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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义著《红楼梦诗学精神》提出“《红楼梦》与传统
诗学”的问题，而且写了一本专著来讨论这个问题。

曹雪芹深谙小说的叙述艺术。曹雪芹为小说人物写
的诗，虽然也常常包含著作者曹雪芹的审美评价，但抒发
的是人物的思想感情。这就是说曹雪芹在创作这些诗的
时候，必须深入到人物的内部，把自已想象成作品中的人
物，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来。因此我们评价作品中人物的
这些诗，不仅要看诗写得怎样，而且更要看这些诗是否与
人物的性格一致，是否准确地表现了人物的生活状态和
思想感情，在这个意义上，低俗的作品，也可能是一首好
诗。

怀义把《红楼梦》中的“诗”作为研究的课题更重要的
原因还在于，诗是一切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品格。这里说
的“诗”也就是审美的意思，我们用“诗”来代表审美。在
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艺术形态的作品，如果没有诗的品格
属性，它就不是艺术作品。我们对于《红楼梦》的认识也
是如此。因此，抓住了艺术作品诗的品格，也就等于抓住
了艺术作品的根本。怀义的专著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讨
论《红楼梦》的诗学问题，正抓住了《红楼梦》艺术的根本。

但是，对于《红楼梦》来说，仅仅这样说还不够，人们
会提出问题，为什么别的作品我们读起来感受不到《红楼
梦》那样丰富的审美意蕴和诗意的境界呢？

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与中国其它古典小说创作确
实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红楼梦》以前的小说创作有两种
情况比较普遍：一是民间创作基础上的加工创造，一是传
统题材的因袭。这些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虽然也融进了
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但就作品的描写对象
来说，毕竟不是作者亲历和直接的体验。到了《红楼梦》，
作者与描写对象的关系发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变化——

《红楼梦》既不是民间作品基础上的加工创造，更不是传
统题材的因袭，而是一部直接与时代生活相联系，以作者
直接的观察、体验以及亲身的经历为基础创造的艺术作
品。进一步说，曹雪芹创作的对象不仅是他亲身观察过
和体验过的对象，而且是与他的人生，他一生的命运密切
相关的对象。曹雪芹亲身观察、经历和体验到他的家族
如何在清康乾时期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从繁荣兴盛
走向衰落，曹雪芹自己也从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降为“环
堵蓬藳”的村居生活，病窘潦倒，衣食难继。曹雪芹经历
了如此沧桑巨变，从此看透世情，深悟人生真谛。曹雪芹
的《红楼梦》就是在他亲历亲闻的生活素材和原型的基础
上，通过包括想象和虚构在内的艺术思维对生活进行重
构，创造出规模恢弘又浑然一体的新的艺术世界。曹雪

芹不是在他所描写的艺术世界之外，而是在他所描写的
艺术世界之中。他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里描写整个对
象，同时把自己也当作了对象，“身与竹化”，对象与主体
在《红楼梦》中是融为一体的，从而达到物我两忘、主客融
合的极高的审美境界。这是一种理想的审美主体和对象
的关系，是最佳的艺术创造的状态。由于这个缘故，曹雪
芹的主体精神和审美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他的笔墨所
到之处，触处生春，诗的意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诗就
像无数的涓涓细流，滋润着如同大地一样宽厚博大的

《红楼梦》，使《红楼梦》这部作品既具有极高的写实的
客观性，又在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曹雪芹的诗情，曹雪
芹的人生感慨、悲剧情怀。读《红楼梦》，我们随时都能
感受到只有《红楼梦》才有而其它作品所无的审美神韵
和艺术的芬芳。

怀义首先提出来讨论的是曹雪芹的诗学主张。红学
研究者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现曹雪芹论诗的文献，甚至连
一首完整的诗也没有发现，研究者们只能到《红楼梦》中
去找寻、发掘曹雪芹的诗学思想的数据，通过诗社活动特
别是人物之间谈论诗艺的对话去把握。但是，书中人物
发表的关于诗的一些见解并不等于曹雪芹的诗学思想，
两者不能简单地等同。那么，我们又如何来通过书中人
物发表的一些诗学见解以及她们的活动去把握曹雪芹的
诗学思想呢？怀义的方法是联系中国诗学的发展历史，
联系清初的审美和诗学的思潮，联系《红搂梦》的整个艺
术构思去分析《红楼梦》提供的诗学数据，看看哪些是代
表了曹雪芹的诗学思想，与曹雪芹的诗学思想一致，哪些
不代表曹雪芹的诗学思想，与曹雪芹的诗学思想不一
致。经过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怀义根据现有的材料对曹
雪芹的诗学思想作出了新的理论摡括。这就是全书第一
章和第二章讨论的问题

关于《红楼梦》的诗性品格的研究是全书最有特色的
部分，怀义从多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怀义讨论了《红楼
梦》中花和水的意象以及意象化叙事，把意象的讨论深入
到小说内部，也就是研究叙事小说何以具有诗性品格。
接着讨论了《红楼梦》小说与清初流行的戏曲的关系。曹
雪芹生活的年代，正值戏曲特别是昆曲十分繁荣，《红楼

梦》接续了中国戏剧文学创作重意境的传统，结合叙事文
学的特点加以运用和创造。其次，关于《红楼梦》对日常
生活的描写。小说从英雄传奇转向对“日常生活”的描
述，是小说发展的重要的一步，专著研究了这种日常生活
描述的社会批判意义和审美的意蕴。再次，专著分章依
次讨论了《红楼梦》中的神话意象和梦幻意象，神仙思想
和死亡诗学等问题。总之，专著对于《红楼梦》的诗学精
神和诗性品格作了相当系统、全面、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分析研究中，怀义在研究的理论方
法方面作出新的探讨。他吸收了西方的某些学术思想，
又吸取了红学历史上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研究

《红楼梦》的成绩和教训，探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
间的对接和融通，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用新的理论视野
和方法对《红楼梦》的诗学精神作出新的解读，从而丰富
了我们对《红楼梦》诗性品格的理解。

当然，书稿也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例如，在介
绍和分析作为诗人的曹雪芹的时候，怀义举出十例曹雪
芹的诗作残句。这十例是否就是曹雪芹的诗作呢？像

“世路难行钱作马”这样的句子，取自甲戍本的侧批，批语
的内容是与正文相对应的，怎么可能是曹雪芹的诗作残
句呢？除“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外，其余九
例都不能说是曹雪芹的诗句。怀义的看法也是取自成
说，但成说也要我们作出独立的鉴别，不能全盘的接受。
专著在个别地方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重放在一起讨论也
不妥当。把不是曹雪芹的作品当作曹雪芹的作品来研
究，研究的结果自然是靠不住的。在探讨曹雪芹诗学思
想和《红楼梦》的诗性品格方面，由于没有《红楼梦》以外
可靠的直接的文献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过度
诠释和诠释不及的问题，有时会用力过猛。所有这些还
须细细商量，慢慢斟酌，以求更准确地把握和表述。可贵
的是，怀义拓展了《红楼梦》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所论都是经过怀义自已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富有新
意，与时下学界特别是红学界流行的低水平的重复，甚至
胡编乱造、“走火入魔”，是完全不同的。《红楼梦与传统诗
学》是一本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当下的时
代，更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新世纪 10 多年以来，文艺理论遭遇危机的言论又
甚嚣尘上，似乎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重演。然而，在
这个崭新的“微时代”，文艺理论真的退位了吗？事实并
非如此。

文艺理论并没有退位，而是普泛化了

在当今文艺圈，文艺理论丢失了过去的“灵光圈”，
不仅没有了启蒙的 20世纪 80年代所向披靡的优位感，
也没有了实用的 20世纪 90年代的深入批评的优越性。
文艺理论的“终结”，似乎成为了一种潜在的共识，因为
避谈理论的“大词儿”成为批评家的主流倾向。

其实，文艺批评也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直
面作品的批评，另一种则是从理论出发的批评。直面作
品，就必定要求批评要有“现场感”，对于当下的文学文
本与现象进行描述、阐释与评价。然而，20 世纪中期开
始，文学理论获得了开放的理论视野，从精神分析到原
型批评，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
诠释学到接受理论，一轮轮的理论实验纷纷上演，文学
理论逐渐走向一种“跨学科”的方向，文学批评也要借助

“批评之外”的理论来加以指导。
在西方文论史上，自从柏拉图提出诗与哲学的张力

之后，文学批评并不关注理论，文艺复兴以降的主流批
评的目的仍聚焦道德效果。然而，对于文学的“文化合法
性”的辩护却出现在 19 世纪：一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兴
起，文学从模仿现实“向内转”为情感表达；另一个是文
学批评传统向文化批评传统的转型，批评家阿诺德即为
代表；还有一种在20世纪才得以充分发展的倾向，那就
是批评家自觉意识到批评的“非哲学”本质，甚至认定批
评是反哲学的。

由此，20世纪最初几十年，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务实
批评”位居主流，批评与理论的目的毫不相关。但这种情
况却很快得以扭转，后来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思潮，恰
恰是使用了各种哲学方法的结果，直到新历史主义之后
方偃旗息鼓。文化研究则自由使用了各种文化批评手
法，在这种无所不用的文化泛化期，如今的文学批评似乎
可以采取任何一种方法来进行批评，而不必囿于某一种
理论方法，也无需限于某一类批评手法。

实际上，这就是“艺术终结”时代的本意。在黑格尔
之后，美国哲人阿瑟·丹托二次重提了艺术终结，它意义
绝不是说，艺术已经死亡了。恰恰相反，艺术还将会存
在，但是处于所谓“后历史”阶段的艺术，却可以任意采
取此前的一切艺术创作手段去进行创作。同理可证，当
今的文学批评也处于同一性质的终结时代，批评家们可
以使用任何一种“合手”的理论去进行作品的描述，进而
应用任何一种“适宜”的理论去进行阐释，最终对于文学
作品的品质做出正反评价。

所以说，如今的文艺批评并不是隐去了其自身的角
色，而是以更细微的方式泛化到当今的文学批评当中去
了。文艺理论的终结，与其说是死亡，倒不如说是新生，因
为当今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竟如此深入地水乳交融起来！

微时代的文学并未消失，而是生活化了

20世纪90年代，当大众文化真正兴起之后，文学开
始走出了象牙塔，形成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分际。
21世纪之后，整体的发展趋势仍是，精英化的文学被愈
来愈边缘化，而以大众为欣赏主体的文学却占据了市场
的角角落落。

面对这一历史情境，有论者惊呼——“文学终结
了”! 文学真的趋于消失了吗？首先需要厘清：终结从来
不是指消失，因为黑格尔所用的“终结”那个德文词
Ausgang（朱光潜先生准确地将之翻译为“解体”），在德
文中不仅指终止而且指出口，不仅指旧的阶段的结束也
同时指新的阶段的开启。翻过来看当今的文学命运，文
学也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开始走向生活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市场的拓展，“微时代”崭露了曙
光。大众从过去的短信传递祝福诗歌，转而在微信上发
布心情散文；从过去的博客的长篇大论，转而在微博上
进行 140字以内的文字创作。可千万不要小看这 140个
字，这个字数规定尽管来自欧美，然而，同样 20 个字母
与五言诗所蕴含的文化含量却可差之千里。

如今的现实就是，几乎每个市民都拥有自己的手
机，手机上大都载有微信与微博。上班路上那种拿着书
来读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情景是每个人都拿着手
机撰写与发布，抑或分享微信与微博。当他们的撰写具
有了一定的审美形式的时候，其实也就使其所撰写的文
字具有了某种“广义文学”之特质。在大众当中，不知深藏
了多少余秀华这样的民间诗人、民间散文家与民间小说
家，他们可以在网路上进行作品的发布，诸如豆瓣网也开
始出版电子小说，读者则通过点击付费的方式阅读，而作
者则可以通过点击量来获取自己的“版税”。

这种文学的日趋生活化，难道就是一种新的传统
吗？如果追溯本土源流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国人早就开
启了这种把文学作为“生活的艺术”之悠久传统了。有一
定文字与文化修养的古人，几乎把写诗当做一种类似书
法的日课。即使是朱熹如此拒绝感性的理学大师也有大
量诗作遗世，这些诗歌并不是阐释他的理学的，而是来
自生活并表达生活的。

为何从全唐诗到全清诗当中有那么多的“送别诗”？
那就是因为，送别是一种激发起亲人友朋之间情感的特
殊时刻，为了表达这种情谊，古人往往用诗歌的方式来
进行情感交流。诗文这样的“文学生活”方式，经过“儒家
诗教”而扎根于民众的内心里，并可能在一生的生活中
贯穿始终，就像弘一法师临死前那句“悲喜交欣”，不正
是人生诗篇的终句吗？

当今的微信与微博写作者更把文学融入了生活，或
者说，文字撰写本身就被置于生活当中，其中就包含了
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书写。微时代的文学，实际上就是
通过新科技融入新生活的文学。

微时代的美学特质就在于“小”（传输内容变得更短
小）、“快”（传播速率变得更快捷）和“即时”（发布内容可
以当时就被圈内共享），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文学传播”
最迅速的时期。因为作者在手机与互联网上发布文学作
品即时就可播撒天下，只要是接受者处在任何一个网络
终端，都可以几乎共时性地接收到文学文本。当然，传统
文学那种“线性阅读”的方式，也遭遇了挑战：不仅文学文
本被切割得越来越短，而且也被实施了空间化的组构与
排列，读者的阅读顺序也随之得以转变了。

文学既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审美方式

最后还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难题——文学到底是
什么？在文艺学领域，一直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
争论：前者认定文学仍是有本质存在的，后者则接受后
现代主义的观念，从而否定文学具有本质性的规定。

文学有本质，但这种本质是历史性的。然而，笔者的

选择不同，与其去追问文学本质（文学到底是什么），不如
去追问文学本体（文学究竟是如何存在的）。所谓“文学本
体论”，就是对文学到底是何种存在与如何存在的一种理
论追问。在参与撰写《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时候，笔者就
聚焦于文学与世界的关联，并把“文学话语”作为二者沟通
与交流的中介，这种文学话语本身乃是超越能指与所指
之两分的。

所以说，文学本体一方面不能脱离语言的本体规
定，另一方面仍是关乎生活世界的本体的。

先说语言的一面。文学无论如何转变形式，皆是作
为“语言形式”而存在的。文学毕竟还是语言的，它不是
直接诉诸视听的，无论是哪个成熟的民族都有本民族的
语言文学。然而，尽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不假，但语
言并不能成为本质规定，因为在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
语言是作为媒材而存在的。文学语言并不仅运用了人们
约定俗成的语言，而在文学活动中，却赋予了语言以各
种不同的艺术效果。

文学语言要寻求一种“超语言性”，文学不仅仅是语
言的，文学还是话语的，文学就是一门话语的艺术。只要
话语活动能够成立，就必须有说话者与受话者，话语设
计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活动。这种沟通活动也是在特定的
语境当中实现的。说话者通过文学，在将一定的内容传递
给受话者的过程中，文学话语活动必须借助于话语的媒
介，从而在成功的文学活动中形成“理想的话语情境”。

从话语的意蕴来看，文学活动就成为了（在特定的
语境中）说话者与受话者通过文学而展开的沟通活动。
如果这一沟通活动得以成功，在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就
形成了“理想的话语情境”，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对话交往
也就充分展开了。

再说生活及其世界的另一面。实际上，“生活美学”
在当今时代的全球性出场，不仅可以解决美学脱离生活
的困境，而使得美学回到活生生的生活之中来；而且，同
时可以帮助解决文学的本体存在问题。

从“生活美学”出发观之，文学既是生活又是审美，
生活既是一种生活形式，也是一种审美方式，这两个层
面是合一的。说文学仅仅是一种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就无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同时也是给人审美
的，当今文学皆与日常生活形成了延续性关联，但又因
其审美品质而拥有了非日常的性质，在日常与非日常之
间恰恰形成了张力结构。

从现实发展来看，当今文学与生活的关联应该是愈
加紧密了，理由就在于，尽管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地位下
降了，但是大众化的文学与日常文学的审美却从量上累
积得更多，尽管由此带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大
众文学审美的“虚薄化”：不仅审美变得越来越稀薄（文
字少且内涵浅），而且变得愈来愈虚拟（文字被数字化
了）。与此同时，传统文学原来所形成的“审美共同体”也
被逐步消解了，从而被一个个崭新的“微圈子”被取代。
恰恰是微时代，使得文学共同体与不同个体之间，形成
了崭新的虚拟关系与交互关联。

总而言之，文学回到生活，这不仅仅是对当今微时
代的文学命运的深描，也同时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理论
诉求，它要求回归到——“生活美学”——来规定文学的
本体存在。

复兴于“生活美学”的文艺理论
□刘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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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由形形色色的现实构成：工程师的现实、

物理学家的现实、经济学家的现实、哲学家的现实、文

学家的现实、贩夫走卒官商权贵的现实以及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的现实……归结起来，无非物质现实和精神

现实两种。

在诸多现实中，工程师的现实可视可感，物理学家

的现实炫目而实证、经济学家的现实是数字的变奏，哲

学家的现实思辨而虚无，贩夫走卒官商权贵的现实趋利

而实在。与这些棱角分明、清晰可辨的现实相比，只有文

学家或者说只有小说家的现实无可捉摸、混沌模糊，因

为小说家玩的是“虚构”之法，他的现实亦真亦假、亦远

亦近、亦有亦无，更重要的是他的现实不仅再现以上所

有人的现实，而且还创造一个新的现实。据说，有人将卡

夫卡的小说拿给爱因斯坦看，几天后爱因斯坦交还小说

时只说了一句话：人的大脑没那么复杂。可见小说家的

现实是多么复杂。小说家的现实同时跨越物质和精神两

种现实，汇聚成万水归一的现实的大海，这片现实的大

海就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小说作品。

话又说回来，当“武艺高强”的小说家用小说来塑造

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现实时，现实在小说家这里至少

要经历两种复杂的“裂变”：一是小说作品与小说家生活

背景之间的分裂和不一致；二是小说作品内部人物与人

物之间复杂的现实情形和冲突。作家们在这两种“裂变”

之中“挣扎”“纠结”，他们的才华、经验、技巧甚至运气终

将引领他们从这“裂变”中走出来，走出来的结果有两

种：写出成功的小说或者写出失败的小说。一部小说诞

生，无论成功与否，它们都是小说家的现实一种。

有时候，我觉得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是无比幸运的事

情，他可以在文字的世界里“登基称帝”，既可以为一个

人的现实“呼风唤雨”，也可以为无数人的现实“代言立

命”。有时候，我又觉得做一名小说家是无比残酷的事

情，在穷经皓首的写作中，他既可能被现实的读者抛弃，

也可能被未来的时间抛弃，因为面对无尽的现实，小说要深入到人们的物

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本质里边去无不困难重重，稍不留意小说便会滑入

肤浅或失败的泥沼之中。

当小说面对无尽的现实，小说是如飞鸟那般轻盈地掠过现实的海面

而荡漾起阵阵涟漪，还是如鱼群那般沉着地穿越现实的海洋而翻起雪白

的浪花？或许都可以。无论飞鸟亦或鱼群，都只是小说面对现实的某种方

式，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可能如针灸的那根银针一样，准确无误地扎进庞大

现实肌体的穴位中，让人产生酸麻胀痛之感——这是小说对读者的说服

力和征服感。可以确认的是，现实深广似大海，小说只是大海海面的一只

飞鸟，或者海底的一群小鱼。毫无疑问，这并非一种对等的关系，而小说作

为一种艺术的存在价值，它的野心在于用四两拨千斤之力在现实与小说

之间建立起某种对等——至少是幻觉上对等的关系。而能否建立起这样

的对等关系，则全系于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否具有把握现实的意识和能

力，则是一位小说家卓越与平庸的区别了。

小说家把握现实的意识和能力是通过小说的虚构来体现的，有作家

说“虚构是将小说与平庸现实区分开来的重要界限”，这样，小说的虚构与

生活的现实便处于某种紧张关系之中了。这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来自于

“高”“低”之争：流行的观点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但有作家认

为文学与生活平起平坐甚至低于生活；另一方面来自于“真”“假”之辨：有

人认为文学虚构的“仿真”生活远不及现实生活“真实”，也有人认为文学

的“精神真实”超越现实“一地鸡毛”般的“庸常与虚假”。

无论这种紧张关系来自哪里，不可否认，虚构与现实的拉锯战所形成

的写作价值观——有时虚构占上风，认为虚构是小说的本质，虚构即真

实；有时现实占上风，认为虚构来源于现实但不等同于现实，小说是一种

拟现实；还有时虚实交错、真伪并行形成后现代的“泛文本”——拓展了文

学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文学因此而风生水起。在资讯“野蛮生长”的今天，

有美英作家主张抗拒小说的“虚构性”，认为作为小说基础的“虚构”完全

是可疑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世界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要重新创造它？”当

然持这种主张的作家只是少数，为这种主张“应运而生”的作品其传播力

也有限，多数作家仍然手握“虚构之剑”与真实的现实“决斗”。问题是，在

这场没完没了的“决斗”中，作家对现实的处理有时并不如人意，对现实处

理意识的落后和处理能力的欠缺，有时会直接导致小说的失败，常见的情

形大致有这样几种：

第一，写的是现实的残渣。有时候我们读一部小说，从故事到人物到

叙述，都可以看出作者铆足了劲、调动全部感官在写，写得也踏实，但是读

到最后我们发现小说的那个“核”——小说的题旨——是空洞的、无聊的、

游离的，比如很多写中年危机和不伦之恋的小说就属此类，表面上用非正

常的人际关系来写人的内心世界，实质上写的是鸡毛一样轻飘的琐碎。小

说家叶开说：“这种小说在情感上贴近所谓的现实，并被这种缺乏指向的

现实所消化，成为现实的残渣。”小说内容成为现实的残渣，一个重要原因

是作家无法让现实长出“翅膀”，无法让现实在现实的陷阱中逃离出来，

“飞翔”起来，归结到根本上，是作家对现实的认识是平面的、单调的、乏味

的，没有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元、复杂的现实图景来，没有这样的现实图

景，便没有精神现实的开掘和精神现实的冲突。所以说，作家对现实的“认

识力”和“思考力”将决定小说所展示的现实，是现实的残渣还是现实的实

质。

第二，写的是伪现实。何为“伪现实”呢？就是把小说弄成加长版的新

闻事件，小说始终绕着新闻事件打转儿，从头至尾都没走出来，这的确是

一种真真切切的现实，但正因为其太“真”了——几乎与新闻画了等

号——所以表现出“伪”的本质来，称为“伪现实”。就如同塑料花，就因为

它太“真”了，比真花还“真”，鲜艳无比，一年四季都不枯萎，所以它才显出

“伪”的本质来。伪现实的特征就是平庸，缺乏想象力和洞察力，直接照搬

新闻或者生活，小说始终没有迈进虚构的“假”世界中去表现一种艺术的

真实和精神的穿透力。小说是那种在新闻结束之时、在生活停止之时，开

始施展自己虚构和想象的拳脚的东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小说写的现实

便是伪现实，因为读者并不愿意在小说里再重温一遍新闻。

第三，写的是歇斯底里的现实。“歇斯底里的现实”这一概念移植于美

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提出的“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伍德认为现在有一类

“大部头、野心勃勃”的小说试图反映当代社会全貌，描绘人类现状，不惜

设置庞大的故事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且快速推进故事，“像一台永动

机”、“拒绝静止”、“以沉默为耻”、“为追求活力不惜一切代价”。他指责这

类作品过于注重概念，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无人性”。他奉劝这些作者

不要再野心勃勃地试图向读者展示“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不如去表达“一

个人对一件事的感受”。这类小说所写的现实要么庞杂无序，要么啰嗦琐

碎，要么生硬无比，要么无动于衷，最后变成歇斯底里的一堆烂泥。

无论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小说写的是现实的残渣、伪现实还是歇斯底

里的现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者对现实再造能力的欠缺。再

造现实的能力是衡量一个小说家能走多远的“标尺”，再造就是一种虚构，

虚构一个真实的世界，让小说从人的物质现实自然“升腾”到精神现实里

边去。有时候，写一个现实故事容易，但要让小说顺着“现实”往“非现实”

的虚无里走就比较难，这就得仰仗小说家处理现实的意识和能力了。

或许，我们也该思考一下，该写什么样的现实才能让小说流芳百世

呢？当然这问题肯定没有答案，谁知道明天的小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

们只能往回看，去发现那些出色的小说家为我们提供的有启示性的现实：

比如奈保尔他总写那些令人心酸的现实，《米格尔街》尽管看上去无希望，

但却生机勃勃，人人都有尊严。

也许什么样的现实都能去写，只是让那些现实沉淀下来，让它们深入

到“梦”里去。当然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用小说去思考我们的现实，如何去

处置我们的现实。

当代文艺批评透视

诗学与意象的融通
□应必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