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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后乡土时期的乡村镜像
□韩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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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灵《一个人和村庄》，《大家》2013年第6期■新作快评

■关 注

记忆的阴霾和那缕消失的阳光
——评李凤群长篇小说《颤抖》 □孟繁华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乡土文明历史悠久，乡村
意识根深蒂固。作为社会和时代的一面镜子，中国新文学对
这种乡土文明和乡村意识有着深刻的书写，从鲁迅到沈从
文，再到赵树理，及至柳青、梁斌，中国的乡土文学或揭示
蒙昧，或返归自然，或改良人生，或触及历史，无论侧重点
如何，大都表现一种近乎原始的、封闭的乡村镜像，俨然一
幅幅前乡土时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但到改革开放
以后，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再泾
渭分明，传统的乡土意识和乡村文化心理结构亦有了较大改
变，乡土作为一个静态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向瓦解，中国逐渐
进入了一个后乡土时期。后乡土时期的乡村呈现出新的情况
和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关注理应成为
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这种书
写仍远远不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陈斌先的小说显示出了
自己独特的价值。

用文学展现乡村变革

陈斌先的小说大都是乡村题材小说，他的小说大都有着
共同的乡村文化背景和氛围，通过这些小说，他几乎是全景
式地向我们展示了30年来中国的乡村发展史，展现了中国社
会转型期乡村文化的特质。从题材来看，他的小说集中突显
了乡村变革进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展示了社会变革给乡
村所带来的阵痛，以及变革时代人们内在心灵的委婉曲折与
波澜激荡。如 《吹不响的哨子》 写了土地流转问题，《铁木
社》 写了下岗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天街咋就恁么长》 写了
城乡底层人民生存问题，《天福》 写了乡村道德问题，《响
郢》 写了乡村族群问题，《乡村大客户》 写了乡村干部担当
问题，《秀秀这个娃呀》 写了乡下人进城与农民阶层分化问
题，等等。这些问题互为参照，构成了后乡土时期的乡村镜
像。事实上，在陈斌先的小说世界里，小城镇与乡村的界限
已经被消弭，在后乡土时期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现代乡
村”。即使像 《铁木社》 这样表现小城镇底层职工生活的小
说，以及《谁把谁的眼泪擦干》这样表现当下快餐文化中年
轻人的爱情态度问题的小说，在文化氛围上也都体现出明显
的乡土文化的晕染，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乡村题材小说的补
充和延展。

陈斌先乡村题材小说指向涉及土地所有制和劳动分配方
式，也涉及农民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的价值观、荣辱观甚
至基本的生活道德。陈斌先对这些问题的关注，首先源于强
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作家的写作既是自我内心世界的
敞开，又是社会问题意识的表达，而有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和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质量。当
然，这种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必然包含了作家对特定时代和
社会的思考，对身处于这一时代和社会中的人的审视，以及
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却没有写
成社会调查报告，也没有写成政治历史实录，而是有着足够的
文学趣味，这一点难能可贵。相比物质层面的变革，精神层面
的变化要缓慢一些、复杂一些，因此，陈斌先将重大的乡村变
革设置为小说的背景，着重书写了在乡村变革中人们的精神
状态，写出了在城与乡、新与旧、保守与变革、落后与进步这些
命题面前乡民们精神上的矛盾、困惑、痛苦与挣扎。正是基于

这样的艺术处理，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故事、看到了人
物、看到了美感，而不再是社会变革的机械呈现。可以看出，
陈斌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每篇小说都有引人入胜的
故事，在叙事上又各有千秋。比如《铁木社》在叙事处理上就
相当精妙。作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架构，而是如鲁迅提倡
的那样“开口要小，挖掘要深”，以一个小县城轻纺协会下属铁
木社职工低保和养老保险问题如何解决为切入点，从中窥见
社会变革时代的历史、现实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小说
围绕何建与铁木社老职工的矛盾纠葛展开，细致而丰富地呈
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天街咋就恁么长》写
出了天街在时代变革浪潮中的由盛而衰，以及在时代更迭中
底层人们的生存遭际与命运沉浮，故事在平静的叙述中展开，
意味隽永，引人深思。《秀秀这个娃呀》中，秀秀进城务工后的
生活道路侧面展现了农民阶层的分化，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
波三折，令人唏嘘。

理想主义的小人物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不乏精彩的故事，更有真实的人
物，这些人物丰富、立体、饱满。如《吹不响的哨子》中的
黄瘪子，作为一个老队长，他一生呵护集体经济，曾经也有
过坚定的信念，但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面前，他的旧观念
已不合时宜，而他自己又无力逆转，于是产生了巨大的精神
困顿。在激剧的乡村变革中，年轻一代农民往往能够更为容
易地转变原有观念，较快地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老一代农
民的转变和适应则要缓慢和艰难得多，黄瘪子对集体经济的
依恋与怅然若失，对新生事物的抗争与无能为力，他精神上
的坚持和固执、纠结与动摇等等，都是非常真实的。《响郢》中
的妖怪皮因为董家与廖家的恩恩怨怨而延宕了婚姻和幸福，
他几十年的人生在充满期待中度过，这中间有坚持和抗争，也
有无奈和失落；有瞬间的喜悦，也有沉重的伤感，所有这些精
神世界的“常”与“变”都让我们可感可触。《天狗》中的天狗是
乡村富裕后一类农民的典型，《天福》中的帖子和帖子嫂也都
形象生动，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在心灵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能够进入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一定是作家心灵感受过、
生命体验过的，而感受与体验的方式又与作家的写作身份紧
密相关。陈斌先长期在县乡政府机关工作、生活，对笔下的乡
村人物异常熟悉；他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有着
更为敏感细腻的感受与体验。读他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一
个乡村生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穿行于故事中，并向我们娓娓
道来，真切而自然。也许正是有着这种独特的复合身份，陈斌
先对社会现实既保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同时又会做出审
美的观照，两者共同映照着作家的思想深处，形成了他特有的
文学视域。当下，文学边缘化的处境较为明显，瞬间消费和享
乐主义成为时尚，在这种时代浪潮裹挟之下，仍然能够热爱文
学并坚持写作，自然需要一种强大的理想主义信念作为支撑，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信仰。面对多元文化与价值冲突，作家
内心会有极大的焦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此消彼长，互相撕
扯。而对于县乡政府干部和作家两个主要社会身份，陈斌先
在内心深处应该更认同后者，县乡政府干部身份是短暂的、阶
段性的，而作家身份则是长久的、伴随他一生的。这种身份
认同直接影响了他作品的价值取向与人物塑造，尤其是小说

的理想主义色彩。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价值指向都是美好的，这些小说

尽管大都饱含着隐忧，结局却并不悲观。《吹不响的哨子》中黄
瘪子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天福》中帖子嫂因帖子的临终遗
言而转变了拜金心理；《天街咋就恁么长》中天街人在二娥的
殡葬中同心向善；《乡村大客户》中王麻子与大丫头的矛盾最
终得到解决；《响郢》中妖怪皮与董青最后携手沉醉在无限的
感伤与感动中。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和无奈、痛苦和挣
扎，陈斌先通过文学的形式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并试图引导
人们超越这些困境，从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

陈斌先笔下没有大奸大恶之人，更多的都是小人物，那
些农民自不待言，大都是可同情可理解的，而那些乡村干
部，不是传统的盖世英雄或现代的卡里斯马，只是在自己的
岗位上尽职尽责勉力前行的小领导。陈斌先为中国文学贡献
的这一系列后乡土时期的乡村干部形象尤其值得重视，在这
些干部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担当意识，同样也看到了
一种理想主义。比如 《乡村大客户》 把农民比喻为大客户，
乡村干部就是为大客户服务的人。“乡村大客户”不是一个
简单的新潮命名，而是寄予了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干部
如何担当与奉献的深刻思考。《吹不响的哨子》 中的乡党委
书记有担当意识，再难的问题最终都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相
比之下，《天狗》 中的乡村干部没有担当意识，问题则变得
越来越棘手。

在陈斌先的小说中，乡村干部形象塑造得最成功的是
《铁木社》 中的何健。与其他乡村干部一样，何健是一个在
社会变革中勉力前行的小人物。作为小县城轻纺协会的会
长，上任伊始，他便面临着严重的工作困局，难能可贵的
是，他没有回避问题知难而退，而是积极担当迎难而上。可
以说，在这些乡村干部身上，寄予了作家无限的期望，他熟
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物，也深知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易
事，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正是出
于这样一种价值诉求，他的小说更多地采用了这种理想主义
的艺术处理。

在陈斌先的小说中，乡村干部面临的问题最终基本上都
得到了解决或暂时缓解，《吹不响的哨子》《乡村大客户》《铁木
社》《天狗》均是如此。为民请命的担当意识构成了作家的主
体观念和作品的精神内核，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明显带有一
种理想色彩，但却不是一种乌托邦妄想，甚至于这种理想主义
背后还存有一些悲情的成分。因为后乡土时期的乡村社会问
题较之城市可能更为复杂，虽然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
突中，那种凝固的乡村文化在汹涌而至的现代浪潮面前已经
土崩瓦解，但乡村文化的原始性却并没有荡然无存，多元的文
化构成使得“现代乡村”面临着更多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接下来也会有更多更为艰巨的难题在
等待着乡村干部们去解决，今后的路他们能否顺利走下来，
理想主义这根拐杖恐怕难以支撑。

陈斌先的乡村题材小说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风格，但需要
警惕的是，乡村题材小说写多了，难免重复自己，极易出现
模式化倾向，在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可能出现雷
同，这就需要作家在题材的意蕴层面进一步开掘，在人性探
索和文化反思等方面继续深入，在小说的格局上逐渐由轻灵
走向深沉，由平实素朴走向大气磅礴，从而呈现出乡土文学
更多的艺术质素，开拓出一片更为开阔的文学天地。

克尔恺郭尔曾教诲说，“学着采用
没有说服力的方式说话吧”，一个小说
家放弃了“没有说服力的方式”，转而
直截了当地“掷地有声”地发言，是
不是还能说服别人呢？

我没法回答，用钱锺书写文章时
的一句话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就是

“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然”。小说叙
事是为了表达对世界的认知，这和现
实中个体漫长的生命经历有关。更何
况，现代小说的叙事有着非常复杂的
成分。

我还是那句话：什么叫好文学，
我的理解非常简单——抓起来放不
下。我特别喜欢传统的东西，哪怕是
创新也离不开传统。如果离开了传
统，创新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写小说也不例外。若不借人物之嘴说
话，而是作者跳出来“掷地有声”地
发言，我认为这不是小说，更谈不上
创新。

旧 有 的 叙 事 观 念 是 要 讲 一 个 故
事。其实，小说最重要的叙事手法是由
此所构成的悬念故事。小说本身就起
源于故事，因此故事是很重要的。对小
说家来说，这个故事一定要有意义，而
且要由自己来发现。只有自己发现了
小说的价值或意义时，文学作品本身才
能呈现多元化的倾向，我们的生活才能
被纳入到不同的言说体系当中，这样的
小说才是最具有意义的。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自身解
放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自我忏悔也
是十分重要的。我试图表现出自己小
说人物身上伴随着充满欲望的内心世
界而来的恐惧感。

当 艺 术 遭 遇 金 钱 、 财 富 与 权 力
时，你将选择什么？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在烟花尘世的
繁华中张扬而逝，一种在锤凿剪锉的敲打中塑为永恒；一
种是皮肉，一种是灵魂。想污染一个地方也有两种东西：
垃圾或是钞票。小说家要做一个精神自治者。通过精神
的创造，满足了人们心灵的需求，有效地安顿了自己的
灵魂。

一个人要对他人和社会有价值，首先自己必须有价
值。因为，一个作家喜欢关注什么，他必然在他的作品中
表现什么；反之，一部作品中主要体现什么，那么它也必然
是作家思维的敏感区和兴奋点。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个
作家的感受力和敏感区构成了他创作天赋的核心所在。
当然，此处的“我”是卑微的，但不是心卑。这正是我的必
然选择。只有站在低处向上看的时候，层次才会丰富。如
果是一个正气浩荡、高高在上的写作者，他面对这样的事
会怎样？我想，除了那种通常的义正词严之外，恐怕也表
达不出什么。而我最想避开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公共话
语，说出我想说的“这一个”。

博尔赫斯说：“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异。”关注
普通人、关心普通人、关爱普通人，从这一平凡经历中
发现有益于社会的主题，于平凡中发现伟大。在写普通
人、写小人物的创作实践中找到乐趣、见到惊喜，这也
是我立足现实、立足本土、立足大众的目标体现。总
之，莫夸恬淡胜荣禄，雁引行高未许闲。我不管有没有
说服力，或者说转而直截了当地“掷地有声”地发言，
是不是还能说服别人呢？我还是没有回答上来。既然回
答不上了，那还是牢记克尔恺郭尔的教诲，“学着采用没
有说服力的方式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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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潘灵的中篇小说
《一个人和村庄》将城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囊括其间。通过
一个“消失了的村庄”和一个坚守者的处境，将农业人口进
城后乡村社会的荒凉推向了极致，同时，也让人再次看到了
城镇化趋势的不可逆。在小说中，作者反思城镇化、思考乡
村、思考城镇化后人的问题都相当深刻。

在《一个人和村庄》中，乡村青年小翠“到镇上赶开往省
城的夜班车”。一个“赶”字将进城的急切很好地再现出来，
也是近年很多农业人口进城务工的状态。但是，涌入城市
的农民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找到他们向往的幸福。《一个
人和村庄》中，主人公包伍明在游荡了大半个中国后，无奈
地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土地有感情，
但更隐秘的原因，却是他无法在城市里找到自己存在的价
值。包伍明是第一个走出丫口村到外面见世面的人。上世
纪70年代初期，父亲包崇仁带领包伍明在丫口村最偏远的
一座山林间辛辛苦苦开垦荒地种玉米，收获之际，被“割
掉资本主义尾巴”逼得上吊自杀后，少年包伍明纵火烧掉
仇人的草屋背井离乡，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乎半个中国。
流浪这么多年，吃尽人间苦头，包伍明始终不愿意说自己
是哪里人。小说写道，10年里，他数次被送进收容所，
却从没成为遣返对象。无论收容干部如何恐吓、如何诱
劝，他的底线是：什么都可以说，就是不说自己是哪里
人。也正因此，他无可奈何地失去了人生中惟一的一次爱
恋，孤寡终生。

故乡对包伍明来说，不是秘密，而是疼痛。身在长期形
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自觉低城市人一等，包伍明不愿
意承认自己的农民身份，就是这种城乡差别的直观反映。
在城市，包伍明无法找到做人的尊严，他只能回到农村，回

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丫口村。他在为自己、为土地、为乡村寻找尊严。在《一
个人和村庄》中，包伍明不忍心让丫口村的土地荒芜，他想在丫口荒芜的土
地上种庄稼。包伍明是乡村文化的捍卫者，“村口那棵八百年的银杏树”是
乡村文明的见证者，包伍明坚决阻止将银杏树挖走，作为农民，他似乎还没
有捍卫乡村文化的自觉，但他捍卫银杏树的行为，却是这种意识的朦胧表
现。

丫口村的男女老少都走了，包伍明却作为一个孤独的坚守者留下来守
候着村庄，文中多次写了包伍明自己和自己对话，亦见其作为惟一守候者内
心的孤独。每年祭祀时，他跪在每一个坟头，为每一个坟头点烧纸钱，以示
追忆。小说的结尾处，包伍明将自己的羊全部取上乡亲们的名字，在除夕
夜，“挑了最好的草料，投放进羊厩后，就站在羊厩边，把那些羊的名字全叫
了一遍”，包伍明拉着二胡，陪自己的“乡亲”共度除夕。他虽然不懂得中国
农民失去土地、农业凋敝会给这个民族带来深刻危机，但他从个人的生命历
程中，从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的经验里，懂得农业、土地、家乡对自己生命意义
的重要。

在城镇化浪潮中，包伍明有点悲剧英雄的意味，当他想耕种荒芜的土地
时，“镇干部说你要在别人地上种庄稼，你就侵占了别人的利益，百分之百不
对。”对银杏树，他亦无力阻止被挖走的命运。现有的土地制度，使得包伍明
虽然回到了乡村，但亦很难找到自由，很难捍卫土地的尊严和乡村文化的尊
严。这才是农村城镇化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李凤群是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青年作家，年轻的
她先后出版了《非城市爱情》《活着的理由》《背道而驰》

《如是我爱》等长篇小说。《颤抖》是李凤群新近出版的
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一部心灵史、精神成
长史。

所谓“颤抖”，就是控制不住的哆嗦，它是生理现
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所谓心惊胆战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颤抖也是抑郁病人的表现形式之一。主人公的抑
郁症和“颤抖”，主要来自她的童年记忆：我“战战兢兢
地长大。有些人的不幸是可以避免的，有些人的不幸
是自己亲手制造的，‘我’家庭的不幸则是无可奈何的，
那是个不能完全自主的时空。”每个家庭都有它的秘
史。一个农民家庭三代同处一室，没有矛盾是不可能
的。但是，这个家庭不仅矛盾重重，更糟糕的是家里阴
霾密布，从来没有任何欢乐和爱。一个孩子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中，其身心感受可想而知。

家庭气氛一般来说是由女主人掌控的。这与“女
主内”无关，有关的是，女主人如果是一个贤惠的妻子
和慈祥的母亲，家里的气氛大体是祥和的。但主人公

的母亲却是一个心地扭曲、极不和善的女性。家里的
许多矛盾都与她有关。她不仅不善待公婆，而且极端
厌恶自己的孩子。主人公童年阴霾的记忆和“颤抖”的
后果，大都来源于母亲的不善，她随意斥责自己的孩
子，让孩子打探大人的谈话。更重要的是，爷爷的死与
母亲有直接关系。这个秘密父亲一直怀疑，20年后真
相才大白于父亲面前：是母亲杀死了爷爷。懦弱的父
亲对这个秘密“认定了20年，也忍耐了20年，既没有爆
发也没有原谅”。在一个充满猜忌、怨恨的家庭里，完
成了孩子最初的心理培育。

没有爱的温暖和教育，这是很多贫贱人家普遍存
在的现象。渴望爱和关心，是每个孩子最正常不过的
心理要求，但他们的存在和要求没人理会。不信任、没
有安全感等，就这样成为一个孩子童年记忆的全部。
对母亲心理、行为的袒露和描述，不是先锋文学的“弑
母”诉求，李凤群是用写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一个性格
鲜明、有真实感的母亲形象。她过去是一个凶神，老年
则是一个“乞怜”的形象。“乞怜”一词就像狙击手，对形
象而言一枪毙命。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我”与一凡的关系。一凡这
个人物在小说中始终处于若隐若现的状态，面目并不
十分清晰。但作为现代青年，他让主人公看到了另一
个世界。他是一个善良温暖、举止得体、十分敬业的知
识分子。他的存在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在鲜明的
对比中，前现代的乡村中国并不是田园牧歌，那里更像
一个无边的泥淖，谁都会越陷越深；但是，作为现代知
识分子的一凡，尽管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与前现代的
昏暗比较起来，它终还给人以乌托邦式的指望。不幸
的是，当“我”满怀欣喜来到一凡的城市找他的时候，一
凡不在了。“他可能出国了，也有人说他得了抑郁症，回
家隐居去了”。这自然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曾有过的
与一凡见面的各种可能和想象都瞬间烟消云散。对

“我”而言，那仅存的一缕阳光消失了，这是“颤抖”又一
次来临的时刻。

如果一凡得的也是抑郁症，那么，这个不约而同的
病症在小说中就因此具有了某种隐喻性质。它的普遍
发生，喻示了“现代”精神生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
李凤群在小说中没有盲目地歌颂“现代”，现代有它自
己的问题，而且现代的问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造就了
同一种后果：病患并没有从我们的世界消失。《颤抖》深
入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细部，它令人颤抖又难以回
避。应该说，这是一个年轻的勇者来自内心深处的自
我告白。生活是如此的沉重和惨烈，穷苦人和弱势群
体甚至难以维护自己生存尊严的最后底线。当然，作
家呈现“颤抖”是为拒绝生活中的颤抖，是为了“颤抖”
不再发生。

毕光明、姜岚的《纯文学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3年4月出版）是他们近年论文的合集，也是他
们对当代文学“问题”与“方法”的思考和表达。毕
光明关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体现出他作为资深学
者的眼光和手腕，代表着当代文学研究在某些领域能
够达到的高度，同时散发着来自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的

“地气”。
毕光明重视文本阅读体验，警惕理论带来的负面

影响。他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评论研
究重理论、轻感悟的倾向令人忧虑，需要改弦更张
了”。这正是他多年参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建设
换来的经验之谈。“理论先行”的副作用就是生搬硬
套。在这样的背景下，毕光明坚持使用、丰富“纯文
学”的概念，既让自己找到了话语空间，同时又不受
累于理论的重负，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人智慧。

毕光明还提出，“纯文学”并不是躲避现实，而是
“从一定的高度、在历史的视野里批判现实”。面对文

本，毕光明不借助流行理论，而是将“纯文学”作为宗
教，支撑起自己的发言平台。毕光明借用了“纯文学”
的外壳，内部运作的却是文学的“历史的批判”功能，这
不仅丰富、发展了“纯文学”的概念，还从实践层面给予
了证实。

毕光明对作品的判断常常能够表现出他不一般的
“眼力”，他具有较强的大局观，在考察作品时，通常
是将其置于文学史的范畴，这是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基
本方法。毕光明的文章质朴实在，但是却有明确的文
学史的方位感。可以说，《纯文学的历史批判》 中的
研究文章不仅表现出他作为批评家的敏锐，还表现出
他作为文学史家的深刻。在重读铁凝《哦，香雪》的
时候，他认为这部作品“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审
美范型”，“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出现的诗性叙事，
它以人格成长的人文内涵和主观化的表现方式，加入
了‘文学回归到自身’的努力，呼应了再度奏响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主旋

律。”毕光明对 《哦，香雪》 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结
构性意义”予以肯定，显然，这个论断只有在文学史
的视野中才能凸显，因此，毕光明的“重读”就是一
次文学史的检阅。

对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的重读同样引人注
目，他认为，“林震是个以理想主义为中心的个人主
义者，或者说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并
且，“其中包裹有不光彩的成分”。不论是否同意毕光
明的观点，但他的研究的确带来很多启发，丰富了林震
的人物形象。

毕光明虽然主张纯文学，但并不因此占据道德立
场或精英立场，刻意强调自身的批判性，反而表现出对
其他文学样态的宽容。同样，他对作家在创作中的缺
点也持宽容态度：“作品是人家的孩子，孩子生下来了，
美丑本由不得父母，可我们不看人家的优点，专挑眼睛
小了，嘴巴大了，鼻子塌了，脖子短了……这样的批评
又有什么积极效果呢？”毕光明将“作品”喻为“人家的
孩子”，显示出他温厚的一面，他的温厚来自内心深处
的对人的尊重和体贴。

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毕光
明形成了个人标签化的、体系化的“问题”、“方法”，有
得有失，值得关注，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无疑丰富和拓
展了学科的边界和深度。

毕光明的温厚和敏锐
□刘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