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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蕙仁 就阅读感受而言，杨永康的文字“陌
生化”一些，而汪瑞与曹洁的散文恰恰

属于过度“熟悉”。我所说的熟悉，指的是一种气息，也正是这
样我才把汪瑞与曹洁归为一类。就他们的书写对象而言，差
异很大，汪瑞的文字里多涉及青藏高原之军旅生活，而曹洁则
像一位有着古典情怀的追梦人。汪瑞的文字把军人的奉献精
神放在显著的位置，尽管在她的描述中并不缺少西藏地理及
边防战士日常生活情趣，但她还是没能摆脱作为行业报告文
学旨在展示行业价值的局限，这是一种常见的局限，是一种
常见的气息；曹洁的行文似乎很讲究外在的韵律，在面对一
些典型文化遗存时，总有“深深”的感慨。我理解她对古典
情怀的依恋——但她止于表层，还没有能力阐明在何种意义
上古典情怀怎样地作用于她这一个体，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局
限，也是一种常见的气息。汪瑞和曹洁都是有着可贵追求的
写作者，但这一类的写作者必须警惕在流畅甚至圆融的表达
中、在熟悉的“正面”的气息中、在获奖的掌声中、在熟悉
的叫好声中，陈言的过度侵入，警惕经验主义把日常实用价
值轻松植入文学，因为经验主义并没有能力看清自己也没有
能力呈现自己。

杨永康的写作，迥异于汪瑞与曹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不停地探索散文边界。他把我们似乎熟悉的世界打碎或者
打乱，重新拼接或建造。毫无疑问，他给我们呈现了“陌生化”
的效果。在阅读者那里，阅读感受是困难而奇异的，寥寥可数
的场景是我们似曾相识的，但那也仅仅是一闪而过，大量的地
名人名来自作者自由的命名及借用。就现有的面貌而言，我
想，西方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美学及早期存在主义是杨永康写
作借鉴的重要资源。文艺史上一个阶段的风景，却成为他精
神上长久的居所。我尊重写作者对个性化表达的不懈追求，
但我仍然想说，“陌生化”也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上帝死了”，
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汇合造就了“陌生化”之风光种种，但那
实在是文艺史上一个阶段性的故事，后来的人们早已从那里
走出来了。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杨永康式的写作要放弃
原先的追求；我只是提醒，不要忽略后来发生的文学史，因为
所谓“真理”、“真相”有时是在一个大的时段后才浮现出来。
写作者有时很方便地将人世视为“他物”，而把自己安排在“他
物”之外。不能见容于当世，是一部分写作者心头暗暗自得的
因素。这似乎成了一种“美丽的方式”。世界在被叙说的时候
确是他物，但世界的本质不是他物，它是全息之物、总和之
物…… 所以，我建议，杨永康回到一座真实的大山面前，
翻越它，就像回到一些貌似熟悉的公众话题，用探索精神

叙说它。
尽管只看到三个人的作品，但我还是看到了两大类型的

散文，提供给我两个方向上的联想，并且由此我试着提出两个
方向上的警惕。优秀的写作总是难的，就像我所从事的编辑
工作一样，惟有不止步于目前，才有机会看下一处风景。

宁肯 工具散文是散文的本义，散文是传达思想
的工具，有一个中心——其他表达都是围绕

这一中心的。审美散文与工具散文正相反，它最主要的特征
是无中心思想、多元、分散、不确定，强调的是思想的过程而非
思想，是流动的、多变的、在场的，是生命与情感和智性每时每
刻的介入，心灵是审美散文惟一的或最大的母题。工具散文
有审美性，审美散文有工具性。鲁迅的杂文和《野草》相比，前
者是工具散文，后者是审美散文，《野草》呈现鲁迅的黑暗之

心。《背影》《荷塘月色》堪称艺术散文，却非审美散文，因为这
两篇散文表达的东西是确定的，有可以总结出来的鲜明主
题。工具散文是散文的常态，审美散文是散文大世界的一个
还在发展中的品种，其未来就像其本身一样是不确定的。散
文看上去与心灵挨得最近，天然要表达心灵，但真的以心灵为
本体来表达又会侵入小说的领域，像《追忆似水年华》，散文总
是存在着越界的危险。

汪瑞、曹洁的散文显然是工具散文，杨永康是审美散
文。汪瑞写西藏阿里开头非常棒，抓住了一些非重要的细
节，整体紧扣着危险、死亡、牺牲的主题，很有力量。曹洁
散文语言工整、简洁、优美，面对岩画的思考有深度。两位
作者的不足在于审美向度比较单一，价值观过于公共，缺少
个人性或主体性。散文的心灵应是多面的，最好像上等的钻
石一样有许多面，这两位的面就显得少了一些。杨永康的散
文从一开始阅读我就听到两个声音：赞扬和反对。赞扬是觉
得杨永康的散文太独异了，是坚持了许多年的独异，已构成
独特的写作编码。整个散文传统特别缺少这样独异的写作。
在这个意义上，杨永康会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具有极大的
异质性。反对的声音是杨永康的散文局部很棒，碎片、跳
跃、诗性、哲思纷至沓来，但是难以持续阅读，不符合人的
最基本的阅读心理。应该说对杨永康的散文还没有最后的判
断，这种判断我认为也没什么不好，散文缺少别样的东西，
那些未完成的东西。

郭艳 散文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一方面切断了
古代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密码和精神气息，

另一方面又让汉语这种古老的方块汉字跻身于现代生活的声
光电气与活色生香的场域。在现代白话文作为语言工具被广
泛应用的同时，中国现代散文也开始了自身不断求新求变的
写作。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不确定性、灵活性使得散文本
身无法用既有的定义和特征来规范，散文对文类规则的拒
斥，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体功能系统具有很强的扩张
性。散文的不确定性、灵活性和开放包容的文体特质，恰恰
可以呈现现代人生活的丰富性和精神的复杂性。而当下散文
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却无法有效地深入现实生存和精神生活的
核心，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同时也显示出当下散文写
作的困境与难度。

汪瑞的写作是一种独特生活经历的记录，高原地理环境
和特殊的军人生活情境，叙述边防军营与和平年代边防军人
独有个体经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饱含悲壮、责任和担当。
然而这种对于独特生活经验的摹写，恰恰缺乏对个人化精神
体验的精微体察，从而也无法超越简单的同情和眼泪，很难在
多个维度展开对于军旅生存更为深层的反思。曹洁的写作更
多是个人情感和情绪的表达，流畅唯美的语言在优美表达的
同时，也带来过度熟悉的审美疲劳。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把握
在同质和平面的维度上消平了散文审美和意蕴的深度。她们
两人可以归为一种个人经验写作，这也是当下最为庞大的散
文写作类别。这种类别的散文重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叙述，而
缺少对于个体精神体验的深度体察和扪心自问的内省意识。
杨永康的散文具有先锋性质，强烈的文体意识无疑试图超越
当下散文写作形式的平庸和精神的顿感。极具形式感的絮
语、重叠、反复的意象映射出忧郁、困顿、疲惫而忧伤的灵魂。
他以碎片化、陌生化风格体认当下文化语境的混乱和芜杂，同
时也在这种风格中走入某种先锋的困境——文本表达和思想
意识的碎片化产生强烈的互文效果，作者的“哲思”也悄然流
失在文本的背后。“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的幽冥
相隔之感依然让阅读者非常怅惘。我喜欢猫头鹰暗夜的飞
翔，然而飞翔的地域、疆界和目标依然是存在的，遥远星辰的
光亮闪烁在无尽的宇宙苍穹，一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诗（文

学）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赋予。

王冰 把握好写作中的平衡与失衡关系是散文写
作技术中非常重要的。杨永康散文有一种

毫无头绪的忧伤，这种忧伤使得我们在他倾斜失衡的文字背
后，感到了一种稳定平衡的内在精神的结实与魅力。他散文
中的巴尔扎克、克莱尔、帕尔玛、拉丹、繁哈尔、即将落山的太
阳，慢慢回家的羊群，坐在山坡看对面山影的那个人，在耳朵
里游了一圈的蝌蚪等等，都让人在不觉间走进了他为我们营
造的灰暗昏黄的帷帐之中，让我们在忧伤中去看他文字的摇
曳飘忽。汪瑞的《走阿里》是对一种奉献精神的展示与礼赞，
她笔下的高原、烈士、墓地、冰冻，战士生活的单调、艰苦，以及
由此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位移与失衡，都让我们不能自由呼
吸，我们对那些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存在，都必须从内心深处表

达敬意；比如《一个人的盛宴》传达出的个体高原生存的沉重
压得我们不能移动，让我们无法从中逃离，然后又再次回转。
于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只能安稳地表达我们的敬意，而没
有其他了。散文所要求的表达上的失衡就成了汪瑞写作中难
以攀登的最大的雪域高原了。曹洁散文写得很行云流水、四
平八稳，几乎找不出太大的毛病。但锦缎一样的表达很容易
让人陷入一种麻木的阅读中去，我想她的散文应该在平滑之
中用失衡的剪刀剪上几剪子才好。一个散文作家思想要有深
度、语言要有表现力、要有对文学的新发现和新理解，要在前
辈走过的道路上放上几块黑石头，让自己的散文之车颠簸摇
晃一番，在平衡与失衡中找到一个危险的但不至于倾覆的点，
这样也许能在文学之路上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

王秀云 第一个感受是诚恳。汪瑞拿出了自
己最深的生命体验，但是作者最好能

隐藏得深一些。家国情怀可以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和细节表
现出来；边防军人并不是生来就是英雄，要勇于打开自己和人
物，让人物成为饮食男女和血肉之躯。第二个感受是享受。
曹洁是在享受文学，她的散文轻盈、周正、细密，她写得淡定从
容，不卑不亢。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美的。曹洁如果想改
变一下的话，不妨放开内心，放松姿势，充分释放一下自己。
第三个感受是冒险。杨永康一直在探索，不停挑战自己。他
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庸常写作，但他拒绝了。这种写作是
对平庸写作的挑战，是有一定引领作用的。杨永康是一个仍
然在路上的作家，攀爬在那条不知道伸到哪里去的隧道。我
建议杨永康要警惕自己，思考是否有必要让自己一直全副武
装，在隧道中独行。

储成剑 杨永康散文运用大量的暗示与象征，
在梦呓一般的叙述中将读者带入纷繁

庞杂的精神家园，闪烁着现代主义绘画一般的奇异之光。杨
永康散文极具挑战的实验性，同时又因为找不到破译它们的
密码而惴惴不安。高原和部队是汪瑞散文的关键词。她用朴
实灵动的文字记录着高原上的军队，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
经历造就了汪瑞散文题材的独特性，这也使她的散文具备很
强的可读性。可是作家自我的独特感受还是显得少了一些，
这削弱了作品的内在感染力。曹洁于游走之中触摸历史文
化。其散文是轻松、愉悦而朗朗上口的，有时候甚至会让读
者产生一种错觉，感觉自己不是在读文章，而是在听影视解
说词一般。曹洁的散文在取材和行文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人文
意识和理性思考，但我难以在这些思考中进一步找到和作家
内心相关联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和魅力，但还是缺
少点气韵和滋味。读散文是读心灵和性情，散文这一文体的
命脉就是“自我”。这个“自我”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作家
通过文字所散发的独特气质。杨永康的散文所散发的个人气
质我尚能感受到，而在汪瑞和曹洁的散文中，我却难以把握
这种气质。

马金莲 汪瑞散文试图塑造一个感人的群体
形象，个体塑造上不够鲜明生动。大

篇幅的直抒胸臆有时候会伤害文本本身，反而导致文本的思
想性不够深刻。曹洁文字写得很从容，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出
发去写作，对世界、人生乃至庸常琐碎生活都充满着一种与众
不同的发现和体悟。杨永康散文思想深邃而另类，文本信息
量很大，不讲故事，淡化情节，在一种昏昏欲睡的阅读中给读
者提供了一些对人生的特别的发现和感悟。他笔下物象不是
现实中具体单纯的物象，而具有了多重意义，是基于真实的虚
构。我在杨永康的散文中读出了浓郁的小说味道。《露在外面
许多年》像一篇小说，它颠覆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套路，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阅读视角和新鲜的感觉。

贾文成 当下散文一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
景象，各种散文文集、随笔等琳琅满

目，另一方面散文刊发状态、创作热情、思想性等显现出日
渐被边缘化的趋向。汪瑞的亲身经历和高原上的独特体验是
她写作的亮点，但从文学性和语言的审美上讲，汪瑞的散文
显得有些不足，缺乏语感美和张力。其次，与这种现象相反
的另外一种散文写作现象，就是过分地追求文字的精美，刻
意地追求文字效果。表面上看似华丽，实则言之无物，甚至
是喃喃自语，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在做文字雕琢游戏。这样的
作品，一开始读起来，读者很容易被那些所谓精美的句子和
语言所吸引，但读过之后，除了对语言文字的欣赏，从这些
文字里几乎看不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含义，更谈不上深
刻的感悟。

还有一种散文就是写作者刻意追求散文的哲理思辨，把
写作当成与尼采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去追求所谓抽象化的散
文写作体验。这样的体验反映到作品的内容上，就是缠绕、晦
涩，少有人能毫不费力、一口气读下去，这就使阅读成为少数
人进行学术探讨和自我满足的文本。对一种文学文本来说，
艺术性、思想性以及审美价值无疑是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
准，但把读者排斥在外，不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真的就是好
的文学作品吗？我们是应该走近读者，引起读者共鸣，还是狭
隘地坚持所谓的雾里看花般的文学体验呢？

莫晓鸣 汪瑞的散文写出了冰雪高原上生存
环境的残酷，写出了生命的脆弱，也写

出了艰苦环境中战士的忠诚与奉献。作者写作时怀有深深的
悲悯情怀。汪瑞的文字很实在，不矫情，不玄虚。汪瑞生活的冰
雪高原地区使她具备了题材优势，那里恶劣的气候和无处不
在的死亡威胁，令人非常震撼。同时汪瑞的生活中不断有故事
发生，在我看来，她写出来的很多题材都可以展开，可以独立
成篇，但她却将很多打动人心的人和事简化了，写淡了，然后
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篇文章中，这很浪费。

刘迪生 杨永康的散文洒脱、超然，精神上放
达无羁，有如横斜在悬崖边的树，于红

尘中独舞。他对散文形式的突破应该是孤注一掷的。在他这
里曾经被奉为经典的美文的概念、诗化的概念、形散神不散的
概念等等，都不足挂齿。他重新建构另一个激荡着历史回音
的世界，后现代意识流小说自由散乱的碎片拼凑、贝拉塔尔

《都灵之马》式呓语般场景反复重现、弥漫着神秘色彩的陌生
化符号的堆砌，三者互为犄角，一起构建了一个充溢着孤绝之
美的密闭的杨永康式的散文景观——精心布局的形式与意象
的诡异迷宫。最高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最真实的生活是荒
诞的生活——毋庸置疑：等待“戈多”的人，除了奴隶主，便是
奴隶吧。他那荒诞、残忍、沧桑的笔触，冷酷得有如仵作翻动
尸体的胸腔，却又自我痛苦地拷问着心灵的归宿。无论是在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中，那种对艾略特诗歌梦幻式的感悟；还
是在《自鸣钟》中，关于时代赋予人民的苦难与痛苦的感慨；抑
或是在《毫无头绪》中，对庸常生活的质疑与解构。无论散文
的形式如何迥异，他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类群体性的灵魂世
界，这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突围时期先锋派的实验主义异曲
同工。

李万华 写散文的人最好走过一些地方，认识
一些人，经历一些事，除了基本的文化

素养，有大胸襟，还要懂一些花鸟鱼虫、吹拉弹唱的杂学。写
作时不要单纯地为文而文，有一点闲笔，有一些趣味。在散文
上，我并不推崇明人那样虚实不分地记录他们艺术化的生活，
当然也无法向两汉唐宋几代文人的散文学习，因为他们的散
文，更多的是实用文体。我喜欢先秦散文，他们在一种近乎
单纯的氛围中，写下了细微到秋毫、宏阔到宇宙的散文。曹
洁的散文境界开阔，语言典雅朴素，语境优美，行文之中，
有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和成熟思考，如果我来写的话，我会
在章法和情绪控制方面采用音乐的方式，在细节描写方面更
加细腻。

林虹 杨永康的散文产生的意境有画面感，画面
交叉的角度像万花筒一样，堪比蒙太奇。思

维断点式散射着，充斥在字里行间。节奏的无序跳跃和变换，
肆意而丰沛，在这种独辟蹊径的叙述中，哲学的思想却蕴藏其
中，不露声色。这种另类表达，使得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陌
生的魅力，杨永康的散文，因为是探索性的、冒险的，所以，他
的那种梦呓式的、絮叨式的叙述，少了一种更广阔更明亮的情
怀，词语的回环运用有点矫情。曹洁散文的调子充满了诗性，
善于抒情，词语唯美，意境的营造也美，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
场感。 但曹洁的散文太重于抒情，冯秋子说：抒情是文学创
作的最大陷阱，掉入这样的陷阱，理性的思考就欠缺了。汪瑞
的语言朴实，情感真诚，其作品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叙述了她在
高原的生命体验，这种本真的叙述呈现了散文的高贵。真诚
让她的散文充满了温度。而她的散文语言还可再打磨，叙述
的角度可多样化些。

马万里 杨永康散文是迷人的，也是有力量的，
那些莫名其妙的事物、断断续续的故

事、黏黏糊糊的感悟、似是而非的情绪、密密麻麻的渲染，使他
的散文具有朦胧、多义、多样、多象的品质，他把孤独、美妙的精
神体验、精神游历融化成一种任性、洒脱、时尚、现代、飘逸、灵
性的美与梦，瞬间将我们瓦解。汪瑞的散文写出了一个军人在
高原、在险恶的环境下的真实体验，她用真情实感写出了一篇
篇催人泣下的美文，让人充满了敬意。她的作品充满了真情，很
完美。曹洁的散文有一种古典的美，文字从容淡定，清新凝练。

当下散文观念和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散文的文

体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散文写作呈现出新格局。为

进一步推动散文创作，探讨青年作家散文创作得失，4

月29日，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集体研讨了杨

永康、汪瑞、曹洁三位学员的散文作品。本次研讨会

从散文叙事的流畅性与陌生化、散文的审美性与工具

性、散文写作的平衡与失衡、散文写作的家国情怀与

个体经验的处理、散文写作如何从古典文化中汲取养

分等几个方面对三位学员作品进行了剖析。大家畅

所欲言，在探讨和分析中加深了对散文创作的认识，

达到了在学习中探讨、在探讨中学习的目的。参加本

次研讨的有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一鸣、教学部主任郭

艳，孙吉民、严迎春、李蔚超、张俊平、赵俊颖及“鲁22”

的全体学员。本次研讨会还特地邀请了汪蕙仁、宁

肯、王冰，对学员的作品进行点评。

——主持人 严迎春

本期话题本期话题：：

散文创散文创造的边界造的边界

————对当下散对当下散文创作的再思考文创作的再思考

散文写作是作家主体精神的一种自由审美实现形
式。无疑，相比于其他文体，散文写作是对个体生命经
验最直接、自如、自由的诉诸与表达。它不仅饱含作家
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客体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揭示，更
是作家心灵的真实“自传”。如果将小说比作博尔赫斯笔
下的“小径交叉的树林”，把诗歌比作“三千年前，引人
惊叹的闪电”，那么散文则更接近于人类面对大地的心灵
倾诉。“有我”、“求真”、“由自”，或是散文的突出特
征。周作人强调散文要“言自己之志”，“以自己表现为

主体”；李素伯认为散文特质在于“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
现与生命力的发挥，有着作者内心的独特的体相”。“有
我”，就要求散文写作要杜绝公共体验、公共语言，抒写
个人性、特质性、创造性经验。“求真”，则是散文的文
体伦理，是长期以来散文读者和作者之间达成的一种默
契。狄德罗说，“任何东西敌不过真实”；维特根斯坦指
出，“关于写作，你不可能写出比你自己更真实的东
西”。散文强调真实，就是要警惕陷入虚无、虚假、虚
伪，描绘真的客观世界，表达真的生命体验。胡适曾论

说，“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
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由自”，意味着散文作
家应秉持独立品格，阻拒外部力量侵入，通过自由内质
和自在外形的创设，在心绪无拘的流淌中，获取世俗意
义的暂停，抵达对世界抑或内在精神结构的审视或警
醒。总之，散文写作应是散文作家自由的而不是桎梏
的，个体的而不是群体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关注
生命的而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对于
世界的把握、体验和垂询。

散文特质的想象
□李一鸣

学员简介
杨永康，甘肃庆阳人。出版诗集《满手汉字》、散

文集《再往前走》《咖啡馆渐次消失》等。曾获冰心散
文奖、黄河文学奖、敦煌文艺奖。

曹洁，笔名如水，陕西清涧人。出版地理文化散
文集《素履》等。曾获冰心散文奖。

汪瑞，河南南阳人。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守防日
记》、散文集《当兵走阿里》。曾获军旅优秀文学奖、
昆仑文艺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