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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和科学技术，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或
曰两件互不相关的事，竟有密切发生关系的时候。这就
是近年来传统诗词作者积极利用现代通讯新科技作诗
和开展活动。
传统诗词创作比小说、散文、新诗等更需要相互交
流与品评。自古以来，诗人除独自吟诗外，还多雅聚，几
位诗人甚至好多诗人把杯吟诗，所谓“一觞一咏”。更有
和韵而为诗，所谓“赓诗斗韵”。最富雅趣者则是联句。
这种风习与传统，代代相传，以至于今。
古代交通不发达，更谈不上通讯条件，诗人们见面
很不容易，像晋时的兰亭雅集和宋代的西园雅集，皆是
同城诗人聚会。分散于各地的诗人想要聚会实在太难
了。因难得见面，便只能借邮寄方式唱和，可惜邮途漫
漫，仍多有不便。例如白居易与元稹每相唱和，邮筒寄
诗，有时一个多月后才能收到。没有办法，只好耐着性
子等待。至于两地联句，古人压根儿就没想过。
而如今，
诗词这种最古老的文学形式，
却每每能很好
地与新科技结合而大趁其便。令诗人们兴趣倍浓的利用
现代通讯手段和韵、
联句，
却是一般读者不曾想到的。
当年刚出现手机短信时，诗人们即以短信传诗，无
论多远，这里刚摁发送，那里即可读到。前代诗人希望
的“南北诗篇顷刻拈”真成为现实。在诗词发展方面多
有创新之举的中镇诗社，曾不失时机地借助短信举办
“拇指诗会”、
“元宵联吟”、
“同时赏月”等活动，颇令众社
友兴奋。我们的端午节被外人抢注申遗，国人殊惘惘，
那年人日立春，中镇诗社组织了南北诗人同步蔡襄人日
立春诗韵的大型联吟，各地诗人兴趣高涨，参加者很多，
为诗词活动空前盛举，更被媒体誉为“保卫春节”的文化
创举。
短信之后，又有了更快捷方便的微信，近一二年渐
得普及。中镇诗社即利用微信联句，已组织过好几次活
动了。如一天晚上，有人提议几人联句，在微信群的诗
友，有的在北国，有的在岭南；有的在家里，有的在路上，
虽天南海北遥隔万里，但却如对面聚谈一样，于是几位
就一人一句联了起来，你的句子刚出，他即思谋下句而

总是先人后己，把幸福快乐给予别人，这样做似乎吃了
亏。但你要知道，有投入就会有回报，你的人格魅力会
得以不断增强，你的事业也会随之兴旺发达。”总之，做
老实人不会吃亏，这是广大厚道的老百姓所衷心希望
的，大街上扶起摔倒的老人，冰河中救起失足的少女，职
场上让贤于同事，得了好处不忘朋友，困难面前往前站
一步，利益面前往后退一步，一尺之距离，或许便量出世
道人心，但愿邪不压正，善有善报。
“人厚道诚实守信，福
自来，危难时贵人不请自到；人狡诈常坑害别人，祸相
随，
无风也起三尺浪。
”
做一个厚道人不容易，因为真正的厚道并不是傻
帽儿，那些把厚道人当傻子的人才是真傻子。厚道需要
厚德，德业养深积厚，不是一日之功，要坚持不懈的修
炼，才能厚德载物，支撑起厚道的从容和自信。因此也
可以说，
做一个厚道人是值得骄傲的。
中国人的民间智慧里，从来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
味，生动具体，看得见摸得着，在人们的生活中，其影响
力远远胜过一些空头的理论，引导人去做好事、做好人，
是不掺水的真。悟义的《感悟》让我想起一位远在广东
中山的土家人谭功才，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二十来岁远
离乡土，去到外面谋生，多年后写出一本散文集《鲍坪》，
开掘出少年时期的记忆，约定俗成的乡村文化和传统习
俗，
“夜夜做贼不富，日日待客不穷”、
“养儿不读书，只当
喂头猪”、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好人有好报”，这
些最为朴实的乡村智慧成为漂泊游子的最大财富，养育
着他的勇气，让他在遥远的地方艰苦打拼，成家立业，颇
有成就。南方谭功才的散文与北方乔悟义的感悟一样，

都是新的民间智慧的创造者。
如果那些以假充好、坑蒙拐骗的商人看到这样的提
示会作何感想呢？
“往好煤里掺次煤是一种欺骗行为，是
最大的不讲信誉。算小账好像占了别人便宜，算大账是
破坏了企业的整体形象，是给自己挖了个陷阱。”作为一
个山西人，悟义一定是跟不少煤老板打过交道的，从他
们的爆发到衰落，有多少失去厚道的教训？ 那些人或
许就是儿时的伙伴、邻村的亲戚、曾经的朋友，他苦口婆
心：
“企业失去用户走向低潮、滑入谷底的最大原因，往
往就是不讲诚信占小便宜。”字里行间怀有一份恨铁不
成钢的心情，对当下道德缺损的不良风气加以批评，同
时又设身处地加以引导，
显然也是一种厚道。
悟义的《感悟》如警句格言，短小精悍，凝练深厚。
“太阳是最大的神，父母是最大的恩，朋友是最大的财，
厚道是最大的福。”他还写歌词，多经一些著名的曲作家
和歌唱家谱曲演唱，他的歌跟他的其他文字一样，言之
有物，真情流露，朴实温暖。一曲《心里有就足够了》流
畅如话，
“抽空见见面，聊聊天喝杯茶，危难时刻伸伸手，
友谊也会自然升华。君子之交淡如水，心岂能让钱绑
架，
如今日子都能过得去，
只要心里有就足够了。”
西北一带的民歌生动有趣天下知，
“ 想亲亲想得我
手腕腕（那个）软，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想亲亲想
得我心花花乱，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联想悟义的文
章，倘若有更多山药蛋的味道，也就是乡土和民间的气
息，采用更多直接来自生活的鲜活语言，无疑会进一步
增加其感染力。这里有《感悟》目前的不足，也有读者对
其日后写作的真心期待。

善于借助新媒体的诗词创作
□马斗全
对之。很快凑成一首诗：
“清宵忽有战书传，地北天南共
着鞭。好是高秋风送爽，正宜低唱夜开筵。几多思念岑
寥里，一片苍茫海岳前。欲借嘤鸣聊作乐，可怜怀抱各
拳拳。”随后又联成一首：
“秋宵联句慰愁肠，笔带深情溢
耿光。孤馆徘徊灯又白，西风萧瑟夜初凉。懵腾世事都
休问，落拓生涯总未忘。起望故人千里外，何妨啸傲寄
疏狂。
”中规中矩、雅正深沉的七律作品就出炉了。
更值得称道的是今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联句。
因参加的诗人较多，所以分作几组，约定第一句为“岁岁
今朝赋咏多”，分别联成七律一首。这样不但同体同韵，
而且同一开头，更有意味。由于大家踊跃出句，有时不
免发生撞车，甚是有趣。这样的联句，比短信联吟先进
了许多，显然更多趣味而令人喜爱。辽宁诗人徐长鸿、
郑雪峰，还有正在南往沈阳夜车中的潘乐乐，大概因身
在东北而感慨最深，三人联句诗最先成。诗为：
“岁岁今
朝赋咏多，秋风黄叶眺关河。狼嗥豕突神州痛，水剩山
残离黍歌。羞说天声曾大汉，能回落日是长戈。寒沙白
骨今犹在，却对枯枰感逝波。”多感而沉郁，自为佳构。
大家一会儿就分头联出了好几首。古求能等人诗为：
“岁岁今朝赋咏多，秋风回首恨如何。旗翻膏药来倭寇，
霆击松花卷大波。不放一枪兵白养，可怜三省泪成河。
应须痛定还思痛，莫把悲歌当凯歌。”亦佳，虽同韵同题
同开头，其下思路却迥异。单从尾联亦可见诸诗如何各
出机杼，如于钟珩等人的“长城依旧岿然在，一任寰瀛舞
乱魔”，大有岿然不动的豪壮之势。邓世广等的“不知此
夜秋风里，谁向忠魂唱挽歌”，盛赞抗日英烈而对后人多
不知当时之壮烈深表遗憾。丁思深等的“长歌但见书生
在，墨砚差如墨盾磨”，俱见书生爱国气概。张希田的末

《狼密码》的叙述策略

则是，在读者对“历史枭雄”有据可查的认识下，作家
再去添加人物个性化的艺术元素。而李迎兵笔下的
刘渊，就是让读者体会到了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
首先，作家避开刘渊励精图治大展才略的诸多宏大
抒写，而是关注其内心不被读者注意的柔弱的另一
面，比如他和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甚或西
晋诸王之间的关系，他和自己部将的关系，他和身边
女人们的关系，他和子女的关系，种种。在儿女情长
中，最能体现刘渊的性格，尤其他喝醉时的疯话，即
已把他的个性推向极致。就连刘渊最后的死，醉倒
在御驾马车里，也是很有意味的。
《狼密码》的引子部
分 ，颇 有 好 莱 坞 大 片 的 悬 念 感 ，写 了 三 个 人 ，小
沅——刘渊的嫔妃，刘和——刘渊的长子，刘聪——
刘渊的四子。开头的虐杀俘虏，小沅冷眼旁观，大胆
的刘聪给胆小的刘和杀人示范，都昭示了后来他们
不同的命运，也昭示了刘渊的命运，甚或昭示了整个
历史颓势。当然，这种抒写似乎是刘渊性格复杂性
的具体化，个性化——刘和，代表懦弱；刘聪，生性残
忍，代表狼性的凶狠残酷；小沅美得超绰，又代表刘
渊 儿 女 情 长 的 一 面 。 如 此 说 来 ，人 性 和 狼 性 交
替——狼性发作，刀下神鬼不留；人性肇始，天性柔
弱爱美。人物的左右矛盾与内在的精神斗争，恰恰
昭示了时代产生的多元化人物，也为那个时代的悲
剧大结局埋下了技巧性的伏笔。在巴塞尔姆小说
《白雪公主》中，我们体会到这种繁复变化的叙述结
构，文字简约、平易的风格会使得小说文本更具艺术
张力。
显而易见，传统小说对于主流话语合理性论证
是有其特定规律可循的。福柯揭示了“纯文学”文本
的演化过程，他说：
“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
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
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福柯的话，正好与胡平评
论《狼密码》所说的“独创性语言在辅助性语言的辅
助下”
的话有了某种暗合。
我已经注意到李迎兵抒写宏大历史的难度和难点所在。比
如，叙写历史小说的难度还在于，在众多的的历史资料下，将人
物性格更水乳交融的交付历史，交付那个刀光剑影的年代。李
迎兵有自己的历史观，其历史观不是“克罗齐”式的，他要独辟蹊
径。于是，就将线性叙述的现实主义和扑克牌式结构的现代主
义相结合，试图寻找形式和内容的契合点；将人物命运和故事演
化进行了跳跃式抒写，试图体现一种自省自知反刍式的理性态
度；将诸多乡俗、文化、个人生存体验融入历史，将人物命运交给
那个年代，将人性和狼性同时笊出，从历史的角度去赋予人物性
格多元化，赋予它们存在的价值与更为广博的爱的意义及多种
拆解视角。

老
□ 九

新世纪以来，小说的主流意识似乎成为创作的一
大热点。小说题材和叙述的宏大性也带动了文学类
图书的销售，而且与小说同步或稍晚出现的相关影视
剧也在热播，从而使得一些长篇小说借助影视剧走
红。长篇小说《狼密码》，从出版到上市都是属于慢热
型。李迎兵在《狼密码》中所表现的叙述策略，也有别
于同类题材的宏大性。
我以为，这与李迎兵在《狼密码》中的叙事策略及
价值追求似乎有某种微妙的关联。这种叙事策略主
要体现在对小说主人公刘渊的塑造上，既在“人民创
造历史”的思想框架下，其叙述与主流意识形态所肯
定的“人民话语”相暗合，从而又潜在地展现为某种普
世情怀合理性的肯定，并达到与小说不同人物命运的
殊途同归和宏大主题的默契。也就是说，李迎兵在
《狼密码》里的叙述策略，既要展现小说审美品格与人
性深度，又要突出作为枭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历史周
期率，并由之引发作家的现身说法，以及对全书复杂
化题旨和思想性的强调。
《狼密码》取材于 1700 多年前匈奴贵族刘渊离开
西晋都城洛阳返回离石、左国城起兵造反的历史故
事。小说一开篇千年狼谷刘渊打狼，给了读者以很大
的想象空间，
并进而在随后成为一种叙述的策略。
这种策略性表现在：一方面，“历史枭雄”刘渊
的人物塑造可以在更高层面与主流意识所勾连，作
为人类世界历史创造者的“人民”一分子，它赋予
其正当性声称者一种道义的正当性与历史的使命
感，从而也就成为一种策略性借势；而在另一方
面，叙述中关注普通人物角色的命运，比如小沅姐
妹俩出逃的沿途经历，以及惠帝身边嫔妃舞娘和妮
儿之死，刘渊老师崔游之死，等等，无不在关注芸
芸众生中贴近“大众”的话语。此种叙述策略，使
《狼密码》 在市场上获得了某种成功。因此，这种意
义的多歧性使得“纯文学”小说文本与“大众话
语”的阅读文本有了共生性的可能，二者之间在这里调和之
后，就具有了极大的弹性，从而赢得了某种叙述的先机，甚或
还增强了小说阅读的快感。
在传统小说的文本叙事中，最为常见的是“正邪对立”的叙
事框架，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鲜明的二元对立模式。李迎兵显
然不满足这样，他要创新、整合、打破，从而确立自己的叙述取
向，甚至风格。
《狼密码》中的人物关系包括晋武帝司马炎、晋惠
帝司马衷，以及八王之乱的相关人物，他们与刘渊之间的关系；
刘渊与石勒等部将、刘渊与子女、刘渊与呼延玉、单氏、小沅等夫
人和嫔妃，这些人物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复杂化、生
活化、多元化的描写。
众所周知，创造一个独具个性的小说人物难度之高。再难

句也用“磨”字韵，却是提醒国人当年屠杀中国人民的侵
略者“霍霍钢刀又在磨”。杨启宇的末句为“钓岛波涛奈
若何”
，
全诗多现实思考而发人深省。一个诗社即兴组织
的一场大空间联句，
几许严肃话题，
却又多少诗人雅趣。
每次联句结束，所成诗即于微信朋友圈贴出，各地
更多诗友和朋友即刻看到，有点赞有评论，还有指点哪
个字应该改的，甚是有味，而多雅趣与风流。这样的活
动形式，
这样的联吟效果，
真是“羡煞当年白与元”。
最为成功甚至可以载入诗史的是今年闰九月重阳
的大型联吟。
“岁岁重阳诗例多”，一岁两重阳百年一遇，
中镇诗社又发起闰九月重阳联吟，并接受各方建议，欢
迎各地诗友自愿参加。要求参加者各以“一年两度遇重
阳”为句赋七律或《定风波》词，七律以之为首句，
《定风
波》以之为结句。消息传播很快且较广，各地诗人踊跃
参加，共收得诗词一千数百首，堪称一时之盛。一句“一
年两度遇重阳”，在众诗人笔下生发出许多好诗词，其中
不乏佳作。
诗词作者的这种创作热情和进取精神，与诗词多年
来的发展环境不无关系。即如境遇不好的人自己争取
生存空间、寻求发展途径便会格外努力。诗词虽早已
“松绑”，可以如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发展，但从未能像其
他文学门类那样得到政府的政策鼓励与经费扶植，而一
直被视为个人爱好私家写作，未受到重视，当然更谈不
上算成果评职称之类了。那么诗人便须自己努力创造
条件，没有经费就自掏腰包或寻求赞助，而尽量争取发
展机会。了解了这一点，对诗人们不放过任何可利用的
条件，积极借助现代通信技术传递、评论诗词，开展活
动，
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空气中笼罩着迎接圣诞
的气息，承平日久的我们，坦然接受着一切，都因这个遥
远的老人的即将到来而变得格外兴致勃勃。我望着何顿
的《来生再见》很发了一阵子呆——封面上那些双手合十
跪在死去战友身边的中国军人，身后是巨大的黑色背
景。
“他们是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同时也是现在被遗忘
的抵抗者！”封面上的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是的，我
们这个从巨大时间与空间走过来的民族，本来应该有着
丰富的记忆，但我们又是何等地健忘。还有，我们该迎
接、面对和怀有虔诚之心的历史之海是那样的浩瀚，我们
的记忆、沉思或感佩，不应该陷入单一和绝对，比如对于
抗日战争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件，作家
艺术家应该有更多样的、更有温度的书写，从这个意义上
讲，
何顿的《来生再见》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先辈们的拼死抗战，以及这些抗战者们解放后的遭
际，构成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里面流淌着中国人深沉的
家国之思、理性之辨，同时这一切根本不是硬塞给我们大
家的，而是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与构思中体现出来的，源于
作家何顿对历史的那份独特认识。从小说中我们最直接
感受到的是人物起伏无定的命运，是他们起落无常、倔强
而无奈的样态，从他们的命运中读者大概不难看出，在我
们这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走过那么多的弯路，每个人
的命运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年代里，都会被
一次次的改写。当今生活与过去之间的联系是无法进行
逻辑推断的，人物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脚。而且，当今与
过去在某些方面经常显露出惊人相似的狰狞，以至于我
们有时难以再找出二者的界线——主人公过去在枪林弹
雨中的出生入死，不仅没有换来后来生活的顺风顺水，而
且陷入更大的困窘。我们看得出，以主人公黄抗日为代
表的一代人的经历，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国家经历的曲折，
以及这些曲折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所先后经历过的多个
历史时期，都给人生留下难忘的印记，他们吃尽国破家亡
的苦头，后来又饱经了世事艰难之沧桑。他们不求回报、
未求表彰，
但他们不应被忘记。
小说对抗日战争描写的新意，在于还原了平民参加
抗战的多样形态，以及国民党参与抗战的真实情形，作
品形象而冷静地告诉世人，处于抗日战争历史中心的，
是一些有着相当不同命运的人们的具体遭际，他们的命
运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些偶然成为战争中的必然，更看到
一些必然在那些不正常的年代中被撞击得粉碎的脆弱。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抗战题材小说、电影、戏剧
作品中，个体人物的鲜活、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是被有意
遮蔽的，大历史中的个体往往成为观念的傀儡，小人
物在参与历史书写中所发挥的具体的作用被抽掉，他
们行为的多样性被剥离，沦为在抽象观念中挣扎的提
线木偶。
而《来生再见》中以黄抗日为代表的普通人在战争中
的遭际，细致地反映了在宗法制社会条件和背景之中，以及安土重迁的社
会历史传统之下，面对战争时人们的复杂心态，在民族大义面前的义无反
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在具体的战争现实中，他们只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作家也没有忘记告诉我们，构成正义战争主旋
律的，是那些卑微的人们玉石俱焚的决绝。他们以意志和躯体的长城，筑
起了精神的纪念碑，这是战争中中国人的主流。创作上的这种努力无疑是
对抗战书写中出现的某些娱乐化、传奇化的有力反拨。
不遮蔽历史，而是着力于让历史的真相在具体的情形中得到再现，既
反映了作家的高度责任感，更反映了作家的忧患意识，何顿经常为我们民
族中不少人的宽容及健忘而遗憾。他意在用朴实而生动的笔墨，真实地还
原历史，旨在告诉下一代人，中国有过这么一群群不畏强暴的勇士，曾经为
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而舍生取义。但他们没有得到应有对待，他们即便在作
为被历史忘记的抵抗者出现的时候，也要抱着同样的热心为下一代留下宝
贵的教训。小说写到，这些先辈们在战场上超度安葬战友时，怀着质朴而
执著的意愿，乞求在下一世能够成为麻雀、鹦鹉或者八哥，远远地飞离可怕
而可恶的战争；但他们在拼命的时候，则像献祭一样大吼“如果有来生，我
们还在一起打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他们没有迎来胜利果实的恩泽，相
反却得到一个个不公正的对待。面对现实对他们的不公，这些老兵还能说
出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代人是给下一代人做基石的，很悲哀，但值。我们
这代人把下几代的苦都吃了，让下几代人少吃点苦，这就是值。”对这样的
人，
对这样的精神，
我们能够遗忘吗？
看得出，虚构与非虚构的交融是《来生再见》的又一显著特点，这与其
说是延续了何顿一贯的写实风格，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叙事与主题的需要，
虚构与非虚构，揉碎了再拼接，以及时而历史、时而现实、时而“心理”、时而
“物质”
，何顿笔触的游走自如，
正缘于抵抗遗忘的强大意志与自信。

文
□ 羽

作文其实是跟做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文如其
人”，观其文，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虽然不是所有文和
人都是如此，但总能从中找到其性情。读悟义的《感
悟》便是如此，让人读出了中国人的厚道和质朴。
人生就像一条河，做一条流淌生命精彩的河，是
一个人应有的不懈追求。在这个西北汉子几十年的人
生历程中，是一路充满激情的追求，他像一个猎手，
随时捕捉着生命的光彩，点滴记录于心。“如果你的心
胸像草原那样宽广豁达，晶莹剔透，能够给别人宽
容，你就会产生一种坦然和勇敢，可以弥补你天生的
不足和遗憾，就能收获许多别人得不到的东西。”这是
感悟，也是人生给予他的智慧，朴实真切，不是虚幻
空洞的理论，而是实在管用的经验。“如果你想让别人
喜欢你，或想改变你的人际关系，你就应该从关心别
人开始，不贪图别人的名利地位，关心爱护别人也不
图回报，将心换心，让人感受到你的真诚，你才能赢
得别人的喜欢，交到真心的朋友。”
捧着这本书，会感到空气里飘浮着兰州拉面辣乎乎
的香味，羊肉泡馍蒸腾的热气，还有山药蛋的泥腥。悟
义的感悟是从大西北的黄土与风沙里得来的，是他在那
片大地上采摘的果实，是他走过千山万壑之后的一把汗
水。没有造作矫情，而是直率真诚，不夸张，不虚张声
势，俨然是一位厚道的老大哥，围炉而坐，一壶茶，两盅
酒，长夜促膝，与朋友倾心而谈。又如严冬的阳光，盛夏
的清风，让人信赖，感到熨帖。
有为人处世，也有经营管理，送你一枚金钥匙，比
如，
“与人交往，品德好的人总是推功揽过，在利益面前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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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一个厚道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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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评论家的眼光和识见
□赵宪臣
从知道云南有个青年评论家周
明全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关注起他，
不过读他的评论并不是读他的《隐藏
的锋芒》，而是读了他个人博客中与
评论相关的文章。这样的阅读背离了
传统的纸媒阅读，显得不太正规，却
是我的一种常用的阅读及了解世界
的方式。因为受条件的限制，我不可
能全部拥有想要阅读的评论家专著。
好在全媒体时代提供了方便，使我得
以通过博客来进一步认知那个远在
天南的周明全。
同样也属“80 后”的周明全是个
有着开放眼光和独到识见的青年评
论家，这一点确定无疑。他眼光的开
放从他策划出版《80 后批评家文丛》
这一举动中就能见出他的登高望远。
了解中国文学批评现状的人都知道，
与新人不断涌现的文学创作相比，文
学批评新人的出现却时有时无、时断
时续，从事评论的人才少，且处于散
兵游勇状态，是《80 后批评家文丛》没
推出之前文学批评界的现状写真。就
是在这样的现状中，周明全敏锐地发
现了“80 后”批评家的存在意义和价
值，把他们一个个从角落里搜寻出
来，组成了年轻一代的批评家阵容。
他的这种做法和努力不仅显示了一
个青年批评家的担当，而且还从根本
上改变了“80 后”批评家单打独斗的
力不从心状态，让这些年轻后生走在
文学批评的路上更显从容镇定。事实
上，现在的“80 后”批评家越来越引起
了文坛的关注，他们的作用日益凸
显，在文学研讨的场合频频亮相，以
至有人惊呼：
“80 后”批评家开始抢话
筒。在文学评论上抢话筒，可不是说
抢就能抢到手的，那得凭实力才能对

着话筒侃侃而谈，从这一点上也可以
看出目前整体出场的“80 后”批评家
们已实力大增。周明全对“80 后”批评
家的关注并未止步于此，他还通过与
批评家个人的访谈和对话，进一步把
这些批评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暴
露于人们眼前。
作为云南评论家，周明全的眼光
既是向外开放的，也是向内逡巡的，
也就是说他既参与了全国文学批评
的建构，也关注云南这片文学热土，
对云南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富有成效
的评说。他的有关云南作家姚霏、陈
鹏、包倬等人的小说评论，不仅对他
们的作品作了精准深入的分析，还在
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云南作家的地位。
姚霏的先锋性、陈鹏的野心、包倬的
被颠覆的“父亲”等，都是周明全评论
的重点，尤其是对包倬小说的评论，
周明全更是倾尽了全力，接连写出了
多篇对包倬小说的阐发和解读文章。
也许是同为“80 后”的缘故，周明全在
进入包倬的小说世界时，感同身受的
体会更为直接，也更能发现包倬小说
被忽略的细微之处的不同凡响。这种
同代人之间的同声相求、同步共振，
让周明全评论起包倬的小说来如鱼
得水、游刃有余。他的云南作家作品
评论也彰显出了一个地域评论家之
于地域文学的重要作用，就一个省份
的文学创作来说，作家们埋头写作
固然很好，但是缺少了文学评论的
向外推介和提升也是一件憾事，这
时评论家现身于文学现场就是十分
必要和急需的，不亚于舞台上关键
时刻的“救场”。周明全身在云南而
又力所能及地助推云南文学显山露
水，这对云南文学来说也称得上是

“及时雨”，这个地域评论家的存在，
对于校正和力挺云南文学所发挥的
作用不可低估。
致力于中国好小说标准的建立，
是周明全应对文学乱象、规范文学秩
序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他富有文学识
见的另一个明证。长期以来，人们对
中国小说的认识无论是在创作还是
评论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可循，
什么是好小说众说纷纭，都有自己的
一套说辞。标准的失范导致了对小说
取舍上的良莠不分，让一些普通的小
说也跻身于优秀之列。为此，周明全
在《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
》一文中就
好小说的品质和面貌，归纳出了“中
国精神，中国气派”、
“中国故事，中国
意境”、
“中国风格，中国语言”等三方
面认知好小说的标准，并在《文学性
的缺失是当代文学的硬伤》一文中，
总结出了好小说的 8 个要素。这些针
对好小说建立的操作体系，无疑对指
导当下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评论都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周明全的一些文学批评观在扩
大文学批评边界方面也敢说敢为，其
《文学批评需要“向下”的视角》一文
说得非常干脆：
“ 一个优秀的评论家
应该见谁的作品都能有自己独到的
看法，谁的作品都可以看，可以评，指
出缺点也好，发现优点引导创作也
罢。”他的这一观点深得我的赞同。对
一个评论者来说，不在于你评论的是
谁的作品，而在于你评论出了什么。
名家也好，新人也好，你在他们的作
品中有所发现并指出来，就是尽到了
一个批评家的责任。这样的发现能与
周明全的看法不谋而合，我自然会心
中暗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