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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周在罗城举行
民族文学周 （罗城）·2018《民族文学》藏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

班活动日前在广西罗城县举行。罗城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是
壮族歌仙刘三姐的第一故乡和清朝廉吏于成龙的入仕之地，《民族文
学》杂志在这里设立了创作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民族作家翻译家
们深入感受罗城的人文风貌和民族风情，目睹见证罗城改革开放40年
各方面的建设成就，催生创作灵感与激情。《民族文学》藏文版创刊9年
来，刊发了大量翻译作品和母语原创作品，100多位翻译家参与了藏文
版的翻译工作。《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指出，在内地举办藏文版培训
班，是为了让藏族作家翻译家有机会到内地学习参观，与内地各民族
进行交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团结。学员们聆听专家的授课
和学员之间互相交流，加深学员对民族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关
系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创作和翻译质量，推出更多优秀原创与翻译
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丹增等为学员们授课。（杨 鸥）

文体的意义上，散文显得柔软、自由、
宽松。散文不存在韵律或者分行的限制，也
不必构思一个庞大同时又严密的情节体系。
如果说，诗或者小说、戏剧无不拥有一套严
格的形式规范，那么，散文与日常现实之间
的距离压缩到了最小的限度。相对于宏大的
社会结构，散文如同无孔不入的水流。

尽管如此，人们时常察觉，散文仿佛有
意无意地拒斥当今世界的现代“气质”。这个
古老文体内部隐藏的美学密码与现代“气
质”格格不入。古代那些名篇佳作再现的是
青峰皓月、古道西风、渔舟唱晚、杂花生树，古人伫立于天高
地阔之间诗意地思索他们的人生哲学。现代社会驶入了性质迥
异的另一个路段。集成电路、维他命、基因、精确制导导弹、
引力波、区块链等一大批奇怪的术语一涌而入，刺眼呛人；至
于大吊车、打桩机、高架桥、集装箱卡车、摩天大楼这些工业
社会的庞然大物几乎要拖垮这个文体。

很大程度上，农耕社会的美学谱系形成了某种文化障碍，
以至于散文对于现代社会的迫近感到了不适。大自然的动物、
植物不仅在漫长的岁月与人类朝夕相伴，而且构造了农业文明
审美经验的基础。尽管置身现代社会，但是，古典文学遗传的
审美感知对于农业文明意象更为熟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
水人家”，谁察觉不到这些意象魅力呢？然而，人们无法赏心悦
目地品鉴电瓶车、马达、洗衣机或者电磁灶、空调机、高压线
的审美意味。如果不是以雄鹰或者豹子作为比拟，许多人也不
知道如何形容飞机与汽车。

也许，现在是散文直面现代社会的时刻。如果说，小说的情
节叙事已经与现今生活的诡异多变不谋而合，那么，散文再也不
能持续地对当今的各种丰盛景观缄默不言。之所以使用“景观”
一词，借用的是法国学者居伊-德波的术语——他将现代世界形
容为“景观社会”。不论多大程度地接受居伊-德波的批判性观
念，人们至少意识到，景观正在重构现代生存空间。从琳琅满目
的商品、街道两旁的玻璃幕墙、流线型的高速列车到耀眼的 LED
广告屏幕、电视直播的滚动新闻、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图片和视
频，人们的意识已经陷入缤纷的景观包围。如果散文无法正视及
表述这些景观，现代社会的庞大身影只能徘徊于这个文体之外。

当然，所谓的“景观”更多地聚焦于视觉经验，内在地支
持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物品是机器。相对于两百年前的生活，各
种型号的机器填满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古往今来，
机器从未停止跨入社会生活的步伐。火枪与火炮宋朝已经出
现，火车于19世纪初在英国问世。总之，那些金属零件和电线
装配的神奇玩意儿始终按部就班地增加。很长一段时期，多数
家庭所能接触的机器仅仅是手表、自行车以及缝纫机。然而，
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终于在某一天开启了一道神秘闸门，大量
机器突如其来地涌入日常生活。短短的几年时间，洗衣机、电
饭煲、电风扇、空调机、电视机、电冰箱、电脑、打印机、手
机以及汽车突如其来地联袂而至，机器与普通人从来没有如此
接近。这种状况无疑是对散文一种考验——能否像呈现一条山
涧、一片大漠或者一棵树那样呈现各种机器？许多作家毫不犹
豫地将机器甩给科学，文学或者美学怎么可能为冰冷的金属或
者乏味的电子元件耗费笔墨？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可能演变为
固步自封的意识——散文拒绝与现代社会对话。

我曾经写过一批以机器为主题的散文：关于手机、照相
机、电视机、电梯、电脑，还有枪支。当然，这些散文不想充
当各种机器的使用说明书，我感兴趣的是各种机器如何深刻地
改变传统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改变人们的感觉方式。至少可以
察觉，年轻一代对于机器的好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长辈。也
许，另一种新型的审美经验开始萌芽。事实上，所谓的现代社
会已经化身为众多具体的事物和细节，潜移默化地重塑生活。
涉及这些主题，散文的思想含量不可避免地增加。置身于花前
月下，人们即景会心，甚至陶然忘机，良辰美景还需要多少解
释呢？然而，现代社会充满了陌生的挑战，各种思想毋宁说是
人们与现代社会相互磨合的症候。很大程度上，可以将思想含
量的增加视为现代社会赋予散文的特殊风格。

解玺璋所著的 《张恨水传》 近日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传记
全方位地再现了张恨水的一生，同时
写出张恨水的情感历程以及他在新旧
文化的夹缝中、新旧时代的更迭中权
衡折冲的心路历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
说，报人身份的张恨水行文近乎涉及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本书的
价值在于解玺璋从中国老百姓的鲜活
视角出发，还原了张恨水所生活的年
代中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这其中有
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有传统的士大
夫的写作，也有市民文学的写作。读
过《张恨水传》，不仅发现了传主曲折

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窥见
了解玺璋对于自己旧梦的一种代偿。

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谢家顺说，
张恨水的作品之多，经历之丰富，他
所表现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
状，我们可以当作一本颇具艺术性的
历史书来读。解玺璋的这本 《张恨水
传》 的重要性，首先源自解先生和张
恨水略有相似的报人经历。从报人的
角度写报人，认识问题定和一般人不
同。其次，解玺璋创作 《张恨水传》
历时 5 年的打磨，把学术界研究张恨
水的成果，很好地吸纳到了自己所写
的这本最新传记里。20个章节，既点
出了张恨水的一生，也把过往对张恨

水的一些误解纠正了过来。最后，
《张恨水传》 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坚
持以事实说话。以史家之目光，用朴
实之笔调来写张恨水，经由不同侧面
的呈现，把一个至真至诚的张恨水立
在读者面前。

解玺璋谈到，本书通过不同的侧
面，立体且较完整地体现了张恨水其
人。张恨水是民国造就的，科举制度
的取消，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给青
年学子张恨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重新认识民国，给重新认识张恨
水提供了条件。张恨水笔下的民国，
有其独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一个
充满人间烟火气、人情味的世俗社

会。张恨水笔下的北京，既有千年古
都敦厚宽容、平和幽默的文化底蕴，
又将新文化融入萧散悠远的古都韵致
之中，更营造出一种兼容并蓄的人文
气息与俗中见雅、雅不避俗的审美趣
味和情致。在他的千余万字的小说、
散文、小品中，为我们保存了昔日北
京鲜活、生动的形象。

如果说鄂尔多斯库布其穿沙公
路 是 一 条 脱 贫 致 富 、 凝 聚 民 心 的
路，那么韩雄亮、杨智凯用50万字
来描述愚公治沙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

《大漠长歌》，就是讴歌党领导下的各
族人民前进在小康大道上的豪迈长
调。

作者以新闻历史钩沉和现实的感
受为基础，编著了这部带有一定文学
报告特性的 《大漠长歌》。该书副标
题是：全球荒漠化防治库布其经验、

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生态范本。我以
为，这是对作品题材内容和文学特性
的准确定位表述。

《大漠长歌》 对这块沙漠的自然
形貌和曲折的社会历史，给予了细密
而又精简的梳理叙述，使人们看到了
中华民族同这块沙漠无法割断的久远
联系和曾经的曲折经历，也让人们非
常深刻地理解，即使如此严酷的沙漠
环境，也依然是我们深厚惜恋的热
土。尽管有过灾难垦荒，有过艰辛惆

怅，有过怨恨别离，但是，库布其仍
然同中华民族，同这里的人们生活生
长在一起。这些看来精简的历史追溯
文字，构成了这部作品生长存在的土
壤。

如今，库布其沙漠的巨大改变受
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的肯定
和关注，这里如同教科书般变成了人
与沙漠、与荒漠环境抗争和实现生态
逆转的一个真实标本，以“示范样本”
的方式给人们许多的启示和力量。

大规模直接与沙漠展开抗争序
幕，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杭锦旗
旗长、书记的李凤鸣、白玉岭等一批
领军人物开始的。白玉岭当年亲自布
局谋划，深入沙漠，像威猛的将军，
统率和指挥全旗上下的各族群众投入
大漠植树，决定性地改变了库布其曾
经的“恶名”，使绿色在这里延伸，
让当地牧民实现了“挣票子”“脱帽
子”（贫困帽），他们总结提供的治沙
经验和他们创造的“穿沙精神”，都
将具有丰富和深远的人类社会意义。
而像在治沙过程中涌现的白玉岭、达
木林、白富华这样的带头领军式的人
物，还有王文彪、张喜旺等一大批大
胆包沙、勇敢治沙、极具非凡意志力
的人物都被载入治沙史册。

这部 《大漠长歌》“史志”式的
书写，呈现了这里的历史改变和伟大
群体精神，使这块古老而又新生的土
地，有了一个文学的记忆留存。

或许是因为代际命名的“起源神
话”造成了太过深远的影响，今天人
们在提及“80后”文学的时候，依旧
很难忘记这个文学群体崭露头角时给
人留下的最初印象。比如1998年起开
始创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比如他们
在世纪之交的图书市场掀起的青春文
学浪潮，比如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
又比如几个总也绕不过去的名字，如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样的认知
惯性，为日后的讨论留下了一系列有
待厘清的偏视，也使得重新指认“80
后”的具体内涵，变成了一项仍需继
续展开且暂时难以定论的工作。“80
后”的文学新变，因此常谈常新。

成长为主流文学视域内
的坚实力量

有必要注意到，这一事实性的
“起源”已经过去了整整 20 年。在这
20年里，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者
逐渐迈过三十而立的门槛，走向不惑
之年。被纳入“80后”阵营的作家名
单也从未停止分化和重组。在纯文学
领域，韩寒、郭敬明已很少被提起，
取而代之的，是张悦然、双雪涛、孙
频、张怡微、文珍、蔡东、周嘉宁、
颜歌、郑小驴、甫跃辉等，逐渐成为
最具代表性与生产性的作家。他们背
后是参差驳杂的成长渠道，而回溯

“80 后”在世纪末的诞生，对今天依
然有效的启示或许在于：这一文学群
体，曾是以如此反传统的姿态进入主
流文坛的视野。无论是爆炸性的市场
成功，还是耽溺于“自我”的美学取
向，“80 后”曾经承受了多少质疑与
争议，就蕴藏了多少生气和解放性。
现如今，最初的热闹散去，写作者也
不再满足于市场的追捧，在20年中反
复宣布“告别青春”。真正的问题或
许在于，这群依然年轻的作家，如何
在文学体制、资本、市场与新媒体的
互动中，不断通过作品证实自我更
新、自我超越的潜能与后劲。换句话
说，如何在美学、艺术质地、思想认
知或精神向度上赓续原初的文学生
气，才是摆在“80后”面前的重要挑
战。

相比于常用于宣传或批评方便的
“转型”之说，“志业化”或许能为我
们提供另一种观察“80后”写作成长
的视角。上述的代表性作家，无一例
外共享了某种可称为“以文学为志
业”的集体选择。这背后包含着双向

的作用力，一方面是青年写作者向更
严格的文学标准靠拢的意愿与实践，
包括成为作协签约作家，也包括争取
专业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则是主流
文坛出于新陈代谢的需要，对于有志
于纯文学创作的“80后”新生力量的
收编。考察这一“志业化”的过程，
2014 年是关键的时间起点。2014 年，
老牌文学期刊 《收获》 杂志分别在第
4 期和第 5 期推出以“80 后”为主体
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在此前
后，不少传统文学期刊已陆续为“80
后”专辟空间，但 《收获》 的“青年
专辑”可以视作“80后”在严肃文学
界最大规模的集体亮相，也是对于其
创作实绩的集中检验。不少“80 后”
作家，自此逐渐由文坛新鲜血液，成
长为主流文学视域内的坚实力量。

写作势能上的放缓与细
作精耕

与此相呼应的一个事实是，不同
于早期商业化阶段呈井喷状的长篇出
版，近几年来的“80后”写作，更多
地以中短篇小说作为突破，展现出不
俗的实力。体裁篇幅上的调整，固然
有适宜期刊发表的考虑，但更多地反
映出青年作家在写作势能的放缓与细
作精耕。这种步步为营的文学训练，
见证了不少写作者对自成一体的文学
基地的专注经营以及个人风格化的淬
炼。只需从近年来出色的中短篇小说
集中稍举几例，如双雪涛的 《平原上
的摩西》《飞行家》 中的老东北工业
基地没落后的工人命运；甫跃辉的

《动物园》《安娜的火车》 对于进城乡
土青年“顾零洲”们畸零命运的关
注；文珍的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
爱》《柒》 对都市男女情感困境与孤
独的持久凝视；蔡东 《我想要的一
天》 对中产阶级的失败情绪与精神隐
疾的体察；又比如张怡微集结为 《樱
桃青衣》 的“家族试验”系列，对形
形色色原生家庭问题的排列组合和思
考等等。借由这个切面，我们也能一
窥城乡、阶级、地域、职业与性别视
野的多元驳杂，实难仅凭单纯的代际
话语进行统摄。

此后，张悦然沉寂十年的“复
出”之作 《茧》，双雪涛的 《平原上
的摩西》 等重要作品的出版与获奖，
引发批评界对于“80后”写作前所未
有的热烈讨论，“80 后”文学亦随之
开启有深度的问题化、知识化转向。
以 《茧》 为例，张悦然有意将主人公
设置为一对生于 1980 年代的儿时伙
伴，通过童年与成长视角触及“文革”
与“伤痕”在祖孙三代人之间的传续
问题，从同龄人的立场，展开对一代
人的罪与爱以及情感与精神归属难题
的追问。即使搁置“一代人的精神成
长”或“标志性的成熟时刻”这样的
判语，回归文学作品本身，人们也不
难看见张悦然等人朝向丰富、复杂、
厚重文学品质的调整。

通过文学想象再造一代
人的共同体

如果“80后”在今天依然是一个
具备话语效能的文学命名，其关键仍

在于其所承载的时代性或同时代性。
更具体地说，是一代人如何讲述一代
人的故事，在整体性话语破碎、现实
经验纷繁的当下，如何通过文学想象
再造一代人的共同体。有趣的是，像
张悦然、周嘉宁这样因为新概念作文
大赛甚早出道，一开始就被“80 后”
命名框定和限制的作家，反而表现出
了更强烈的主动构建“80后”主体的
自觉。这种自觉，清晰地落实到对同
代人所亲历的重大历史时刻的重新激
活，并尝试赋予这些历史时刻有效的
艺 术 形 式 。 张 悦 然 的 短 篇 小 说

《家》，通过汶川地震前后一对青年夫
妇的离家出走，探问都市小资产阶级
青年的生活幻灭与意义感重建的可
能。中篇小说 《大乔小乔》 则以一对
姐妹生命合法性的纠缠，重新撬动

“80 后”共同遭逢的独生子女政策留
下的精神创伤。周嘉宁最新小说集

《基本美》 中收录的 《基本美》 与
《了不起的夏天》，分别处理了九七香
港回归与2000年申奥成功对于一代年
轻人精神结构的隐秘冲击，通过对个
人生活的“事件化”，周嘉宁对个体
与集体，何为青年理想做出了微妙省
思。在此，“80 后”的问题，实则内
嵌于写作者自身，经由对历史与公共
生活的自觉关怀，重构出一代人的参
与实感及成长的坚实意义。这个过
程，同样是写作者对自我认知的校
准，文学能量在挣破单薄的个人言说
欲后，呈现出丰富、辽阔、通往“无
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可能。

在短短不到 5 年的时间内，“80
后”看似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实为惊人
的成长。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路
径如此之多，具有现实主义趣味的时
代性或历史性，并非唯一价值取向，
也绝非青年 作 家 都 须 承 担 的 使 命 。
在孙频的 《松林夜宴图》、文珍的

《暗 红 色 的 云 藏 在 黑 暗 里》、 张 悦
然的 《阿拉伯婆婆纳》 等以艺术家
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另有一种关于
文学本体、艺术与商业资本、日常生
活关系的思考值得引起关注。同样，
在落实到具体作家时，也应意识到并
不是所有写作者都对“80后”心怀认
同，选择模糊化乃至解构代际命名的
大有人在。这一充满魅力的辩证张力
原本就贯穿“80后”的成长始终，但
它们无一例外，都以背向或面向的方
式，铭刻出一代人的艺术与精神轨
迹。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柏杨捐赠陈列展开展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重回大陆真好”作家柏杨捐赠陈列展近

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陈列展包括柏杨先生的字画、手稿、书信、
书籍、照片、剪报、影音资料以及使用过的物品实物等珍贵展品。

“重回大陆真好”是 2006年 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
成立时，柏杨在台北书写的贺词。“重回”意味着他本人及其作品的
双重回归。2007年，柏杨先生在夫人张香华的支持下，将11745件珍
贵手稿、文物、文献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此次展览正是为纪念
他的捐赠义举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指出，柏杨先生作为
作家和思想者，他的著作和思想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强大活力。“在
柏杨先生诸多的身份中，无论是作家、知识分子，是斗士还是囚
徒，有一个身份是最根本的，也是他毕生执著的，那就是‘中国
人’。”铁凝认为这次展出能让更多年轻人从柏杨先生的作品中感受
到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深情与自信。

中国现代文学馆向柏杨夫人张香华捐赠了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
藏精品——柏杨手稿卷》。 （田晓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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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谈散文·散文的现代化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80后”作家再出发
刘欣玥

◎文坛新生代◎文坛新生代

张悦然张悦然 双雪涛双雪涛 孙 频

郑小驴 文 珍 甫跃辉

来自库布其沙漠的豪迈长调
——读长篇报告文学《大漠长歌》

李炳银

解玺璋《张恨水传》全方位再现张恨水一生
韩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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