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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参加第六届鲁迅文
学奖中篇小说奖评奖工作的感受，那就是两个
字：“纠结”。实名投票，取向公开，令人纠结；初
评、终评合而为一，阅读量大，令人纠结；而实力
派作家众多，好作品云集，让人难以取舍，是更
大的纠结。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第六届鲁迅
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奖，作者的分量重，作品的质
量高，评奖是建立在丰厚又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跟往届相比，本届中篇小说奖的参评作品，
达到了 255 篇，数量更多。从总体的观感看，给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是参评的作家，从老一辈
的王蒙、丹增，到新一代的马金莲、马小淘、蒋
峰、霍艳，包括了从“30 后”到“80 后”的六代小
说作家；而滕肖澜、计文君、薛舒、裴蓓、崔曼莉、
徐虹等联袂而来，更以其不俗的实力，显示了

“70 后”一代的整体崛起。另外一个突出的现
象，是已有影响的小说名家，稳定地发挥出了自
己的已有水准，而正在崛起的文学新秀，也各自
表现出了令人惊喜的进取。在他们的共同努力
之下，中篇小说正成为在反映生活和触摸人性
上，卓具表现力和最具成长性的小说文体。

在阅读中，总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
而他们的作者大都是在中篇写作领域里初露头
角的新人。如张怡微的《试验》、陈年的《小烟

妆》、崔曼莉的《求职游戏》、徐虹的《逃亡者》、马
金莲的《长河》、马小淘的《毛坯夫妻》、蒋峰的

《手语者》、孙频的《月煞》等。这些作品在直面现
实的写作中，显现了年轻一代的别样视觉，带入
了年轻时尚的审美情趣，但这些都埋设于情节
的巧妙营构与故事的精到叙述，使作品既有看
头，又有嚼头。这些作家作品，虽然最终并未获
奖，但在几轮的淘选与竞争中，都广受评委们的
好评，展示了自己的文学潜能与卓异才情。

255篇参评作品，经过五轮竞争与投票，最
终 5 篇作品获奖，这是一个在比较中选优拔萃
的过程，也是评委们不断寻求最大共识的结果。
事实上，最终获奖的 5 篇作品，在“写什么”与

“怎么写”的有机结合上，既体现出了作者个人
在小说创作上的较高水准，也整体上反映了中
篇小说创作的最新风貌。

直面现实有新意，叙述手法有创意，是一些
获奖作品最为突出的一个特色。格非的《隐身
衣》，以满含悬疑意味的叙事，讲述了一个音响
师的婚恋与生活，而其中隐含的却是文与野、雅
与俗、美与丑、伪与真、形与实等从现实到精神
的诸种况味。作品在可作多种解读的意境里，淋
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以艺术方式介
入现实、反思生活的超凡能力。胡学文的《从正

午开始的黄昏》，从另一角度切入现实，通过乔
丁在明里的家庭生活与暗里的偷窃营生的两面
人生与双重人格，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人格分
裂与精神困顿。由一个寻找秘密的游戏性故事，
还原被遮蔽的人生本相，胡学文探悉的是人们
并未自觉意识到的生命的迷津。与格非、胡学文
不同，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以密实的细节、
细腻的感觉，描摹了两个女人之间的心理较量，
上海婆婆与外来儿媳的纠葛包含了传统的婆媳
矛盾，又内含了本地与外地的抵牾，较量既是争
斗，又是磨合，结果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由《美丽
的日子》可以看出，发见日常生活的个中微妙与
内在隐秘，是滕肖澜小说创作的拿手好戏。

吕新的《白杨木的春天》、王跃文的《漫水》，
在“写什么”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以散文化
的笔墨状写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生活故事，但吕
新似乎更在意主人公曾怀林在连续的生活变异
中的心理煎熬，重在剖解人物难以名状的精神
创痛；而王跃文显然更关切乡间人家的彼此关
系，重在刻画滞留于老辈农人之间的人性人情、
民风民俗。值得称道的是，无论是吕新的擅于人
性触摸，还是王跃文的长于人文寻索，两位作者
都在作品中表现出以散淡的语言、醇厚的意味
来营构独特的故事、突破既有程式的不凡功力。
作为已广有影响的实力派作家，他们没有停止
自己艺术探索的脚步，这是令人为之钦敬的。

参评作品普遍优质，获奖作品各有千秋，这
些作品的参评与获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小说
作家们实现了一次作品筛选与自我检省，最终
获奖的作品也以各自的方式，标识了中篇小说
创作的新进展与新高度，这是这次评奖超越个
人获奖的更大的意义。

纠结的背后是欣喜
□白 烨

近年来，文学的创作方
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网络文学
自不必说，传统的小说写作
也有越来越长的趋势。相对
来说，作家对长篇小说的重
视程度要超过中短篇，对中
篇小说的重视又超过短篇。
很多年轻作家一上手就写长
篇，从中篇小说写作入手就
算是重视写作基本功的好现
象了，对短篇小说的轻视与
很多年轻作家艺术上的欠缺
大有关系。长篇小说、中篇小
说因为出版和影视改编等，
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能为
作家带来更多收益，更受作家的重视。而短篇小说要以
短见长，相对更纯粹、更讲究艺术性，从文学意义上，我
们有必要对短篇小说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然，这么讲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短篇小说创作真
的就乏善可陈。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共收到
267 篇短篇小说和 19 部小小说集参评。应该说这 4 年
来的大部分优秀作品都申报了，但也有一些非常优秀
的作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评。“文无第一，武无第
二”，我认为评奖并非要给参评作品排出令每个人都信
服的顺序来，而是根据评奖的规则从中挑选出足以代
表这些年创作水平和创作成就的几部作品。因此，尽管
我们不能说一些没有获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如获奖作
品，但获奖的作品应该说是这4年来相对优秀的作品，
作为这4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是没有问题
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
说奖的评选还是比较成功的。

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的写作手法比较传
统，但其叙事纯净畅快，文字简洁有力，显示出了作者
良好的叙事能力和对题材、文本的驾驭能力。作品小中
见大，巧妙地处理了中俄两军因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
军队管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引起的误解、较量，使一些原
本微不足道的小事显得饶有趣味和意味，很好地反映
了中俄两国、两军及其关系的发展状况。

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写的仍然是“京漂”这个
生活在北京底层外来者群体的边缘生活。这篇小说的特
点是它以一种诗意的姿态和腔调讲述了这群底层小人
物无望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作品以大雪与鸽子为意
象，描写了这群小人物涌动的理想和幻灭的现实，揭示了
他们麻木外表下内心真实的疼痛。

叶弥的《香炉山》描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看似平淡
却蕴含着张力。主人公夜游香炉山时与一个陌生男子
的相遇，预期要发生的“故事”却终归没有发生。但通过
其中隐藏的“戒”与“爱”的较量，作品将女性内心世界
的复杂幽深作了极为深入的表达，并由此对当下人际
关系的现实和人性深处的奥秘做了极富意味的探究。

叶舟的《我的帐篷里有平安》是一篇让人总觉得意
犹未尽的作品，似乎一场大戏的幕布还未拉开戏却结
束了。但是，这拉开的一角幕布却让我们对幕后的一切
有了无限好奇，让我们通过一个帐篷明白了世界，通过
一个黑脸人理解了信仰，看到了芸芸众生在尘世的追
逐和对信仰的渴望，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这篇作品好就
好在它似乎远离尘嚣却又与当今社会关系如此密切。

张楚的《良宵》通过一个逃离都市的京剧名伶在荒
村与一个染病少年相处的故事，对社会现实的冷漠无
情进行了细腻的书写，对幽微的人性进行了精准的开
掘，让爱在苦难与疼痛中彰显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人物
内心的孤苦绝望，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中爱的温暖，
是具有大爱、大悲悯情怀的优秀之作。

获得提名而未能获奖的几部作品中，黄咏梅的《瓜
子》是非常优秀的一篇，这部描写底层人物的作品，在
对城乡关系与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上，有着积极的开
拓意义。陈河的《怡保之夜》从题材到写作手法上，都表
现出了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写作明显的差异。李进祥
的《四个穆萨》描写不同背景下同名穆萨的四个人物，
表现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国际化视野。南翔的《老桂家
的鱼》写作手法比较传统，但就题材的把握和叙事的控
制讲，处理得非常到位。

《光辉岁月》是短篇小说中获得提名的惟一一部
“80 后”作家的作品，作者笛安在年轻读者中广有影
响。这部作品未必是她最好的，但仍显示出了鲜明的时
代感。它的叙事缺少节制和行笔散漫的问题，在当下年
轻作家的创作中也普遍存在。笛安没能获奖是一个遗
憾，也是一件好事，这会促使他们这代年轻作家在今后
的创作中把作品写得更精致、更讲究一些。毕竟他们的
路还很长，相信他们今后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小小说没有作品获奖算是另一个遗憾。这些年，小
小说的发展走向了一条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与短篇
小说精英化、艺术化的发展方向相背离。小小说不是更
短的短篇，它有自己的文体特征与审美倾向，把它和短
篇放在一起评奖，很容易使大家不自觉地以短篇小说
的标准来衡量它，使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可能是
一个需要进行奖项设置调整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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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是一个观察
中国文学发展别有意义的视窗。由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评
奖，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报告文学
在守本开新中行进，是一种有活力、
有发展、有作为，在文学界和社会上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体。

作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报
告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真实生动
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多姿多彩的社
会生活。特别是在表现中国梦的时
代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
方面，报告文学卓然有为，像《乒乓
中国梦——走进蔡振华团队》《大学
生从军报告》《致以共和国的敬礼》

《中国飞天梦》《探海蛟龙》《百年钟
声》《在那遥远的亚丁湾》《启航，信
义之船》《感动的力量》《成德之道》
等作品，凝聚着爱国进取、仁爱向善
的正能量。同时，报告文学作家又能
介入现实生活，写作《十四家》《上
访》《红脸》等反映现实多样存在的
作品。一方面报告文学坚守非虚构、
强化现实题材的报告，另一方面又能开拓求新，
延展写作空间，丰富叙事方式。历史叙事成为报
告文学的重要构成。《帝国的终结》《1911》等再
现沉郁难耐的历史，《渭河传》《中国，有一座古
都叫大同》《承载》等书写的则是中华文化史的
重要章节，《陈独秀江津晚歌》《南溪水》《姥娘》
等将个人史、家族史与国家大历史作浑然一体
的复合叙事，尤其是《滴血的乳汁》《板仓绝唱》

《风卷红旗过大关》《大别山红军系列》《抗日山》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等是中国革命史、建设
史的叙写，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参评第六届鲁奖评奖的报告文学有194部
（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2010年以来报告文
学创作的活跃。参评的许多作品在文体特性的
体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表达等方面显示出较
高的水平，这为报告文学奖提名作品的推出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
调查》，题材重大，视野开阔，内蕴丰富厚重；阿
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虽是历史非虚构，
但也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岳南的《南渡北归》体

大叙详，是一部关于民国知识分子
的深度有味的书写；赵德发的《白老
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选题
独特，于经济事象中凸显人性景观，
别具一格。青年作家丁燕的《低天
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是一
部优秀的短篇。作者为写女工亲自
去当女工，真切地写出了底层普通
劳动者的真实生活。

5 部获奖作品，突出地体现了
报告文学真实、直接、快捷地反映社
会和时代重要话题、重大主题的文
体特点与优长，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和现实性,叙写的题材又多样广泛。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是一部接地气
的作品，作者黄传会聚焦的主人公
是我们的城市“不可一日无”的农民
工。这不只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问
题报告，也是一部向新时代农民工
致敬的感奋之作。内蒙古作家肖亦
农以自己真切的亲历亲验，见证了
沙漠变成绿洲的“传奇”，他的《毛乌
素绿色传奇》结构精致，叙事饱满，

生动地描绘了生态梦、中国梦的美好图景。铁
流、徐锦庚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事关民办高
等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公平，题材卓异，有问题的
呈现，更有对民办教育创业者的讴歌。优秀的报
告文学写作，需要达成“报告”与“文学”的统一。
获奖作家的扎实采访、田野调查和案头功夫，追
寻的是报告文学写作的客观真实；同时他们又
不自然主义地复写对象，注意表达的主体性和
文学性。擅长于散文写作的任林举，以《粮道》主
题直达国计民生，作品叙写虚实相生，有严峻问
题的呈现，有精警思考的导入，有美文随笔式的
表达，实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报告文学。这是近年
报告文学写作去模式化的一种收获。这次获奖
的《底色》是一部特殊的历史写作。年逾八旬的
将军、作家徐怀中，以近 50 年前的“战地日记”
为底本写成《底色》，是一部珍贵的“生命写作”。
历史渐行渐远，亲历者关于战争的记录、思考，
将会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正在成为往事，
报告文学需要重新出发。

在写作越来越多元和自由化的今天，做一
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从 223 部参
评作品中最终选定 5 部，无论是对于参评的诗
人，还是对于评委来说都是空前的挑战。这不仅
是对 4 年来中国诗歌创作整体情况的检阅，而
且也是对那些有方向的诗人的艰难寻找。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参评作品数量大
且风格多样化，包括现代诗、散文诗以及古体
诗词，基本上代表了当下诗歌写作的多元化路
向。其中的“80 后”和“90 后”参评诗人尽
管还大体处于写作的成长期和探索期，其风格
也还处于成型阶段，但是他们思想的开放程
度、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以及开阔而大胆的想象
力都令人刮目相看，值得深切期许。

在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乡
村生活、乡村写作与城市化景观之间形成了非
常显豁的“断裂”。而如何在此“断裂”地带进行
写作就成了当下写作乡土题材的诗学难题。而
对乡土写作和西部写作予以重新审视并进一步
开拓的代表诗人是陕西诗人阎安。他立足于西
部和乡土，又通过个性化、现代性的诗歌方式以
及对传统文化和乡土文明的重新思考，对以往
的乡愁、挽歌、叹惋、沉痛的乡土伦理化写作予
以提升和超越。阎安的诗歌厚重、沉稳又具现
代性的美学探索精神，具有深入的历史意识和
当代体验。而此次以军旅、抗战和中国梦为题
材的主旋律写作也出现了可喜的态势。军旅写
作如何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题材和模式化的
宏大历史叙事是一个难题。军旅诗歌尤其是中
青年诗人在个人与民族、存在与死亡、当下生活
与历史记忆的重新定位与思考中使得这一类型
的诗歌在呈现出个体真实的同时也实现了想象

的真实、军旅生活的真实以及历史的真实，在表
现时代主旋律和宏大主题的同时携带着生命体
温、思想深度、人文情怀和社会观照。

大解和李元胜的写作也呈现出新世纪以来
非常重要的诗歌方向。他们沉静、深入、内敛，
不仅有悲悯的时间之痛，而且以扎根向下的敏
锐、深省、沉郁的入世意识凸显出愈渐开阔的精
神路径。这样的写作专注于个体心灵境遇与现
实世界的探询关系，凸显出个体存在、日常性生
活经验与时代现场之间的对话与摩擦。他们善
于在日常化的事物和生活场景中发现诗意，揭
示真理，表达灼见。

从代际上而言，参评作家既有“90 后”新
人，又有耄耋老人，写作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都
是空前的，比如乡土写作、底层写作、军旅写作、
西部写作、少数民族写作、现实写作、女性写作、
长诗写作都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而中青年女
性诗人占到了相当的比例且个性迥异。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
文本，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少
数民族写作的类型化。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女性
诗人，在母语和汉语之间、在民族的地方性体验
和时代复杂进程之间提供了具有探索性和开拓
性的努力。以海男为代表的女性写作，不仅对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和
女权主义立场予以更宽阔的融合，而且在细腻
深刻的女性体验和爱情想象的基础上对宏大的
历史叙事加以深入开掘，令人耳目一新。这种
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与幽微的女性意识结合所
凸显的诗学新景观突破以往女性写作的狭小格
局，无疑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女性诗歌
的巨大收获。

在密林中寻找方向
□霍俊明

诗 歌

申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作
品，计有 226 部。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观
察，可以说充分体现了散文这一文体的本质
属性。内容上无远弗届，或关注当下，或回望
历史，或寄情自然，或解剖人性，大千世界，万
事万物，都成为艺术表达的对象。形式上也
是异彩纷呈，既有对传统叙述手法的继承，又
有文体上的锐意鼎新，姚黄魏紫，各擅胜场。
它们延续了以往历届作品的追求，并在广度
和深度上有所拓展和递进。很大程度上，获
奖的 5 部作品具备了标本的意义，成为衡量
近 4 年来散文创作成就的一把标尺，观察当
前和今后散文创作走向的一个坐标。

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刘亮程对于拓
宽散文边界所作出的毋庸置疑的贡献，在此
次的《在新疆》中获得了延续。他描绘广袤新
疆大地上真实、质朴、严峻而浪漫的生存，传
递出的是极为独特的气息。在广阔而深邃的
思维映照下，他细心观察身边的人、物和事，
用生动饱满的细节和清澈朴素的语言给予表
现，生发出有关生命、自然和历史的感悟。贺
捷生的《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以红色后
代的独特身份与感受，记录了父母早年血与
火的战斗生涯，以及自己童年所经历的动荡
而严酷的生活，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中刻
画丰富复杂的人性，优美而感伤的文字间，
却时时迸发出震撼心灵的力量。穆涛的《先
前的风气》，通过向传统文化汲取思想资源
和表达方式，来映照当下现实，言说间流荡
的那一种狡黠、机巧和智性，与不长的文章
中体现出的迂曲、往复和摇曳之姿相互映
衬，颇具意趣。和作者此前的多部作品一
样，周晓枫的《巨鲸歌唱》对语言和表达的
探索，依然推进到了一种令人目眩的极致状
态。关于生和死、关于善和恶、关于成长和
衰败，远非新鲜的命题，但借助于作者高度
个人化的敏锐的感觉、新奇的想象、舞蹈飞
翔般丰美华瞻的文字，借助于对生活的细部
和皱褶的精准凝视和细腻表达，这些探究和
诘问在作品中获得了犀利的、焕然一新的效
果。《回鹿山》的作者侯健飞并不广为人知，但
他的这部长篇散文却一炮打响，凭借的是作
品所具有的坚实的内在力量。父与子之间的
厚重隔膜，随着彼此间灵魂的敞开而逐渐剥
蚀，被遮蔽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厘清，代

价便是内心的苦涩和创痛，一个人在历史和
环境中的渺小与无力感被描摹得入木三分，
让人喟叹不已。

还有不少未能获奖的作品，也同样显示
出了不凡的质地。鲍尔吉·原野的《原野上的
原野》，是对于故乡蒙古草原的深情歌唱，那
里天地辽阔，奶茶飘香，人性质朴，笑容美
好。梁衡的《洗尘》，在对重要历史人物和事
件的重新打量中，在对当下世风的评说臧否
中，梳理历史的轨迹，思考民族的命运，充溢
着大气象、大情怀与大悲悯。张炜的《疏离的
神情：万松浦讲稿》，讲述了一位诚笃的写作
者所应当确立的姿态：他如何安放自己，以及
怎样才是他和世界的恰当的关系。陈四益的

《忽然想到》，嘲讽和鞭笞不良世相，出文入
史，绵里藏针，挥洒自如，知识人的风骨和担
当跃然纸上。塞壬的《匿名者》，袒露的是底
层的真实和严酷，这些血污一样绽放的“恶之
花”，将社会转型期的丑陋赤裸裸地呈现出
来，令人惊骇并深思。祝勇的《故宫的风花雪
月》，聚焦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书画名作，从
那些灵动而沉寂的线条、笔墨和色彩中，探究
艺术家与社会、艺术作品与时代精神的关联，
文本兼具诗性的飞扬和理性的凝重。凸凹的

《故乡永在》，是对故乡土地上质朴的人、事与
物的深情回眸。其间那种绵长、浑厚和深邃，
令他笃信“大地道德”的力量，寄望于通过它
来匡正时代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弊端。胡冬
林栖身原始森林十几年写出的《狐狸的微
笑》，散发出浓烈的树木、青草、泉水和腐殖土
的气息。经由描绘那些山林中的精灵们，作
家生动鲜活地诠释了“生命共同体”与生态和
谐的时代理念。李娟的《冬牧场》记录了作者
跟随哈萨克牧民在僻远的冬季牧场度过的时
光，荒野中的凛冽，毡房里的温暖，平凡生活
的艰辛和美，有一种镂刻般的质感。如此等
等，不一一例举。它们和获奖作品一道，共同
构筑起近年来散文创作的高地，也成为中国
当代文学群峰中的一座巍峨的山脊。

散文是自由的吟唱，是心灵的真情告白，
是精神的不懈追寻。对苦难的悲悯，对真理
的追索，对善美之境的向往，构成了灵魂交响
曲的不同声部。纵览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
杂文类申报作品中的优秀之作，再一次生动
地印证了这一点。

多声部的灵魂吟唱
□彭 程

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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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
理论评论奖的 134 部（篇）作品看，
它们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近年来文学
研究与批评的状况与成绩。概括地
说，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批评家们保持着巨大的理
论热情。不管在任何时期，文学的发
展都取决于创作与理论的共同发展。
批评家们是否响应现实社会的召唤，
是否对变动的文学情势作出理论的
响应，是否以创新的勇气不断提出理
论话语，常常是一个时期的文学是否
具有活力的标志，也是一个时期文学
理论自身建设成功与否的尺度。从参
评作品看，理论批评工作者在文学理
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上都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特别注重从中国当代社会变
革对文学的影响、从中西文化与文学
的对话和交流、从新媒体对文学格局
的改变、从审美趣味的变化对文化风
尚的影响入手，提出新颖的理论命
题。在理论研究中，批评家们越来越
具有主体意识，力图接续民族文论的
传统，注重本土文学经验的归纳与提
升，并努力建构具有个人学术风格的
话语体系。

二是对文学现场强烈的介入意
识。在参评作品中，有关文学思潮、
文学现象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的评论
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不但显示了近

年来文学创作斑斓多彩的现实，更
显示了批评家们自觉的现场意识，
彰显了理论批评关注具体创作的功
能。一些新的文学现象及时得到阐
释，如底层作家的创作与生存、打工
文学现象、地方性写作等等，使文学
从不同范围、不同角度得到了阐释，
少数民族文学、军事文学、女性文
学、青年创作、儿童文学、网络文学
等等已经构成了明晰的批评分工。
面对诸多现象与文本，批评家们几
乎在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并且形
成了许多批评热点。正是批评家们
这种尽职与热情，才构成了创作、批
评与接受良性互动的文学生态，也
使文学批评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三是批评话语的多样化。理论
批评工作者们不仅贡献了理论成
果，不仅对具体的批评对象作出了
有效阐释，在话语形态上也作出了
贡献，从而推动了理论评论自身的

发展。很显然，许多前沿的研究方法
得以娴熟地应用，学科间的交叉不
断产生边缘效应。许多著作显示出
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丰瞻的学术
积累和规范的学术表达。同时，更有
批评家显露出自由不羁的批评个
性，以生动的文字、感性的意象和抑
制不住的激情，使批评同样成为诗
意的张扬。

不能不说到几代同堂的理论评
论队伍。从参评作者看，许多年事已
高的理论工作者如孙绍振、乐黛云、
李衍柱、鲁枢元、袁学骏等等依然活
跃在一线，而“70 后”、“80 后”的批
评家已俨然成为理论批评的生力
军，如李云雷、张丽军、张莉、夏烈、
傅逸尘、何同彬、李学斌、李遇春、邵
燕君、徐肖楠、杨庆祥、赵月斌等，都
显示了良好的学术训练、理论素养
与批评品格，他们的朝气与锋芒让
我们对当代批评的未来抱有信心。

获奖的5部（篇）作品是参评作品
的代表，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上述特
点。孟繁华的《文学革命终结之
后——新世纪文学论稿》对新世纪以
来的文学进行了即时的思考，体现作
者一贯的理论兴趣、思想力度和对当
代文学历史化的不断努力；鲁枢元的

《陶渊明的幽灵》是一部生态美学的厚
重之作，借助于西方的“幽灵学”，打通
中西，串连古今，使陶渊明的自然哲学
获得了当代意义；程德培是伴随新时
期文学走过来的资深批评家，《谁也管
不住说话这张嘴》显示了他一贯的批
评风格，对作家作品体贴入微，表达了
对文本生产与接受中参与者的尊重；
张新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
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
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为例，不
但接通了新文学的传统，而且对传统
的两端都作出了解释，聪明、机智，表
现出了批评的灵性；贺绍俊的《建议性
姿态下的精神重建》是一个全身心投
入文学现场的批评家的典型文本，它
的获奖不仅是对其学术贡献与评论业
绩的肯定，也是向一位尽心尽职的优
秀批评家致敬。

这也是一个现场，一个理论批
评的现场。在这个现场，我们感觉不
到理论的灰色，反而看到了无边的
繁茂和充满生气的绿色。

无边的繁茂
□汪 政

文学理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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