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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读到一本名为 《地方性知
识》 的书，作者是美国人克利福德·吉尔
兹，讲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事。据说从前西
方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总是用研究者的观
念和眼光去解释研究对象，难免受制于自
已的成见和既有的知识体系，尤其是西方
中心的文化理念。这位美国人则反其道而
行之，要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
看自已所持有的文化，他要钻到这些文化
持有者，尤其是原始文化的持有者土著人
的脑子中去，寻求对其所持有的原始文化
的“深度阐释”，以打破西方人类学研究
的成规和偏见。

这样的看法，让我想起了近一个时期
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有许多作家对“地方性知
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尝试运用“地方
性知识”进行创作，几乎成了一种潮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醒龙的长篇新作《黄
冈秘卷》，也可以归入这类“地方性知
识”小说之列，只不过作者的着眼点是正
在流失的“秘闻”而不是尽人皆晓的“知
识”，所以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我
因此称它为“地方性秘闻与传奇”。

作品以“黄冈秘卷”命名，自然讲的
是黄冈这个地方的“秘闻”与“传奇”。
黄冈确有天下人都知道的十分特别的神秘
和传奇，只是往往经过了书写和传说的改
造，因而人们所知的不过是一些梗概和符
号。在这些梗概和符号之下隐含的一些具
体的人事和精神气韵，才是黄冈真正的神
秘和传奇之所在。《黄冈秘卷》 的特别之
处，就在于它不满足于一般性地描述尽人
皆知的“地方性知识”，如东坡赤壁、黄
麻暴动、黄高神话等等，而是将其笔触深
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通过一个家族数代

人的命运变幻和恩怨情仇，揭示黄冈人的
独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是一部
为黄冈人立传，为黄冈精神立传的书。习
惯于宏大叙事的作者和读者，也许觉得写
中国宏大版图中这么一小块地方，有太多
的局限，但刘醒龙却舍弃了那些先在的宏
大理念，以一个黄冈人的身份和姿态，像
吉布兹所主张的那样，钻进黄冈的历史和
黄冈人的灵魂中去，让黄冈文化的持有者
自已表现黄冈的民风和民性，这正是对通
过以“地方性”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和人
性的一种“深度描写”和“深度阐释”，
这样的小说不言而喻，同样具有一种普遍
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在舍弃宏大叙事的先入之见的同
时，也舍弃了以中心情节贯穿始终的写
法，而采取一种更适合于抉发“秘闻”、
演绎“传奇”的闲聊式写法。但在这种看
似漫不经心的闲聊中，却又有一些核心的
情节元素，对这些随心所欲的话语起焊接
和支撑作用。这种核心的情节元素，基本
上是围绕三本“秘卷”凝聚起来的。一本
是与黄冈高中有关的“高考秘籍”《黄冈
秘卷》，另外两本虽不以“秘卷”命名，
但也属一个家族或一级组织的“秘籍”，
这就是主人公刘声志所在的刘氏家族正在
编纂的《刘氏家志》和黄冈县党组织编写
的《组织史》。这三本“秘籍”，在作品中
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又相互缠
绕，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了作者对一种地
方性文化的阐释和建构。

《刘氏家志》 作为一部家谱，顾名思
义，围绕它展开的自然是一种家族叙事，
它以刘声志、刘声智这两个几乎是“同一
时刻”出生的堂兄弟几十年的恩怨为中
心，追述了刘氏家族从曾祖到“我”的家

族历史，也展现了刘氏族人在当今时代的
命运转换和生活变化。这种家族叙事不在
追寻家族的荣耀，而在表现刘氏先人的勤
谨耐劳、忍辱负重、正直忠勇、执拗端方
的品质，这也就是作者所津津乐道的黄冈
人的性格。刘声志对组织的信赖和忠诚、
在工作中的忘我和献身、对丑德陋行的嫉
恶如仇和不能容忍，虽然有接受革命教育
和革命者影响的因素，但从一个家族内部
的精神联系来说，仍然不能不说是一种文
化基因的转化和传承，因而这样的家族叙
事旨在追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根。

与《刘氏家志》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不
同，由 《组织史》 牵连起来的主要情节，
是围绕主人公刘声志的革命经历展开的叙
事。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充满爱国热
情、与汉奸面对面地作过殊死斗争的青
年，投身革命后，也经历过生死的考验，
为解放黄州作出过贡献。但他的主要业
绩，是新政权成立后，在从地区财税科长
到调往外县的区领导任上，为工作所作出
的奉献和牺牲。在《组织史》中，这位当
过“这个县”所属八个区所有区委领导的
刘声志，和他的战友、另一个黄冈人王
朤，不过廖廖百十个字。在山洪暴发时，
他冒着生命危险无数次潜入水底，排除险
情，在《组织史》上记载的，也不过是三
个字：“擅游泳”。但他却像王朤一样，感
到格外满足。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传记，
而是一个“组织”的历史。这个“组织”
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见诸记载不过百十个
字，甚至籍籍无名的个体，才无坚不摧，
无往不胜，才使得像刘声志这样的“组
织”中人，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
下，甚至遭遇领不到离休工资的尴尬处
境，都对“组织”充满希望和信心。这无

疑不仅仅是在歌颂某些英雄个体，而是在
褒扬遍布黄冈大地的一种革命精神。这种
革命精神既是革命本身的伴生物，也是由
黄冈人的独特性格淬炼而成。

在这三个“秘籍”中，《黄冈秘卷》
既是叙事的纲领，又是情节的枢纽。作品
起于作家少川的女儿、中学生北童对《黄
冈秘卷》 的仇恨和抗议，终于 《黄冈秘
卷》中困惑北童的的那些问题包括那道无
解的“怪题”得到解决。从表面上看，这
部“高考秘籍”似乎与“家族”和“组
织”无关，但作者却通过《黄冈秘卷》中
的两则作文材料，巧妙地穿起了与“组
织”中人刘声志的童年和爱情有关的“家
族”故事。刘声志的一桩因“家族”和

“组织”原因被中断了的婚姻，在他的人
生长河中，不时激起一些情感的涟漪，牵
动着刘声志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生活，也在
全书的情节中布下了一个复杂的谜团。这
个谜团的解决，又有赖于这两则作文材料
背后隐含的复杂人事和《黄冈秘卷》制作
者的最终解“秘”，《黄冈秘卷》因而成了
联系“组织”和“家族”的综合“秘籍”。

整个作品就是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
“秘闻”和由这些秘闻所制造的“传奇”
完 成 叙 事 的 。 是 所 谓 “ 秘 ” 中 有

“秘” 、“奇”外传“奇”，从这个意义上
说，《黄冈秘卷》堪称一部当世奇书。

古往今来，好散文的味
道，不仅仅是一草一木一石
一花一鲲一鹏一人的味道，
而是整个森林的味道、海洋
的味道。反过来，写散文的
那个人，眼耳鼻舌身意，首
先 看 到 的 、 嗅 到 的 、 听 到
的 、 触 摸 到 的 却 是 涓 埃 之
微、秋毫之末，而正是这恒
河一沙、沧海一粟，方构成
一篇散文的大宇宙，蕴育出
天地间的大情怀。

从大了说，所有的艺术
都是及物的，包括文学，包
括文学里的诗歌和小说，即使是浪漫主义、
超现实主义，或是网络文学里的架空小说，
都不是空中楼阁。及的是万物，包括视觉里
听觉里嗅觉里的万物，也包括历史里、个人
记忆里的人物与事物，时空纵横，包罗万
象。散文的及物，说到底不能脱离大地，脱
离日常，脱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否
则便是瞎子摸象、闭门造车。

王国维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
阅世愈多，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 主观之
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
这段话前面说的是 《水浒》《红楼梦》 的作
者，或者辛弃疾、苏东坡等，后面说的是李
煜等等。但我想说，这不是绝对的。一部经
典作品，只有一颗稚子之心是不够的，它离
不开作者的文化底蕴、阅读视野、人生经
历，就比如“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
手”的李后主，若非经历国破家亡，何来荡
气回肠的千古绝唱？我们现在说的“深入生
活”，看似口号，其实不是，我本人在散文写
作中亦深有体会。

我的长篇散文 《纸上》（《人民文学》
2017年第 5期），写的是富阳一个古老村落里
唯一一位坚持古法造纸的传承人的故事。

“纸”是物，“纸上”便是“及物”。为深入体
验、采访，我踩着泥泞，冒着严寒，顶着雾
霾，忍着病痛，亲手触摸在水里泡了 40多年
的 60多岁捞纸工的手。那双手的触感让我震
撼，仿佛摸在一块没有生命的橡胶上，橡胶
上层层叠叠结着白色的、厚厚的老茧和没有
一丝血色的旧裂痕。当时跟着我采访的央视3
套“文化十分”栏目的两位记者也特别感
动，拍到了这个特写，打动了无数观众。《纸
上》 试图挖掘记录现场所有的气味、声音，
将笔尖深入纸的每一层肌理，在“会呼吸的
纸”“一些竹和另一些竹”“酿一坛酒”“水在
滴”“铁煏弄孵出的爱情”“纸孩子”6个小节
近2万字中，解剖一张纸的前世今生、它与主
人公命运的深刻联系、它的传承与未来。《人
民文学》在“卷首语”中说：“《纸上》是有
来源、现场、去向的，是有声音、色彩、味
道、纹理的，是密布质感和充满活力的。作
品体贴着自然古朴绵厚耐久的人心，以及他
们传导至手上活计的心爱喜欢，于是也便有
了朗润透亮的语感，以及与文中人物冷暖共
在的敏感和悄然不响的欢喜。”

我写长篇散文《跟着戏班去流浪》（《十
月》2018第1期） 前，深入越剧草根戏班，和
他们同吃同住同演戏，深度体验原生态民间
戏班生活。文本分“路遇、戏痴、嘟嘟、住
处、小生、吃饭、扮上、唱起、拆台、过
台、封箱、官人、重聚、曾经、沉香”15 个
小节3万字，深情讲述大时代小戏班底层人的
故事。《十月》 在“卷首语”中写道：“文章
真实地记录了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及思想情
感，其真切、细微的描述，远非躲在书斋中
所能完成。我们身边被忽略的现实人生，在
文中挣脱了概念化的存在，变得如此鲜活且
意味深长。”

记得一位诗评家曾说，思是诗的骨头，
盐。就像一个矿工，先一层层剥离掉杂草尘
土，然后穿过岩石和黑暗，最终把矿藏挖掘
出来。我认为散文亦如此，真情与美感，冷
静与敏锐，深邃与无穷等等，就像盐粒，要
从物的海水中升华而来，一篇散文才会“常
有发人深思的洞见与剔骨般层层深入的追
问。超越了事物的表象，篇篇都有其独特的
思想发现”（张抗抗评论）。“哪怕视角很小的
篇章，都会被她挖掘出大气象，以及大海般
安然沉稳的力量。从一条河抵达大海。”（刘
忠评论）。

“守赤子之心，接人间地气，信万物有
灵”是我的写作观。漫漫人生，人的内心必
然会经历无数次价值观的颠覆重建，文学观
的颠覆重建。我发现，越是年长，越深感自
己的无知，越渴望触摸探究世间万物。优秀
的散文，是作者与万物的同频共振，是作者
与读者的灵犀相通；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是
万物与万物之间的灵媒。因此，笔尖已然不
是笔尖，而是纳米针尖，它的使命是寻觅、
抵达最核心。

万物有灵，当你念念不忘，你找不到它
时，它会来找你。清明节前，我去体验了 24
小时茶农的劳作生活，想写一篇散文，但两
个月过去了，迟迟没有动笔。我确定已触摸
到了茶的呼吸，但还未触摸到它的心跳，所
以，我在等，等它来找我。

（作者为浙江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网络文学发端于草根，最初只是一种
自娱自乐的创作形式，创作者因不具有深
厚的文学功底而处于文坛的边缘状态。20
年来，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用户覆盖
率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百万作者和数亿读
者构建起了新型读写关系模式，网络文学
因此找到了生存之本和发展之路。在经历
了艰难的自我塑造之后，网络文学确立了
以大众文化形态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认同体
系，形成了以作品知识产权开发为驱动的
新型文化产业链。如今，网络文学不仅成
为当代文学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
新时代文学开辟了新的空间。网络作家也
由此登堂入室，成为新时代作家群体中一
支引人瞩目的生力军。

网络作家关注现实

目前，网络作家群体中百分之七十是
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青年，“80 后”“90
后”是这支队伍的主体，作为典型的网生
代，他们在创作上最具活力和创造力，敢
于大胆探索和尝试，脑洞大开、不拘形
式，因而催生了当前丰富多元的网络文学
生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是一个常说的
话题，用在网络作家身上十分贴切。但对
于网络作家而言，他们的代际与传统作家
又有很大不同，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迭代
不仅跟年龄有关，也跟互联网技术快速发
展、传播方式的变化密不可分。2010年我
国网络进入 3G 时代，手机阅读市场迅速
崛起，网络文学内容逐步向移动阅读方向
发展。2014 年开启 4G 时代，网络视频大
潮涌动奔袭而来，网络文学迎来了以内容
为核心的IP时代。

网络作家正是在这样千变万化的环境
中锻炼成长的，凭借一本书吃一辈子的现
象在网络文学领域根本不存在，努力创新
与不断更新，是网络作家得以立足的两大
法宝，网络作家唐家三少 15 年从未停
更，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关注现实生活，深入扎根人民是时代对网
络作家提出的要求，也是网络作家成长过
程中必须补上的一课。由唐家三少同名小
说改编的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
世界》播出之后，在网文圈引发热议，一
批以玄幻、历史题材著称的网络作家梦入
神机、酒徒、忘语等都先后涉足现实题材
创作。

近几年，现实题材作品已经成为网络

文学的一个亮点。阿耐的《欢乐颂》关注
都市女性心灵成长和社会问题；齐橙的

《大国重工》 聚焦我国冶金、矿山、电力
和海工等重型装备领域的发展壮大；小狐
濡尾的《南方有乔木》书写无人飞行器领
域的故事，卓牧闲的《朝阳警事》讲述一
个片儿警在群众帮助下屡破大案的成长经
历 。 其 他 如 舞 清 影 521 的 《明 月 度 关
山》、乔雅的《心照日月》、唐欣恬的《恩
将求抱》、蒋离子的《糖婚》、清扬婉兮的

《全职妈妈向前冲》、尼卡的 《忽而至
夏》、冷秋语的《眼科医师》、牛莹的《投
行风云》、吉祥夜的 《听说你喜欢我》 等
作品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时代留给这一代人
的青春记忆，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问题作
出的积极回应。从虚拟的现场感走向正面
强攻的现实感，从脑洞大开到面向社会核
心问题，乃是网络作家在新时代对自己作
出的挑战。

保驾护航 新人辈出

从籍籍无名到声名鹊起，再到蔚为大
观，网络文学经历了艰难的跋涉过程，这
是多方合力形成的局面。首先是政府部门

对网络文学高度重视，扶
持、引导和管理趋于常态
化，全国有 26 个省市建立
了网络文学组织机构，创
作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其
次是文学网站对政策的理
解和对网文的鉴赏力显著
提高，进而对作者的创作
引导更加明确。其三是网
络作家积累了丰富的写作
经验，对创作有了更高的
期许和追求。其四是网络
文 学 产 业 化 发 展 前 景 光
明，道路宽广，出现了跨
文化、跨区域长足发展的
历史机遇。其五是学术研
究和理论批评逐渐成为网
络文学发展的重要抓手，
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有了自
己的加油站。

网络文学的活力在于
大浪淘沙，不断有新人加
入这一行列。如今，一群
2010 年前后开始从事网络
文学创作，年龄在 30 岁以
下的作者，逐渐在各大文

学网站崭露头角。这批作者是在网络文学
发展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对网
文的理解和认识有别于早期网络作者，因
此他们的写作起点普遍较高。这批年轻的
网络作家感叹，自己赶上了最好的时机，
网络文学已经从边缘化进入主流，人们不
再把网络作家当作另类看待，网络作家中
还出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并且进入中国作协主席团的名单。

起点中文网作者叶非夜、苏小暖和会
说话的肘子、17K小说网作者风青阳、高
冷的沐小婧和莳莳，晋江文学城作者板栗
子、三水小草和月下蝶影，掌阅文学作者
洛城东、姜小牙，纵横中文网作者烈焰滔
滔、时阅文学网作者木子喵喵、风蝉和战
贤光磊等是这一时期成千上万成长起来的
新生代网络作家的代表。叶非夜的《国民
老公带回家》、苏小暖的《一世倾城》、会
说话的肘子的 《大王饶命》，语言风趣幽
默，表现手法新颖独特，在读者中产生强
烈反响。其他作者如宅猪、净无痕、米西
亚、豆丁丁、连玦、荔箫、笑佳人、长
洱、平凡魔术师、豆子很忙也都表现不
俗。他们每天都要花费五六个小时用于创
作或者准备工作，收集各种资料，阅读大

量书籍和专业材料，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认真分析研究读者评论。

晋江文学城“90后”女作者疯丢子的
作品网络特征鲜明，同时追求一定的深
度，她创作的抗日题材小说 《战起 1938》

《百年家书》 得到专家的广泛好评，都市
科幻小说《生化，星际外援》和《同学两
亿岁》也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后者
由徐静蕾监制改编成网络剧，展现了新一
代网络作家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大胆将幻
想与现实世界融合起来的独特表现手法。

文学网站肩负使命

新人的成长就像种子发芽一样，需要
一个良好环境，除了社会大环境的改善，
文学网站的小环境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目前大约有重点文学网站六七十家，分布
在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
广东占据了90%的份额，一站多点，突出
重点，加强合作，强化第三方渠道逐渐成
为业内的共识。

2012年以来，除了老资格的文学网站
如起点中文网、17K 小说网、晋江文学
城、纵横中文网等继续开疆拓土之外，一
批具有雄厚实力的新文学网站如掌阅文
学、阿里文学、咪咕文学、爱奇艺文学、
吾里文学等，在IP开发、新人培育方面走
在了前列。在新一轮竞争中，不同类型的
文学网站纷纷深度发掘资源，以个性化为
突破口找到自己的成长空间。一是在网站
的类型化细分方面努力开拓，二是在维护
特定读者群方面不断探寻。比如侧重出版
向的雁北堂，侧重悬疑的黑岩网中文网、
磨铁中文网，侧重“90 后”的凌云文学
网，侧重武侠幻想的传奇中文网，比较稳
扎稳打注重实效的创别书城，开拓二次元
的不可能的世界，以及魔情中文网、断
天小说网、阅书中文网、时代中文网
等网站陆续进入网文主阵地。网文一
直有跟风现象，样式固化是一大弊端，形
式上的不断创新、类型化的深度开掘，为
网络文学产生了新的能量，为网络作家的
成长提供广阔舞台。

当 然 文 学 网 站 还 有 更 重 要 的 使
命，那就是帮助网络作家提升作品的
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这是更长远更
持 久 的 任 务 ， 唯 有 在 这 方 面 努 力 进
取，才能为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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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家：新生代的生力军
马 季

◎文学新生代

地方性秘闻与传奇
——读刘醒龙的长篇新作《黄冈秘卷》

於可训

◎新作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