
可分割的话语表达式。以应用文为
例，不要说日记、广告、演说词、辞
呈、总结，就是文件报告，哪一个能
离开广义散文？一些日常生活话语都
离不开散文的恩惠。像“岁寒，然后
知松柏之后凋也”，语出孔子的 《论
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语出司马迁的《报任少
卿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
思 ， 毁 于 随 ”， 语 出 韩 愈 的 《进 学

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语出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

“少年强则国强”，语出梁启超的 《少
年中国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语出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试
想，如果没有散文的滋养，我们的生
活及其话语不知要逊色多少。

散文更充满人生哲学和智慧，以
及高尚的审美趣味。由于散文天高地
厚，其中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随处
可见，其审美趣味也是一种难得的滋
养。一本 《古文观止》 不知培育了多
少世代国人的哲思与高尚的美学趣
味，如王羲之 《兰亭集序》 中人生苦
短的生命观，陶渊明 《归去来辞》 中
的超然物外，韩愈 《师说》 中的“师
不必贤于弟子”，欧阳修《秋声赋》中
的不与草木而争荣，还有丰子恺的

《渐》 和朱自清的 《匆匆》，都是这方
面的代表作。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散文的独特价
值，确立散文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发
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基础上，克服以
往对于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各种理论
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呼唤散文研
究新时代的到来。

《主角》是作家陈彦的第三部长
篇小说，也是陈彦包括剧作、小说
在内的所有作品中最杰出、最成功
的一部，同时也是发挥陈彦作为剧
作家和戏曲院团领导的资源优势最
充分的一部。与之前的作品相比，
从 《主角》 开始，陈彦的主体意识
审美视角进入到了更高的一个层
次，这个层次就是：文化反思。从其
最具代表性的剧作，由 《迟开的玫
瑰》《大树西迁》和《西京故事》组成
的《西京三部曲》，以及前两部长篇小
说《西京故事》 和《装台》来看，陈彦
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视角基本上是在
社会人生的层面上。他长期被批评
界视为书写底层人生、富有悲悯情怀
和生活理想的一位作家和剧作家，其
所表达的也都是对普通人、平凡事、
寻常问题的悲悯、感怀和批判。

而 《主角》 不同了。在这部 70
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中，陈彦以对自
己谙熟的古老剧种秦腔，以及几代
秦腔演员的生存轨迹的书写，刻画
出了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传统
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际遇，
并由此使 《主角》 成为继陈忠实书
写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际遇的 《白鹿
原》 之后，又一部地地道道的、高
品格的文化小说。

在 当 今 中 国 尚 存 的 活 态 文 化
中，最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的，莫过
于戏曲。陈彦曾经供职陕西戏曲研
究院，在那里从编剧、团长到院长，走
过来几十个春秋，对秦腔的一字一
腔、一招一式，对秦腔演员的酸甜苦
辣、爱恨情仇、兴衰沉浮可谓了然
于心。于是，秦腔自然成了陈彦观
照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
逻辑与时代际遇的得力支点。

《主角》写的是忆秦娥从山里的
放羊娃到省城的“秦腔皇后”，再到
回归山里的曲折经历，与忠、孝、
仁、义四老以及崔八娃、胡三元、
胡彩香、楚嘉禾、宋雨等几代秦腔
人的命运沉浮。而其所指，
则是以秦腔为代表的中国传
统文化从“文化大革命”到改
革开放，从西洋文化的侵袭到
市场经济的冲击，再到全球化
登陆的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现
代化进程中，一波三折的历史
逻辑和时代际遇。与其说陈
彦用这部作品同时唱响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绝唱和挽歌，不
如说这部作品寄寓了陈彦，乃
至所有富有中国情怀的人们，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未来发
展的关切、忧思和期望。

如此宏大的主题，在小说
中被微观地嵌入到主角从易招弟、易青娥、忆秦娥、秦腔皇后等
不同称谓的更替中，嵌入到胡三元打鼓的绝技、暴烈的个性和
跌宕的命运之中，嵌入到忠、孝、仁、义四老由红变黑、由黑变
红、由生到死的明灭闪烁和楚嘉禾阴暗心理的阴晴圆缺之中。

小说对秦腔从唱腔到表演的精彩技艺，从演员的投入到
观众的痴迷，从台上的精美绝伦到台下的勾心斗角，等等一
系列精微细密的书写，不仅呈现出陈彦对秦腔这一最典型的
传统文化的烂熟于心，而且处处寄寓着陈彦对整个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痴爱和惋惜、关切和忧思、渴望和希冀。

作为一部小说，《主角》对文化主题的书写，是依托在对人
性深度的探测与表现之中的。人性，本来就是作为人学的文学
永恒不变的书写领域。《主角》之前的陈彦作品，在对族群、阶层
意义上的人生的自觉观照中，已经深入到了对人性的拷问和反
思的层面。而在《主角》中，这种对人性的拷问、反思和表现
已经成为陈彦的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或许，这是陈彦在

《主角》中突破自己的第二个重要层面。我们对《主角》作进
一步的探析便会发现，文化与人性正是陈彦讲述人物命运的
两个极端的维度，并由此构成了人物生成的一个重要的张力
场。《主角》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在文化与人性的二律悖反
中颠沛浮沉着。这些人物对戏和演戏规则 （文化） 的痴迷，
与对私欲 （人性） 的维护构成了他们性格和行为的两极。其
中不同的人在由这两极构成的序列中处于不同的位次和程
度，并由此形成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忆秦娥和楚嘉禾处于
这两极的两个极端。忆秦娥更多地痴迷于戏，而疏于维护自己
的私欲（即所谓“傻气”），因此在舞台上精彩绝伦、大红大紫，而
在生活中却一塌糊涂，先后两任丈夫一残一死，一个恋人因为
她彻底沦落，唯一的儿子，是个傻子，而且坠楼身亡。与忆秦娥
类似的人物还有四老、崔八娃、封潇潇和石怀玉等等。这些人
物在作品中构成了一个程度不等的序列；而楚嘉禾则更多地在
维护自己的私欲（自私、嫉妒与享乐），为此她不惜一切代价，使
尽阴招，也因此赢得世俗的“幸福”，却在舞台竞争中始终处于
忆秦娥的下风。此类人物在小说中也构成了一个程度不等的
序列：周玉枝、忆秦娥的母亲、廖耀辉、郝大锤、封导的老婆等
等。最有趣的人物序列是胡三元、胡彩香、刘红兵这组“问题
人”，文化与人性的两极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是短兵相接。趋
于文化的一极对他们来说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戏的痴迷，而趋
于人性的一极则各有不同，有欲望，有虚荣，有与生俱来的自
私、嫉妒、暴躁等等。这两种极端相反的心理倾向，往往会同时
抵达他们的感知和言行之中，于是便构成了这组人物性格和命
运的剧烈起伏与震荡，也构成了作为文学形象的光彩部分。

《主角》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来源于这种文化与人
性不同程度的冲突，沿着时代发展潮流的不断变幻、沉浮和重
新排列组合。小说中各色人等在随着时代的翻云覆雨改变着
自己的颜色。忠孝仁义四老本是梨园行里的同门弟子，在秦腔
表演中个个身怀绝技，曾在舞台上红极一时，而在“文革”中顷
刻变黑，个个沦为剧团的杂役。改革开放开始后，旧戏开始复
兴，他们又重出江湖，不仅亲自登台演出，而且将自己的绝技私
传给烧火丫头易青娥，使其一步步走红。而当商业和时尚大潮
袭来时，他们再一次被挤出舞台，又一个个退出江湖，直至消
隐。其实，《主角》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这样随着时代的浪潮，变
幻着他们生命中文化与人性冲突的方式和节奏，他们的性格和
命运也就随着时代浪潮的奔涌起伏着、沉浮着，向前流去。

可以说，整部 《主角》 就是一部由文化、人性和时代三
种旋律构成的交响。这部时而悠扬、时而雄浑的大气磅礴的
交响，奏响的正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全面复
兴的历史回声。

据报道，2018年刚入春，中国文学
已有 6部作品先后在英语世界面世，比
如张爱玲的 《小团圆》、东西的 《后悔
录》、苏炜的 《迷谷》、颜歌的 《我们
家》 等。其中，《射雕英雄传》 经过瑞
典译者安娜·霍姆伍德 6 年的打磨，终
于迎来了第一卷 《英雄诞生》 的出版。
原本大家都担心西方读者能不能理解中
国独特的武侠故事，没想到甫一出版，
就产生很大的反响。译者没有去删减原
著的历史背景、武侠功夫、奇招妙术，
反而尽可能地予以保留，甚至以注释的
形式加以补充解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原著的中国元素，传达出独特的江湖意
蕴。译者在译者序言中说，“许多人认
为，对英语读者来说，金庸的世界异域
风味太浓，太中国，译不了。但这个故
事里的爱、忠诚、荣誉，以及个人对腐
败官僚的抗争、对入侵者的抵御，又是
每一个故事都渴望拥有的。不译，才是
最大的损失。”

《射雕英雄传》 的成功，再次说
明，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作品视为某种类
型小说，而应该更多挖掘作品背后中西
共通的普遍性的意义。真正优秀的中国
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中国故事，运用的
是某些类型小说的元素，但并不会妨碍
它们走向世界文学，完成经典化之路。
在这方面，麦家的小说颇具代表性意
义。我们常常习惯性将麦家作品归为畅
销小说或类型小说系列，却有意无意地
忽略了他作品背后的匠心与追求，用麦
家自己的话说，《解密》中的密码只是噱
头，真正的密码是人的内心。我相信，正
是这种内在的品质，才使得《解密》在西
方的翻译、传播、接受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真正成为了所谓“世界文学”的文
本。可以说，《解密》在“世界文学”的意
义上让西方读者进入到了遥远中国的历
史空间，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独特光芒。

优秀的翻译、作者、出版
机构、评论界各方通力合作

2014 年，《解密》 的英译本在英语
世界出版，这个描写一个天才式红色间
谍的传奇故事迅速走红，卖出了西班牙
语、俄语、法语等 30 多种语言版权，
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股强势的“ 《解
密》 旋风”，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
播中，几十年未遇的盛况，堪称奇迹。

《解密》 获得了西方媒体普遍的肯定性
评价，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既以畅销小
说的身份打破了中国小说在海外难以商
业化出版的困境，又以文学经典的姿态
奠定了“世界文学”文本的地位。美国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
英国 《每日电讯报》《卫报》《泰晤士
报》《独立报》 等主流媒体都给予了极
高的赞誉，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甚至
在封面打出“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的
标题。随后，《解密》 入选“企鹅经典

丛书”，这也是继曹雪芹《红楼梦》、鲁
迅《阿Q正传》、钱钟书《围城》、张爱
玲《色戒》以后入选的首部当代中国文
学作品。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为实现

“中国文学走出去”曾做出了巨大的努
力，上世纪 50 年代初即创办了 《中国
文学》，几经改版，最终于本世纪初悄
然停刊；类似的“熊猫丛书”等，尽管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其反响寥寥也是
不争的事实。如今，《解密》 的成功似
乎让停滞不前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看到
了希望，创作界、评论界和出版界将其
上升为“麦家现象”，希望能因循规
律，带动中国文学的国际梦。

从“《解密》热”到“麦家现象”，让我
们再次看到了所谓“世界文学”的可能
性，这一概念并不是霸权层面的，更多的
是技术层面的，包括译者、出版商、媒体
等在内的一系列非文本因素的市场运
作，使“中国文本”与“世界文学”成
为可能，应当成为研究与制定当下“中
国文学走出去”策略的重要参照。

《解密》 在海外世界的成功首先得
益于其英语版译者米欧敏。她机缘巧
合，得到她的大学同学、著名汉学家蓝
诗玲的帮助，直接将译稿推荐给了英国
企鹅出版公司，并获得出版社迅捷而高
度的肯定。很多海外评论都注意到了米
欧敏高水平译文对《解密》走红的重要
作用，英国《独立报》就曾以具体语句
和段落为例，剖析了其是如何“原汁原

味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韵味”，这是其
成功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才有了
企鹅公司的认可，以及后来的入选“企
鹅经典丛书”。也是由于企鹅丛书的品
牌效应，《解密》 很快被有着“诺贝尔
文学奖御用出版社”之名的美国FSG出
版公司签下美国版权，其西班牙语版本
也被挂靠在行星出版集团名下进行出
版，被纳入了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
作为主的“命运”丛书，由此奠定了其
经典的地位。FSG出版公司在2013年签
下美国版权后，曾派了一支摄影团队从
纽约飞到杭州，花费数十万为《解密》的
发行量身定制了一部预告片，制定了长
达 8 个月的推广计划。西班牙语版《解
密》上市之际，出版社在马德里的 18 条
公交线路连续投放了 40天的车身广告，
极为耸动地打出了“谁是麦家？你不可
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的推荐
语。《解密》 的成功，进一步说明，中
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成功，除了优秀的翻
译，还有赖于作者、译者、出版机构、
评论界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与西方文学传统、西方
读者想象相吻合

丹穆若什曾指出，“世界文学”更像
是一种文化的中介，以相当个人化的阅
读来理解他者的文化，“一种以超然的态
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

式”。在这个意义上，《解密》与西方文学
传统、西方读者想象的相吻合，及其所
传递出的中国声音和普遍价值，成为海
外读者定位并接受麦家的重要依据。

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解密》 中的
不少元素似曾相识。小说所营造出的紧
张感可以直接与侦探小说的文学传统相
对接，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将悬念发挥到
了极致。《解密》 融合了包括密码编译
术与破译术、数学公式的推导、计算机
编程的方法、天文历法、无线电等诸多
内容，这类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创作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开辟了国内
的读者群，也吻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
惯，他们对具有智力挑战因素文本的热
衷与丹·布朗、007系列等阅读传统一脉
相承的。此外，《解密》 中有还有不少
中国元素契合了西方读者的“东方想
象”。《解密》中对于中国传统民间奇人
异事的渲染极大地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兴
趣。比如小说一开篇就谈及的“释梦
术”，由容家奶奶的故事奠定了小说诡
秘的色彩，又比如希伊斯与容金珍在棋
道上的较量，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传统
文化使得文本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英语
读者的东方想象。

传达出对世界、人性的
深刻体认

当然，这些可能都只是表面的现
象，更为重要的是，麦家独创了一种属
于自己的文学类型，侦探、历史、人性
等等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好读的故事叙
事中，传达出对世界、人性的深刻体
认。麦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讲述了中国
英雄的故事，以意志的力量克服了人类
弱点和人类局限，将“信仰”上升为一
种沟通中西、超越时空的精神与品格，
这才是麦家作品打动中西读者的最重要
的力量。换句话说，无论是侦探类型，
智力型文本，或者东方元素，人性因
素，都有效统一于麦家独具一格的叙事
框架中，以扎实、细密、从容，同时颇
具隐喻意义的叙事，缓缓道来，构成了
一部充满张力、具有高度识别度的中国
文本，既引人入胜，又直逼人心。

在“世界文学”的观念之下，多元
化的区域、国别经验才是文学作品产生
张力、继而使读者产生共鸣的关键性因
素，也正是因为这些多元元素，才使得

“世界文学”不至于成为平面化的混杂
身份、混杂历史的概念。从这个意义来
看，麦家的中国文本与“世界文学”形
成了有效对接。我们说，真正能够推动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是包括文学程式、
阅读习惯、地方经验、翻译实践等各方
面的合力使然，只要真正打造出像《解
密》这样的中国文本，走出去甚至成为
世界文学经典的机遇就既是可遇的，也
是可求的。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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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密》热”到“麦家现象”，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所谓“世界文学”的可
能性，这一概念并不是霸权层面的，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包括译者、出版商、
媒体等在内的一系列非文本因素的市场运作

●讲述中国英雄的故事，以意志的力量克服了人类弱点和人类局限，
将“信仰”上升为一种沟通中西、超越时空的精神与品格，这是麦家作品
打动中西读者的最重要的力量

●在“世界文学”的观念之下，多元化的区域、国别经验才是文学作
品产生张力、继而使读者产生共鸣的关键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