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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与新感觉派
□潘 颖

长期以来，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关系是一个争议很大

的话题，受到众多人的关注，甚至为此还发生了不少激烈的论

辩。研究者们各执一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为关键的是，作

家本人对此问题在各个时期的说法也略有不同，这就更让人

们争论不休。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吗？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吗？从有人开始提出这一问题时，实

际上就存在不同的看法。

最早将“新感觉派”这顶帽子戴在施蛰存头上的是楼适

夷，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楼适夷于1931年 10月 26日在

《文艺新闻》33号上发表题为《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

〈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的文章，批评了施蛰存几篇小

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并且提出了“新感觉派”的论点，将

施蛰存归入其中。楼适夷的观点的影响力很大，后来持相同论

点的评论家基本上是延续了他的命名。

紧接着钱杏邨在他的《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

中继续采用了楼适夷的说法，并指出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的

倾向，代表着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施蛰存基本上退出了文坛，所以这一问题

甚至连他本人都很少被人再提及。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的深入，施蛰存再一次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但是有研究者

对施蛰存进行了新的分析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推进了

施蛰存研究的深入。此时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楼适夷对施蛰

存“新感觉派”命名的是严家炎，他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

上发表《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一文，重新提及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并再次将施蛰存置于“新感觉派”

帐下。

对于这些针对自己的评论，施蛰存本人的反应，因时代的

不同，有过一些微妙的变化。

早在1933年，施蛰存就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声

明：“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

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

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

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

小说而已。”从这时他的话中，可以明确地看出，他不认同自己

是“新感觉派”。

而到了1982年，当施蛰存像“出土文物”一样重新被发掘

出来时，他对此问题的反应又有些暧昧不清。当时他在回复给

吴福辉的信中讲：“‘新感觉派’是30年代初期在日本盛行的

创作流派，我和刘、穆都受到一些影响，楼适夷同志熟悉日本

现代文学，他大约当时也多看这一派的作品，因此他把我列入

新感觉派。我不反对，不否认，但觉得我和日本新感觉派还是

有些不同。”既“不反对，不否认”又觉得“还是有些不同”的态

度，让人感到，施蛰存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不如1933年那样

坚决而明确。

后来到了1990年时，施蛰存在接受台湾作家访问时，又

展现出了另一种态度，他不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出现过所谓“新

感觉派”。他说：“不论在大陆或台湾，许多人都拿‘新感觉派’

这个名词来套我们的作品，我个人对‘新感觉派’这个名词并

不以为然。”这时的施蛰存已经不是否认自己是“新感觉派”

了，就是对这一流派他也不认可。

同时这一时期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他们总说我是

新感觉派，其实我的小说是心理分析小说。”

由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在1982年的时候，作家

对这一问题态度不太清楚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否认了自

己“新感觉派”的身份。而考虑一下1982年的时代背景，考虑

一下一个被遗忘了几十年的作家重新被人提及，可能就会理

解，施蛰存为什么没有特别的关注自己是什么流派身份的现

象了。

其实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现象，其他人的一些看法。比如早在1932年10月，和

“新感觉派”作家十分接近的、被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就在

《“第三种人”的出路》里嘲讽楼适夷，认为楼适夷将施蛰存的

小说看成是新感觉主义是一个“空前的大笑话”。

而最早讲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楼适夷到了晚年，对此

也有了自己的反思，他主动向施蛰存认错道歉。施蛰存曾经在

给李欧梵的通信中说：“( 楼适夷) 这位先生十分老实，他从日

本回来，觉得我的小说很像日本的‘新感觉派’，因此写了一个

书评，发表在《文艺新闻》上，当时并无什么反应。近年来，我分

辩了几次，我说我不属于这一类，他就写信来表示歉意。”始作

俑者观点的转变，难道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吗？

还有日本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王向远就认为：中国从日

本引入新感觉派的时候，有着很多的误解，从而背离了日本新

感觉派的原意，使得中国的“新感觉派”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

创作现象。熟悉日本文学的王向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应该是

更准确更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将施蛰存生硬地贴上“新感觉派”的标签，可能

是不太准确的评价。

评价一个作家的尺度是什么？

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在研究文学现象时显得空洞化，比如

经常会采用分类的方法，或者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按照所

谓流派，以归类的方式来整合作家作品。表面上看来，这样的

分类，清晰有序，便于把握。但是它却将复杂的精神现象简单

化了，将原本鲜活生动的、精细入微的东西变成了只剩下一副

支架的标本。

因为文学现象复杂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在分析具体的作

家作品之时，就应该具体细致地、实事求是地探讨其属于自己

的本性，从文本自身特定的蕴涵入手，给予作家或者作品准确

的定位，而不是想当然地将其归入评论家早已设定好的某一

类中。不能因为某些表面东西的相似，或者某些人过往甚密，

或者都是某一刊物的作者，就武断地将他们归为某类某类。以

往我们文学史研究中诸多文学现象的误解和谬见多源于此。

和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一样，作家本身也是复杂的。具体到

施蛰存来进行分析，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施蛰存是一位

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是一个性格丰富多彩的人。他一生涉猎

甚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了四扇窗：“东窗”是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南窗”是文学创作；“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

“北窗”是金石碑版文物的研究。他性格洒脱，清醒明睿。钱谷

融曾经评价施蛰存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

“他用自由主义的眼光观察、衡量一切。重性情，讲趣味，热爱

与追求一切美的东西。”

他与鲁迅的争论经常被人提到，但是却被人忽略了他曾

冒着极大的风险发表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名篇《为了忘却的记

念》因政治原因，当时许多编辑部都不敢刊发，而施蛰存在自

己主编的《现代》发表了。他还特意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

照片，并特意配上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从这件事

情上可以看出施蛰存的正义感和勇气。

虽然1949年以后，他历经磨难，但是依然默默地按照自

己的意愿生活着。施蛰存在1998年6月26日的《新民晚报》副

刊上发表《我有好几个“自己”》一文，其中写道：“最近我给自

己拟定了一块墓碑题字，是‘钦定三品顶戴、右派分子、牛鬼蛇

神、臭老九、前三级教授降二级录用，施蛰存之墓’。”其生活态

度的淡然洒脱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人，自然会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不会苍白单调。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上，那也是不拘一格，呈

现出多种绚丽的色彩。

施蛰存很早就喜爱文学。1926年从上海大学转入震旦大

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在

此发表了成名作《上元灯》。《上元灯》将两个青年男女青梅竹

马般的感人恋情，写得婉转缠绵，意趣盎然，深沉隽永，散发着

传统文化的浓浓底蕴。

而从涉足文学领域之始，施蛰存就没有想过成立什么流

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当初只是纯粹创作而已，并

不曾想要立什么派别”。即使到了1932年，他接受张静庐的邀

请，为现代书局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杂志时，他依然讲：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因为不是同

仁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

党派。像他的性格一样，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没有在文学上结

党立派的打算。

施蛰存因为创作上的关系，虽然与新感觉派的很多作家

交往比较密切，或许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点影响，但他确实不

是某一派别里的人，就像他自己反复声明的一样，他是独立自

由的一个，是热爱文学并有着自己的独特艺术追求的一个。他

深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又对奥地利心理分析

小说家显尼志勒的创作风格十分欣赏，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移植进了心理分析的表现手法，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

阅读施蛰存的小说，能够很清楚地看出他与被捆绑在一

起的新感觉派的其他作家的不同，从表现的内容到写作的艺

术手法都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

深厚的感情，这在他的作品中不时有所流露。杨义就曾在《中

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了施蛰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较深，在

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

对于施蛰存这样一位作家，正确的评价方法是从其创作

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入手，摒弃一切旧观念

的束缚，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而给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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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风云激荡的现代文学坐标轴中，安静独坐

于松江一张旧书桌后的施蛰存犹如一张清浅的

剪影。虽然不乏美誉，学者们诸如严家炎、李欧

梵、吴福辉等奉他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鼻祖”，誉

其“心理分析小说在30年代堪称独步”。然而大

多数读者对施蛰存的认知来自于他和鲁迅关于

《庄子》和《文选》的笔墨官司。“洋场恶少”和

“叭儿”的恶名让施蛰存长时间挂在鲁迅长长的

骂人名单里，成为不少文学青年眼中的反面角

色。而在以启蒙与救亡为主流的中国文学大潮

中，行文不够冲锋陷阵、为人只愿独善自身的

施蛰存，似乎必然处于被低估乃至无视的境

地。即使到了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兴

起，大批作家被重新发现，张爱玲、沈从文等

作家成为民众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新的研究潮

流不断涌现。但是，对于施蛰存文学作品的阅读、

研究热潮和中肯的文学史价值评判却一直难以

到达其应有的坐标点。

施蛰存曾言，自己一生别无所成，仅为读书

界打开了东、南、西、北四扇大窗。东窗是文学创

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

的研究，北窗指碑版整理。在文学创作上，除却传

统文化的滋养，施蛰存借由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

译介绍一窥现代主义文学堂奥，并成为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的忠实信徒，开创中国现代小说尤其

是心理小说一派，成为新感觉派中的代表人物。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集中于其在松江居住期

间，也被称为“松江十五年”。施蛰存认为自己的

第一部真正的创作小说集是1932年出版的《上

元灯》。其实早在1923年，施蛰存便已出版小说

集《江干集》，后又出版《娟子姑娘》，1928年与刘

呐鸥、戴望舒创办水沫书店，并着手编辑《无轨列

车》《新文艺》两个刊物，先后创作了小说《追》和

《新教育》，并把它们结集取名为《追》。1929年，

施蛰存在水沫书店出版第四本小说集《上元灯》，

其中短篇小说10篇。然而施蛰存对其中一篇摹

写小说《牧歌》不甚满意，1932年由上海新中国

书局再版时，便将《牧歌》《妻之生辰》《梅雨之夕》

从小说集中抽出，换上了《旧梦》《桃园》《诗人》。

施蛰存曾说，以前的几本不是习作，就是摹仿之

作，根本就不算创作，1932年版《上元灯》是其文

学创作的开端。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在1930年代

达到顶峰，小说集《李师师》（1931年）、《将军底

头》（1932年）、《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

行品》（1933年）、《小珍集》（1936年）相继出版。

1947年出版《四喜子的生意》后，施蛰存小说创

作戛然而止，“文革”开始后，更是将心血笔墨都

付诸了学术研究。

二

施蛰存成年后长居上海，然而他的小说创作

却很有趣地常常以一段旅程为背景，主人公心绪

的变化，命运的曲折变迁，情节的跌宕起伏，总是

和旅途息息相关。无论主动或是被动，这一段旅

程都成为他们寻找自我所作的逃离。从本质上

说，旅程本身即是目的。施蛰存精于以绮丽的笔

触展示一段寻找自我与存在意义之旅。而这段旅

途的主角，则常常以一名异乡客的姿态出现。异

乡客的概念，既存在于文化的层面，也存在于地

域的层面，然而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作为一个重

要因素影响着小说中人物的内心认同，或许我们

也可以通过这频繁的异乡客人物设置，窥见施蛰

存的部分内心世界。

《将军底头》中的异乡客自然是奉命去征伐

吐蕃的花惊定将军。他是吐蕃国武士的后代，虽

然在汉文化地区长大，然而却难忘自己民族的文

化：“从小就听惯了矍铄的祖父所对他讲的吐蕃

国的一切风俗、宗教和习惯”，“祖国的光荣都随

着将军的年龄之增长而在他心中照着”。故而汉

族人的贪渎、无义的根性令他憎恶，正直、骁勇、

一心战死的吐蕃国武士才是他所认为的英雄。征

伐之旅转瞬间成为了一个漂泊者后代的寻根之

旅。而在征程中体悟到爱情甘美的将军花惊定，

虽被砍掉了头，但凭借顽强的意志，仍旧走完了

最后一段路，由鲜血杀戮的战场赶回村里看望那

个美丽而又文雅的少女，征伐之旅最后变为了爱

情的启蒙之旅。

《春阳》中的婵阿姨则从昆山到了上海，从

“风风雨雨”走到了“满街满屋的暖太阳”下，从金

钱的牢笼走到“年轻人底狂流”中。她意识到自己

的差异，看到上海南京路上的本地人“穿得那么

样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自己却

是累赘又孱弱，不知如何融入人的狂流中去。从

银行到冠生园的路是婵阿姨在暖阳下个体欲望

的复苏，从冠生园回银行之路则是婵阿姨作为欲

望之人和道德之人的博弈，一声“太太”让她丧失

了走到春阳下的勇气，重新走入了“阴沉沉”、“要

下雨”的旧世界中。

《梅雨之夕》中的主人公因为雨放慢了回家

的脚步，自我设定了一段短短的旅途。在这旅途

中，有对自我的审视，也有因潜意识中的渴望而

生发出的与一位姑娘的偶遇。在雨的朦胧和自我

的意念之间，她忽为陌生人、忽为来自苏州的那

位我少年时的邻居、玩伴、初恋。雨停了，美梦结

束，主人公回归到和妻的正常生活，从这一角度

上看，雨中的漫步何尝不是内心渴求的一场白日

美梦。

“迁居”也是施蛰存小说中常出现的景象，例

如在《扇子》中，“我”因父亲要到师范学堂做监督

而全家从杭州迁到苏州，《周夫人》中则是从杭州

搬家到慈溪，《鸠摩罗什》中鸠摩罗什为学习佛法

从龟兹国去往沙勒国，学成后又回到龟兹国，龟

兹国被吕氏攻破后被掳至凉州，又在凉州城破后

前往长安。

这种在路上的异乡客情结似乎可以在施蛰

存的童年经历中找到一些痕迹。施蛰存于1905

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水亭，1909年全家迁往苏州

居住，先租住乌鹊桥弄，不足一年，又移居醋库。

1912年施蛰存随父母从苏州迁居松江，先居于

松江城内府南405号，1915年搬入县府路20号，

此后一直在此居住，直至淞沪会战施蛰存才离开

松江老屋。这些经历频繁映射在他的小说中。例

如《扇子》一文，几乎与施蛰存从杭州前往苏州的

经历完全吻合，“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监督

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我才只九岁。到苏州之后

的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

库巷里的租住屋里，不敢出外，因为我不会说苏

州话，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

儿童心理学认为，因为儿童尤其是幼儿不具

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故而需要依靠熟悉的环境和

作为共存客体的父母找寻安全感和稳定状态。施

蛰存幼年时期频繁迁居，虽都在江浙一带，但文

化差异仍旧存在，或许作家的这种生活经历逐渐

沉淀到意识深处，待成年后提笔创作，便自然产

生影响。

事实上，对于迁居，施蛰存有着几乎完全相

反的表述。他早年曾说：“我从小就觉得‘大丈夫

四海为家’这句话有意思，每逢旅居异乡的时候，

我总能够随遇而安，一点没有‘出门千里不如家

里’的感想。”及至晚年则转向相反的态度，感叹

到：“我心常揣揣，古语云：‘出门千里，不如家

里。’我是老旧人物，终觉此言是真理。”而至于童

年经历如何影响了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是另外

的大课题了。

三

施蛰存集中小说创作的“松江15年”，乃是

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

时代大变迁中，施蛰存的小说仍旧无意干预现

实，而是将笔墨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生命个体的

心理困境之上。这种创作状况和施蛰存的文学

观念是一致的。施蛰存关注的是世界上一个个

各自独立同时却也孤独无依的生命个体，探索、

发现的是人类幽深而隐蔽的心理世界，内心世界

的纠结、矛盾、冲突是施蛰存小说中频频出现的

母题。

施蛰存小说中的人物，自我认知与理想镜像

常常是错位的，在现实的挤压和内心的浮摆之

间，二者总是无法合一。自我的定位与现实图景

相去甚远，自我在欲望横冲直撞的本我和力求禁

欲的超我之间来回摇摆，在或禁忌或放纵的不同

选择中寻求着内心世界的平衡。

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矛盾似乎普遍存在。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人都是某种镜恋动

物。大多数人终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寻找、辨

析、靠近并最终成为自身认可的一个形象。自身

与理想自我能否聚合，考验着生命个体能否自我

认同并最终走入自恋或自卑的人生历程。在施蛰

存的笔下，自我的现实景象和理想镜像之间不仅

无法合体，相反，二者总是错位甚至是背离的。

在小说《石秀》中，石秀所面对的第一重的困

境便是对自我的定位，面对戴宗、杨林发出的一

起上梁山的邀约，一方面石秀自认自己是有着清

白之身的良民，虽则贫贱，但是却也有着清清白

白的祖宗家世，若是熬不住这一点点的苦楚上了

梁山，便是给祖宗丢脸。觉得“将来犯了杀头开腔

之苦还没什么打紧，倒是还蒙了一个强盗的名声

可不是什么香的”。在《春阳》中，婵阿姨是抱着未

婚夫牌位成亲然后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女人，一宗

巨产暂时的经管人，然而在春日暖阳的上海，她

忽而产生了对自身生活的另一种完美想象：嫁了

丈夫，有了儿女，成了家。生活以另一种姿态存

在：“一个年轻的漂亮的丈夫，一个兴高采烈的妻

子，一个活泼的五六岁的孩子。”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自己仍是“密斯”。然而当她怀着隐秘的欲望回

到银行，年轻行员一声“太太”的称呼猛然将她打

回现实的冰窟。而在《鸠摩罗什》中，大智鸠摩罗

什则在爱欲和功德的冲突中摇摆不定，做一个虔

诚的佛教徒，过绝对禁欲的、刻苦的生活，还是做

一个爱着妻子的凡人，生活在凡人中间，这两难

命题让即便已经参透佛经经典妙谛的鸠摩罗什

也难以抉择。

施蛰存擅长心理的分析，人物内心的波澜在

作者笔下纤毫毕现，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作品不

仅止于本我、自我、超我的冲突，真实自我和理想

自我的错位，更借由弗洛伊德“梦”的理论，将人

物的内心世界推向更复杂也更丰富的层面。弗洛

伊德认为，梦是现实的满足，它有象征、伪装和检

查的作用，是对于不完美现实的心理补偿。在施

蛰存的小说中，既有白日的半梦状态，也有夜晚

潜意识受到较弱的意识盘查，通过变形、化装等

闯入意识世界的展现。《梅雨之夕》和《春阳》写的

都是白日的半梦的状态，《梅雨之夕》中，小职员

在下班路上遭遇雨天。雨隔断了现实，为他提供

了一个封闭的想象空间。于是在这迷蒙的雨天，

他不仅伴着一位美丽的少女同行，还在迷离中将

她指认为便是自己的初恋，当这种认知触及到意

识的警觉，又发觉妻子在以一种忧郁的眼光盯视

着自己。在《春阳》中，居于上海陌生环境中的婵

阿姨拥有了想象的安全屏障，于是在寂寞的驱使

下，在冠生园里有了一场文雅男子与自己搭讪的

幻觉想象：搭讪、邀约、自我介绍，然后手挽着手

在马路上走。这种以对现实的不满为根据，在力

比多为驱力的短暂白日梦在《周夫人》中有更大

胆地体现，当周夫人陷落在自身痴迷的想象中，

在无法辨识或是假装无法辨识周先生和微官的

时刻，她错将微官当做周先生，来获取些许的心

理安慰。乃至回到现实，明确知晓自己的行为已

然逾矩，还是难以抵挡片刻欢愉带来的幸福感。

然而这些白日梦往往是短暂易碎的。雨停便打破

了封闭的空间，银行职员对婵阿姨唤一声“太太”

便粉碎了她的美梦，至于周夫人，万千浮动的心

绪也只有这一次短暂的展露。除了白日梦，施蛰

存的小说更很多的是纯粹的梦境。以梦实现对白

日心愿的满足在《狮子座流星雨》中展现得最为

直接，趣味十足。卓佩珊夫人受生子问题所困，前

去德国归来的吴博士医生处求诊，却偶然听得被

热议的狮子座流星雨，开始觉得是扫帚星不吉

利，当听到管门巡捕告诉王公馆的丫环：“你看不

得，看了要生小娃娃。”却又动了心思，折腾了整

夜，却在进入梦乡后，“忽然梦见星飞空中，明如

白昼，而且投入自己怀中”。这个梦境的构成，不

过是白日心中祈愿、朝阳光芒直射眼睛配以丈夫

无意把象牙梳子掉落在地上的响声混杂在一起。

然而这样的梦却也毫无疑问大大安抚了卓佩珊

夫人，令她决心“今天夜里再看”。

妖魔化的他者是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有

趣的现象。在施蛰存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有古代的

名将、高僧、落草英雄、名妓，也有生活在现代都市

里的普通人，而透过这些角色的眼睛所展示出来

的世界，自我之外的他者常常被妖魔化了，在《石

秀》中，石秀的欲望投射至潘巧云身上，进图两难

求而不得间，她已被指称为放荡的妓女，死于刀

下，在《李师师》中赵乙不过是粗鄙的帝王，他粗俗

的举动，蠢陋的谈吐，卑劣的仪度让他只能是一个

不解风情的东西。《鸠摩罗什》中，龟兹国王的爱女

美且端庄，然而却是破了高僧鸠摩罗什金刚身，令

他这样的莲花陷入臭泥堆的人，而那个羞辱自己

渎佛、渎圣的武夫更是死有余辜的，城破被杀也是

必然。正是这些妖魔化的他者之恶，自我主体扭曲

的人格和变态的欲望才得以展露：男性微妙而又

复杂的性欲望，对于妖妇和娼妓变态的性心理，以

及难以遏制的杀戮和嗜血本性。

施蛰存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成就与

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文学作

品对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阅读、解读、传播施蛰

存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他的想象触摸上世纪30

年代新感觉派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脉络，我们才能建立对现代文学更完整的认知。

想象施蛰存
□孙灵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