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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婷婷：您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方面，出版了《中国现

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戏剧史稿》《戏剧艺术十五讲》等一大

批非常有影响力的成果，有些著作例如《中国现代戏剧史稿》，

虽在20世纪80年代付梓出版了，但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也并

不过时，仍然是戏剧戏曲学专业的必读书。能为我们介绍一

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吗？

董 健：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与戏剧理论方面，我花的功

夫比较多。“文革”之后，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研究室被恢复，

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陈白尘，也兼任该室的主任，我被聘为副

主任。我们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后来又和胡星

亮编写了《中国当代戏剧史稿》。我个人主编了大型工具书

《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等一系列戏剧研究方面的丛书。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梳理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戏剧运

动和思潮，并站在现代、人道、民主的立场，尽可能客观地评价

了重要剧作家的创作，对戏剧发展的历史规律也作了总结。

这部著作从1984年开始编写，1989年出版。1984年我们邀请

了夏衍、于伶、赵铭彝、柯灵、石凌鹤、葛一虹等剧作家和批评

家在苏州开会商讨史稿的编写事宜。我跟陈白尘商量，我们

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史料予以戏剧科学的分析，对历史

作出真实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因此，这部戏剧史稿反倒“干

干净净”，直到今天也不过时。

从我治学的历史经验教训看，学术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

的知性探求工作，“求真”是学术事业的第一要义，追求历史

真实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历史需要历史的回应，历史需

要真实的解答，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历史的真实就是追求

真理。如果不能直面1949年以来的真实历史，我们又从何去

寻找戏剧的真理？如果不能正视我们犯下的历史错误，又如

何匡正前行的道路？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永远是学术致

思的主导方向，只有让“真理的阳光”点亮我们心中的道德良

知、智慧勇气，才能脚踏实地耕耘学术土壤，献身于价值理想

的追求。

张婷婷：刚才您提到，“文革”期间就搜集了大量田汉的资

料，为您在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田汉传》打下了基础，这部

65万言的皇皇巨著，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您写出了田

汉真实的灵魂。您是怎样做到撰写的真实的？

董 健：《田汉传》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8年写成的，这部

65万言的著作很难写，不仅因为田汉的生命轨迹联系着很多

政治“敏感点”，如 1935年上海被捕入狱，在南京大演“太平

戏”，“四条汉子”等问题，都一直颇有争议，并且他的欢乐与怅

惘、成功与失败、悲剧与喜剧可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

的写照，承载着一部中国戏剧史，也体现着中国现当代戏剧的

进程与时代的精神状态。将田汉置于时代的语境，真实地写出

一个田汉，对他的人生历程与学术追求作出客观、公允、可靠

的描述，这是非常困难的，必须有三种真实：一是历史的真实，

二是细节的真实，三是灵魂的真实。历史真实必须在材料基础

上，考据详明、辨析精微，还以历史本来面目，打开混淆不清的

历史死结；细节真实意味着无权编造，只能从茫茫史料中抠出

细小情节，一丝一丝慢慢缝合，甚至连天气描写都不敢随便错

乱；灵魂真实使我必须“活”在田汉的精神世界，体会他的泪与

笑、爱与憎、情与思、灵与肉。我提出有真假两个田汉的问

题，一个是“一诚可以救万恶”的直率、真诚、好打抱不平

的“真田汉”，一个是被异化为工具扭曲、分裂的“假田

汉”，双重人格的田汉，在政治漩涡中痛苦挣扎。

写《田汉传》也是我重新学习历史、研究戏剧的历程，我怀

着强烈的“启蒙”之情，怀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加上“文革”时

期收集的资料基础，尽量全面地叙述田汉的一生事功，凡有褒

贬，均尽可能让史实说话，让材料证明，较为真实地展现了田

汉“君子不器”的真精神，以及以“自由精神”为核心的“魂”与

“神”。由此，也得到学界的认可，有评价说这部著作“在总结

以往田汉研究得失的基础上，把田汉研究的整体水平推进了

一大步”，这也算我在 20 世纪最后 8 年学术“冲刺期”的一点

“进步”。

张婷婷：您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现当代戏剧的生态状

况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不再是传统的“戏曲”一元结

构，而在二元的结构中，具有五四启蒙理性的新兴话剧，在戏

剧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那我们怎样看待话剧民族

化，以及戏曲现代化？

董 健：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既有优秀的部分，

也有落后的部分，她们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生机勃勃的文化

资源，内涵着智慧与理性、知识与情感，代表人类发展的整体

经验，不能笼统地将二者非此即彼地对立，偏激地站在“狭隘

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将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化的对立物，一

味排斥西方文化的进入。东西方文化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

着极大的差异，但是站在文化的价值核心层面，二者之间又有

相通之处。但凡一种文明优秀的部分，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我们应该超越文化间的“藩篱”，以涵盖东西方理论经验的广

大气度去接受、容纳、借鉴与融通。否则固步自封、保守封闭，

就容易带着“民族主义”的文化情结，否定启蒙理性，阻碍人的

现代性。

我是从骨子里特别看重五四精神，尤其是五四所倡导的

“启蒙理性”的。话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张扬五四所

倡导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现代社会文化价值

体系，这些都是 20 世纪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观

念。西方的舶来话剧，晚近以来已经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深

深扎根，在审美观念和艺术价值体系上与戏曲有着根本性的

差别，已经本土化为中国戏剧发展中重要的“一元”，因此

我总是以“话剧——戏曲”的二元结构看待中国现当代戏剧

的生存状态。

中国传统戏曲在20世纪初面临着巨大的历史危机，已经

沦为一种无思想、无意识的“玩意儿”，文学性退位，思想性退

位，只留恋于技艺的表现形式，已难以适应激荡的社会变革，

跟不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戏曲必须探寻新的生存方式与

发展空间，即戏曲改革。戏曲不能僵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

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方艺术可资借鉴的因素，参考人类戏

剧文化的共同价值，又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担当以引领文化的

发展，从而将戏曲的文化资源真正运用到新的戏剧文化的创

作中去。因此，我们才疾呼要以五四的启蒙精神来开启中国

戏剧的新出路，为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谋求新的发展。当然，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戏曲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强调

“启蒙理性”并不是丢弃传统，而是让戏曲的思想观念现代化，

用“理性之光”思考人的生命价值，表现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性，

以此观照社会现实。用全新的现代精神将戏曲创造性地加以

转化，才能让这个古老的艺术获得新鲜活泼的时代生机，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

张婷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就提出质疑，

认为文学与政治不可能完全分离，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

识的代名词，您如何评价这类观点？是否存在完全独立于政

治的纯粹客观的文艺研究？

董 健：学术是否能“纯之又纯”，完全脱离于政治，我们

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以前的学术研究过于“简单化”、“政治

化”，其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把学术当成政治的“奴隶”，完全听

命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现在我们提出“去政治化”的观念，并

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可以和政治是“朋友”

关系，甚至政治可以服务于文学，为文化的发展排除障碍，让

它有良性的广阔生存空间。

文学是在综合的社会语境中孕育生成的，它透显出来的

精神状态，包含着作者的人生体悟，积淀了丰富又复杂的历

史性内容，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生活的反映，尽管历史性

与政治性的内容不以直接的方式进入文本，而是经过作者的

审美体悟、提炼、改造、加工、升华，形成文本蕴涵的历史

性精神世界，渗透着作家特定心理或人生哲理的情感性内

涵，所以要全面认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价值，除了从审美的

角度进行分析外，还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时尚风俗、

民情心态、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才能作出知人论世的

恰当分析，从而全面完整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及作品。如果文

学研究完全“纯粹化”，最后只能是语言结构、文字组织等空洞

的形式分析。

既然“审美”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就不可能脱

离外部因素的影响，亦无法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去政治化”

不意味着要和政治决裂，而是指文艺研究要有独立的批评能

力和理论见解，本着严正的学术立场，敢以批判性的精神匡正

人类发展的方向，不为政治服务，不依从于权力，建构合乎“人

类理想价值”的未来文化。

张婷婷：2012 年，南京大学编排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

子》，作为一部大学剧社制作的戏剧，既没有政府的出资，也没

有明星的品牌效应，却能触动观众的灵魂深处，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思考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独立之精

神。您对这出戏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剧抓住了一个

时代知识分子的最真实的一面。请您评价一下，与其他时代

相比，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什么特点？

董 健：从总体上看，民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独立的人

格，不依附于政治。蒋介石请胡小石吃饭，胡小石并不以此为

荣到处炫耀，而是考虑要不要给蒋介石面子。《蒋公的面子》虽

不直接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失落，但却触动到了这根敏

感的神经。我们这一代1930~1939年出生的大陆知识分子，有

三大弱点：第一，各种政治运动对教育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

使我们读书太少，造成知识结构极不合理；第二，知识分子对

政治的高度依附意识，使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第

三，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极为落后，由于受到俄国民粹

主义、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常常以政治化的视角进行学术研

究，将文艺高度的政治化、教条化，文学批评也变得陈旧与僵

化，甚至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的政治化烙印仍

非常明显。这三大弱点，决定了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水

平达不到我们老师这一辈的水平。

我们的老师即以朱光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在东西方

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熔铸东西，条贯古

今，注意比照东西方古今文论，以突显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形

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在 20世纪 30年代就已经有所成就，找到

了学术研究的立足点，从而也找到了“自我”；1949年之后，政

治的风云变幻，影响着学术的评价视角，尤其是在“文革”时

期，文艺价值的高低往往单向度地由政治决定，在这一时期也

迫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放弃自我”；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历史

进程迈入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讨论影响下带来的思想

解放，又使他们很容易“重新找回自我”。可是我们这一代知

识分子非常可怜，从1949年以来接受的高等教育都是残缺的，

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自我，读书太少、知识残缺、基础浅薄、思

力贫弱，这成为我们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致命伤，因此，离开

了“文革”的时代语境，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一直在反思自

己，也一直在寻找自我，寻找“高于一切”的学术立场，尽量多

读书，学会真正的“思考”。

张婷婷：您怎样评价当前的学术环境与学术风气？

董 健：我认为现在的学术研究出现多元化的景象，学术

环境也相对自由，但学术风气与 20世纪 80年代相比，却是一

种退步。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清楚，但学

术研究在摸索中前进，有追求真善美的目标与独立思考的精

神价值，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力量。当前的学术视野更加多元

化，但总体上看，是一种倒退的迷茫与困惑。“虚假与平

庸”成为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大量无价值无创见的博

士论文与学术论文不断被炮制出来，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

从各种屡禁不止的抄袭事件即可窥见一斑。另外，“盲目与

混乱”也是当前学界存在的一大问题。混乱即文化价值的选

择混乱，一会笼统地批判西方文化，一会又笼统地批判传统

文化，没有自己的文化价值立场。另外，在经济实用主义与

文化市侩主义的潮流中，还出现了许多假大空的国家课题，

根本没有研究价值的“伪课题”，以及为政治服务的谄媚课

题。知识分子为学“势利”动机不纯，就绝不可能怀着忧患

意识，客观地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对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进行

文化批判，故而其人其学也必不可观。当下，大学体制高度

的政治化使得知识分子丧失气节，变“为己之学”为“为人

之学”，泯灭了自己的人格精神。随着学术官僚化与官僚学

术化越演越烈，大学也失去了其原本应具有的创造精神、批判

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健康的学术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当

然，不可否认，现在仍然有学者甘于寂寞，坚持自己的学术理

想与追求，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留地”，踏实耕耘。但从

总体上看，学术环境，在大的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很难看到

根本改变的希望。

张婷婷：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艺术学成为新的第13

个学科门类即艺术学门类，戏剧与影视学成为艺术学下设一

级学科。艺术学学科的独立，会对戏剧学将来的发展有什么

影响？

董 健：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后，戏剧便要和文学“分

家”，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其实在艺术学独立为门类学科之

前，学术界就曾经提出，戏剧、电影与文学要“分家”的“离婚”

说。在学科上，文学与艺术可以分开，艺术学科才能获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但在研究上它们绝对不能分开，不仅戏剧与文学

不能分，戏剧、文学与历史也不可能分家。20世纪我就写过一

篇文章《历史的转折与戏剧的命运——从中国现代戏剧史看

今天的戏剧危机》，文章提到，在“传统”与“创新”碰撞的时代

背景下，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纷纷涌入，在与新兴科学

技术相联系的新理论的冲击下，戏剧“反文学”的思潮兴起，戏

剧要将文学开除出去的论调一度时髦。戏剧的负荷太重，承

载的艺术门类太多，又直接面对观众表达，但绝不能为了留住

观众，就用奇巧的声色、迷幻的形式娱乐“大众化”，戏剧首先

要考虑对得起历史，要用艺术思考力表现人类精神价值的广

度与深度，在“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核”两方面，寻找戏剧发展

的张力，从而“化大众”。

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文学史家董健访谈 □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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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艺或人民美学在中国近现代历

史进程中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但

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正是这种

过于鲜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自上世

纪 90 年代以来，“人民的文艺”或者“文艺

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提法已经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媒

介革命、消费文化的兴起，以及席卷一切的

“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了一个狂欢化的

大众时代的来临。于是，“大众”而不是“群

众”，“市场”而不是“战场”，“文化”而不是

“政治”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那种

诉诸集体政治意象的“人民”在更多的时候

已经被当作一种“宏大叙事”而遭到消解与

规避。

就中国的文艺传统而言，以文学为

例，中国文学之“大传统”无非是两种，

即“庙堂文学”与“文人文学”。尽管至

少在文人传统中，不乏“穷年忧黎元，叹

息肠内热”或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

合为事而作”的悲悯情怀，但此处的“黎

元”或老百姓只是一种体现文人知识分子

之“优位”的对象，即是文人替人民发

声。从梁启超的“新民文学”到五四时期

的“平民文学”，尤其是在“白话文运

动”催生之下的以周作人和刘半农等人为

首的“北大歌谣运动”，践行一种“真诗

在民间”的审美立场，不过，这些自

“下”而上的运动最终难免打上民粹主义的烙印，而且，究

其实质而言，仍然未能摆脱一种文人的趣味式的对民间世界

自“上”而下的审视与把玩。及至 20 世纪 30 年代“左联”

的“文艺大众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真正的“人

民”文艺路线才现出端倪。在此，“大众”不再仅仅只是文

艺表现的审美对象，更是革命与历史崇高叙事的主体。而真

正赋予大众文化以充分的主体性，并形塑了一种富于中国民

族特色的人民美学的现代形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

在绝对差异化的布朗式自由运动的文化狂欢，以及天下

大同式或同仇敌忾式的审美共同体的集体幻象与文化怀乡症

之外，真正的“人民”的文艺或者“人民”的美学扎根现实，不以

审美、自由和资本的幻象抹除现实冲突的“真实”内核，从而与

现实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但另一方面，它更不脱离由新媒

体、新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民众新的“情感结构”和时

代新的审美“习性”，从而努力在对真实的敏感表征里捕捉最

能得时代之先的，甚至是“尚未”的新世界的讯息。如此，“人

民”的文艺或“人民”的美学，才算尽了它“改变世界”的“审美

革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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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是中国新诗语言构成的重要标

志。由于白话的使用，新诗打破旧诗格律，

不拘字句长短，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白

话相对于新诗而言，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

一种文体形式。有“新诗第一人”之称的胡

适认为新诗“革新的成分”从一开始就比小

说、散文要“大的多”，因而“引起的讨论也特

别多”，显然与此有关。

从新诗诞生、发展至今，其概念、传统、

标准等问题仍常常受到质疑、产生争鸣，可

以看到：“白话传统与当代新诗”不应是简单

的结论式的、影响式的话题，而应当是一个

不断实践式的、探索式的课题。若从《诗经》

中的“十五国风”多半是黄河流域经过文人

润色后的民歌谣曲，《楚辞》时用楚地的方言

声韵、句式灵活的角度来看，“白话入诗”可

谓古已有之。但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谈论

“白话”不同的是，古代中文与白话的差别是

相当大的。“白话”虽在唐代变文中成为汉语

书面语的一种，并在诗、词、曲和变文、话本、

小说的历史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使

用范围却仅限于通俗文学作品。白话的地位

使其在代替文言的过程中被守旧派的林纾

称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白话诗在诞

生期屡遭非议，其实都反映了白话的身份、

地位。为此，我们可以判定白话文运动本身

就是一场文学通俗化的过程。当然，这一过

程又因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相一致而

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特定的时代生活需要相

应的文学样式、语言方式加以反映，而现代

国家、民主、文化观念的兴起与传播本身就

蕴含着社会物质化、世俗化的契机。

谈及白话传统与新诗的关系，胡适的理

论、实践自然是无法逾越的一环。结合胡适

的文章、口述自传、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胡适的白话诗理论首先具有鲜明的历史

进化论色彩。他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

的开始》中通过援引日记分别从“韵文”、

“文”的角度论述“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反问“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将

文言视为“死字”、白话视为“活字”皆源于

此。众所周知，留学美国对于胡适的一生都

产生了重要影响。杜威的实验主义、赫胥黎

的怀疑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等都深刻影

响了胡适日后的思想及治学方法，胡适能够

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文学

创作、研究等诸方面取得“第一人”的成就绝

非偶然。基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

“历史的文学观念”，他敢于大胆的尝试，身

体力行实验白话诗。其次，胡适是一位有世

界性眼光的实验者。他的《谈新诗》强调“文

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

‘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

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一次中

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

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

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都表明

胡适的视野之广、观念之新。当然，鉴于旧势

力的强大，胡适的白话诗理论不免有矫枉过

正之嫌，而其《尝试集》虽以“自古成功在尝

试”为理念，但“尝试”之后的白话诗是否完

全摆脱了旧时代的气息？其艺术性又有多少

值得后来者借鉴？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着眼于晚清就开始兴起的白话文

运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

“白话的传统”。为了介绍外来的新事物，进

行思想的启蒙，晚清以来白话文运动在文字

使用上一直在接近口语的道路上前行。然

而，出于启蒙和大众化的功用目的，此时的

白话在更多时候排斥了传统白话的艺术成

分。这种语言上非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在很

大程度上左右了五四之后新文学的发展。

具体至新诗这一文体形式，白话的使用不仅

包含语言上的通俗化，还潜含着诗歌概念本

身与白话使用策略之间的雅俗冲突。正是

由于初期白话诗实践在使用白话这一语言

质料时割裂了白话的艺术传统，同时又解构

了绵延几千年的诗歌观念，与白话小说、散

文相比，其命运才会如此坎坷。而围绕白话

诗产生的质疑等诸多现象，就这样成为了新

诗“合法化危机”的问题。然而，无论怎样，

新诗的实践都会在建构自身传统的同时丰

富着“白话的传统”。从现代新诗的名篇，如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卞

之琳的《断章》等，我们不难发现汲取古典诗

词资源、吸纳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都会在

增加新诗艺术性的同时丰富其语言的表现

力。新诗上述实绩证明新诗的历史和白话

的传统一样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新

诗可以通过自我的艺术追求弱化语言的透

明度、丰富白话的传统，白话传统则可以通

过自我修正为新诗写作提供机遇、注入活

力。

从白话的传统看待当代新诗，新诗语言

的使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

致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主要体现为普通

话的确立和当代诗歌语言统一化风格的形

成。随着 1955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

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将汉民

族共同语的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

将其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

话为基础方言”；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

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

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

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

范”。普通话就以法定的形式成为全国通用

的语言。就定义解析而言，普通话以口语为

基础，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口语；它是经过提

炼、加工的语言，其语法以鲁迅、茅盾等人的

著名白话文作品为规范，且必须是这些现代

白话文中的“一般用例”。普通话的出现为当

代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表达确立了标准与

规范，既是一次历史的整合，又是一次传统

的重建。与普通话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确立

相对应的，是这一阶段的新诗创作因有公共

的艺术标准而呈现出风格一致的倾向——

这里的一致当然不是漠视新诗语言使用上

存在的地域文化特点和民歌、方言特征，而

是指其语言组合过程中共同的思维方式和

注重现实性、抒情性的艺术风格。

第二阶段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

“第三代诗歌”（即“后朦胧诗”）之后新诗语

言的变化。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第三代诗

歌”运动，口语越来越为众多先锋诗人所青

睐。历史地看，口语诗歌可以通过日常语言

的使用，建构诗歌与生活的有机联系，并告

别此前当代诗歌写作的高蹈、抒情直至说教

倾向（这种倾向在部分“朦胧诗”创作中依然

存在）；不仅如此，就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

程来看，口语诗歌的出现同样适应了现代化

过程中生活物质化的发展趋势，并“自然”折

射出诗人已不再俯视芸芸众生、同样是凡夫

俗子的生存状态。此外，则是口语诗歌的勃

兴，并未影响当代诗歌追逐世界文学艺术潮

流的脚步，这一点只要回顾“第三代诗歌”与

后现代精神契合时那些被常常提及的作品

及流派，便不再存有什么理解上的难度。

口语诗歌的勃兴使其在不断繁衍的过

程中上升为一种潮流。当然，“口语诗歌”作

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诗歌现象，却是在20

世纪 90年代末那场标志着世纪之交先锋诗

坛分裂的“盘峰诗会”之后。“盘峰论战”使

“口语”、“民间”、“翻译体”等概念和命名一

时间成为诗坛热议的焦点，其后，论战双方

都自觉、不自觉地调整了自己的写作策略，

并将论争产生的诗学命题留给了未来。如

果只是从“口语”的民间化立场、适应时代的

角度看待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口语

诗歌”浪潮，那么，当代新诗写作在一定程度

上与新诗诞生阶段的状况有些相似，并实现

了白话传统的新一轮的自我扬弃。但就近

年来新诗写作的发展状况而言，口语写作却

存在着过度叙述、语言散漫与不节制、生活

的简单记录而非艺术加工、口水诗泛滥等问

题，这不由得让我们在探寻应对策略的同时

重新面对新诗的语言传统问题。事实上，在

“口语诗歌”成为流行的写作范式的过程中，

一直有部分诗人以或是古典、惟美，或是地

域、文化，或是技艺、深度的方式进行写作。

如果以一个简单的概括即它们都是当代新

诗写作的有效组成部分，那么，这些写作应

当不分主次，只分艺术上的高低；它们都在

延续白话传统的过程中丰富着白话的传统，

而白话的传统当然不仅是现实性的一个维

度，它具体还应包括文化性、艺术性和汉语

形象性等若干重要方面。

当代新诗已在汲取、践行白话传统的同

时，实现了两者共同的进步，但有些方面无

论是诗人还是研究者都还关注得不够。对

于前者，应当期待实现艺术上的自律；对于

后者，应当耐心地交给历史。即使当代新诗

写作在语言和艺术上越来越成熟了，“白话”

及其当代“变体”依然会成为新诗写作的“惟

一工具”，只不过，那时的新诗已获得了时间

的权利，基本上卸下了因时间短而留下的历

史的重负。

白话传统与当代新诗
□张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