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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与诗歌、小说等文体并非孤立
存在，散文中的各文类之间也有重叠之
处，从而形成散文的“跨界”现象。但
学界对此少有关注，也缺乏深入思考与
认真研讨，从而导致散文写作和研究的
一些误区和盲点。

首先是散文的“外跨”，这主要是指
散文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交叉与交融。

比较典型的是散文与“诗歌”结
缘，从而形成两种文体：一是“散文
诗”，二是“诗的散文”。对于前者，人
们往往比较熟悉，像鲁迅 《野草》 中的
多数作品是散文诗；对于后者，人们多
有忽略，如纪伯伦散文 《泪与笑》 中的
作品多属于诗的散文。不少人将“散文
诗”当作散文，其实它是诗。与“散文
诗”相比，“诗的散文”不是“诗”而是
散文，它虽有诗意，但诗性不如“散文
诗”浓。“诗的散文”不分行，是连缀的片
断，不像“散文诗”需要分行。因此，鲁迅

《野草》 中的 《雪》 是“诗的散文”，而
不是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是“散文诗”。

散文与“小说”的交融，也是一个
重要现象。这在鲁迅、废名、沈从文、
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一些小说中，
可见散文化的笔法与意趣。这也是为什
么有时很难分清甚至无法归类，他们的
一些作品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近些
年，有作家提出散文写作的跨文体问
题，甚至认为散文完全没必要坚守“真
实性”原则，可让散文进入虚构甚至虚
假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跨
越”和“越界”。

当然，还有一些更大胆的设想与突
破意愿，即让散文进入一个不受阻隔甚
至没有规约的境地：在散文中加进电影
的蒙太奇，产生刹那的闪耀；将散文与
其他文体杂交，形成“非骡非马”的一
种“四不像”的散文？这既是一种文体

“跨界”，更是一种观念“越界”。
其次是散文的“内跨”，这是指散文

文体内部的文类跨界。
严格意义上说，当前的“散文”是

一个现代概念，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自周作人提出“美文”后，散文概念又
缩小了，更强调散文的文学性与美感。
新时期以来，有人提出“大散文”甚至

“大文化散文”，希望散文超出狭小天

地；也有人提出要“净化散文”，即反对
广义散文，强调散文的艺术性。其实，
在中国古代，所谓散文是指“文章”或

“文”，它是一个更加广大博杂的文体，
即所谓：“有韵为诗，无韵为文。”据统
计，中国古代文章种类多达 160 个，可
见分类之繁盛。现当代以来，整体而
言，散文已远无古代文章那么多种类，
但因承继古今中外传统，仍有不少种
类。在这些种类中，也存在“跨界”问
题。

“小品文”是散文之一种。1934年被
称为“小品文年”。曾孟朴、胡适、林语
堂都对“小品文”大加赞赏，认为它代
表散文的成就。然而，至今无人能说清
楚“小品文”与散文的关系，即它们的

内涵与外延之异同。以至于鲁迅将
“小品文”看成杂文，叶圣陶将“小品
文”与散文等量齐观。这就造成“小
品文”概念的滥用以及它与散文概念
的含糊。另一个更容易混淆的概念是

“随笔”，即将它与“小品文”混杂起
来，所以林语堂在 《小品文遗绪》 中
曾表示：“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
志笔调，闲适笔调，娓语笔调，名词
上都不必争执。”因为自从西方散文家
兰姆的“essay”传入中国，周作人、
林语堂、梁遇春等人的随笔就受其强
烈影响。当然，还有小品文与序跋、
随笔与演讲、杂文与随感、书话与日
记等的交叉与融合，这都是散文的

“内跨”。我认为，作为散文的重要文
类，“小品文”比杂文的纷乱和批评性
要清新和轻松，比“诗的散文”的诗
意要平淡和委婉，比“随笔”的散漫
絮语要短小精致。与小品文的精致、
性灵、趣味比，随笔更多了些漫长、
絮语、优雅和思想性。小品文的要点
在“品”，“随笔”则在“记”。

应该说，突破散文的种种限制，
让它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受
益，也让散文的分类更加丰富多样，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也要注
意其风险和失误，那就是过度“跨
界”，从而失去散文体性和导致异化。
如将更多诗性加入散文，就会将散文
变成“诗”，至少使散文失去真实与自
然。杨朔曾自豪地宣称，他写散文的

最大秘诀是“将散文当诗来写”，这固然
有助于增加散文的诗性美，但其最大问
题是，因为诗的夸饰和炫张让散文失去
自然平和之致，导致情感失真与泛滥。
这在余光中、余秋雨的散文中多有表
现，如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老的
好漂亮》《莲恋莲》，不谈内容，只看题
目就会感到情感的做作与虚妄。又如用
小说等笔法写散文，其长处是可通过讲
故事增加作品的长度和张力，但最大问
题是没有节制和情感失真。因此，散文
的“外跨”和“内跨”一定要掌握一个

“度”，决不能因过度跨越而使散文失去
文体特性和文类本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文学
部主任)

2018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
说《单筒望远镜》。

我会不会被人认为重返文坛了？会不会是
我创作的“第二次浪潮”？

我肯定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需

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
这部小说很早就在心里。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

关系。西方人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
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写过相关的小说。在
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

《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
部《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

这小说是写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年代。
是一个跨文化的爱情遭遇，一个浪漫的传奇；
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的背景上，又
注定是一个悲剧。

我在天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
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
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
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
中国其它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
时得天独厚。

小说家最终要用人物说话。就是小说最终
还是要完成一些审美形象。我写了两个女人，
不同文化铸造的文化性格。她们截然不同，甚
至相反。这两个女人却都与主人公情爱纠结。
折磨主人公的心灵。她们是那个时代可爱的又
无辜的悲剧主角，是殖民时代的牺牲品。我想
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人性的关切，以
及对历史的反思。

我同意人文社编辑对我小说用了“意象
型”这个概念。

在小说中我用了好几个意象，比如那棵古
槐，孤单的小白楼等等 （租界边缘许多这样的
房子，一面窗子对着租界，一面对着老城）。
单筒望远镜是最主要的。使用它，只能用一只
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在爱的立场选择可能是
美，从人性的立场上选择则需要沟通，从文化
上可能选择好奇，在历史局限性上可能会对准
对方的负面。其实，这里的那个时代所有人
物，都使用这个单筒望远镜。

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我反对“文明冲突

论”。所以我让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
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因为，在东西文化之间，
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
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这小说在我心里放很久。一个作家肚子里
不会只是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
长，但放得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
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
以写了。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
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
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
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
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
有底气。

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
天叫我多做事，就请多给我一些时间。

加拿大华文女作家曾晓文的散文注重记录自
我的生活、游历，抒发心灵的感悟。《属树叶的
女子》是她出版的第三部散文集，阅读这部散文
集，读者能感受到她对文学与艺术的追求、对人
性与情感的关怀。

散文集以《属树叶的女子》为名，作者以树
叶这一名词作为自身的一种属性，充满创意。树
叶附于枝头，一切尚有庇佑；树叶告别枝头，

“漂泊”成了作者的宿命，但这里的“漂泊”不
是被动的流浪，而是主动的追寻。作者不安于做
一粒被呵护的种子，而愿意当一片飘零的树叶，
告别安稳的环境，寻找向往的未知。这片树叶之
身跨越大洲大洋的距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栖
息，“把心中的期待舞得淋漓”；而树叶之心始终
满怀充沛的情感，以友情、亲情、爱情为依托，
在思索中“栖息不安分的灵魂”。

作者行走于各地，身体在路上，心灵也在路
上。这位“属树叶的女子”在多年的经历与追寻
中品尝了人生百味，实现了文学与地理、电影的
跨界共融，展现出人性关怀。

从欧洲、北美到亚洲，曾晓文都能在所到之
处把当地景观和文学艺术联系起来，在篇章中实
现地理与文艺的跨界交流。在巴黎拉丁区，她畅
游于作家与作品笔下的浪漫巴黎，《流动的盛
宴》的艾美特咖啡馆、乔伊斯的公寓、魏尔伦的
阁楼、聚集知识分子的花神咖啡馆……作者身处
现代，而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实现灵
魂相通。她把都市空间作为考察对象，漫游城
市，寻找乐趣，发掘今人与古人的连接点。曾晓
文的游记并不是导游式的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到
某地，进行文化与历史的考察，化简单的行走为
切实的探索。

作者抓住了每一个城市的特点，例如浪漫的
布拉诺、神秘的拉玛奈、令人惊喜的法国乡间
……作为编剧的曾晓文还实现了文学与电影技巧
的跨界，在移步换景的笔法中加入了蒙太奇手
法，实现了画面的变化与时空的跳跃。在卡夫卡
故居里，她把卡夫卡的童年、爱情、职业与死亡
的四幅画面拼接起来，实现了文学笔法与电影手
法的互联，展现出她对在文学中不断挣扎的卡夫
卡的同情。

曾晓文把此时的游赏与彼时的回忆串联起
来，展现出艺术的多种可能性。《蓝色忧郁》 作
者以一条“蓝色”的线索贯穿全文，从绘画艺术

出发，涉及心理学的知识，最后落足于文学上，
实现了跨学科的交流。侃侃而谈，随意挥洒，人
性关怀跃然纸上。

这部散文集还收录了作者大量的情思随笔，
女性自身的细腻敏感让她能从日常生活中感悟到
各类情感触动，发出了灵魂深处的歌与哭。

友情会带来温暖，也会让人痛苦。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友谊与现实交织成两张不同的网。

《别离在即》 写于作者离职之时，她在往昔回忆
的照耀下谈友情的珍贵，于别离之际感受到曾经
忽视的温暖，这份细腻的感触让人动容。

太平洋隔断了联系，却隔不断亲情。当作者
的姥姥与父亲走到人生最后的阶段时，她都因身
在海外而无法陪伴他们走完最后一程，作者的伤
痛无奈都化作“心中的悲歌”。她在姥姥的葬礼
后书写回忆，回顾童年时期与姥姥生活的点滴，
这些或愉快或伤痛的记忆成就了今天坚毅果敢、
细腻敏锐的曾晓文。《背灵魂回家》 一文记录了
作者在父亲离世后，把父亲留下的书籍远渡重洋
带回加拿大，在翻阅书页的过程中与父亲展开灵
魂对话。作者以写作的方式，传递着父亲对文学
的热爱，把父亲有限的生命化作无限的文学语
言。纵然已在国外生活多年，作者心中一直有一
根弦与祖国相连，亲情就是这根触动作者心灵的
弦。

北美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前沿阵地，其华文
小说已得到较多人的关注，但散文领域的跨界创
意、情感交融、身份特征等特点还有待研究。收
录进曾晓文这部散文集的作品已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因此，笔者相信《属树叶的女子》作为海外
华文散文丛书之一，会使北美散文在中国传播得
更广，也会成为北美散文研究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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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散文的跨界问题
王兆胜

关于散文的跨界问题
王兆胜

◎文学聚焦

●散文的“外跨”和“内
跨”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决
不能因过度跨越而使散文失去
文体特性和文类本性。

跨界行走 身心之旅
——评曾晓文《属树叶的女子》

何春桃

阅读傅宁军长篇报告文学新作 《南
京先生》 时，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哲学家
约瑟夫·坎贝尔有关神话的经典论述：

“神话可以滋养人类的集体精神生活，失
去神话容身之地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灵魂
的社会。”《南京先生》 的非同寻常之
处，在于向我们提供了生活中的真人真
事演变为神话故事的精彩过程，从而揭
示了神话承载民间信仰的价值及对现实
社会伦理重建的辐射效应。

故事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民国初
年，马祖北竿岛发生瘟疫，一位江姓郎
中毅然答应跨海前往北竿救人。北竿百
姓从此世世代代铭记这位良医的大恩大
德。“南京先生”从一位现实生活中的良
医，为何能被一方民众奉为神明？北竿
民众传承的文字里这般描述“南京先
生”：“贯通天文地理，深谙阴阳五行，
精通医术病理，熟知良方药材，威名远
播。”更为让人敬仰的是他“舍己救人”
的精神。也许可以说，一个平凡的人，
只要做出了造福百姓的不平凡的事，百
姓就会将其奉为“神人”，让他的壮举通
过“神话”代代相传。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承续和创
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精英的理想诉
求、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伦理道德，以
及具有永恒精神价值的核心理念，常常
借助缤纷多样的民间承载模式得以传
承。我们可以举出多种例证，说明民间

信仰承载模式的多样性、复杂性，诸如
家训、族规、族谱、祠堂、私学、地方
戏曲、各类祭奠仪式活动……而“神
话”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们是精英
思想文化创造的重要补充，也是精英理
念能否深入人心的一道门槛。

这样一个发生在现实中的鲜活的凡
人演变为神话的故事，可以用四个字来
概括：“行善·感恩”。读《南京先生》会
让我们产生“代入感”，既为“南京先
生”的非凡行善之举感动，也为北竿百
姓时刻不忘的感恩之念而感动，皆因我
们在现实中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不知道什
么是“善”，也不懂得“感恩”为何物的
人和事。《南京先生》的故事在时代的背
景板上凸现出它的分量和价值。一种提
升国民素质、维系社会良序运行的伦理
价值理念，需要不断创造、记录新的有血
有肉的故事，才能使之得以薪火相传。无
论时光的浪涛如何汹涌，“行善·感恩”的
精神之树，始终葳蕤常青。

作家傅宁军数次来回奔波于海峡两
岸，怀着一颗对“南京先生”的敬畏之
心，寻找“南京先生”的身影，记录其
感天动地的善举、马祖北竿百姓世代感
恩的情怀。正因他扎扎实实追随“南京
先生”的脚印，经历了艰苦深入的体验
式采访，也才有资格在作品中说：遥想
当年，“南京先生”在民国初年，坐着木
帆船在海上颠簸，从马尾到马祖再到北

竿，该是多么地艰难辛苦？
感谢作家的汗水和鲜活灵动的笔

墨，为海峡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情
感纽带的牢不可破，提供了典型的案
例 和 优 秀 的 文 本 。 期待在海峡两岸民
众中，涌现更多的“南京先生”；期待更
多的凡人，创造出不凡的“神话”故
事，让“行善·感恩”的价值理念，如同
血液生生不息，恒久地流淌在一个民族
的血脉中。

民间信仰的承载模式

——读傅宁军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先生》

陈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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