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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文学是“70后”共同的文学资源

郭 艳：“70 后”写作与上世纪 80 年代先锋

文学在小说技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请具体

谈谈先锋文学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马笑泉：每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的文学营养系

统，或者部分交集，或者毫不相干。对于“70后”

作家而言，或许只有一小部分共享了五四时期作

家留下的资源，另一小部分则受益于明清小说，

但大部分“70后”作家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了80年

代国内先锋文学的影响，换句话说，80年代的先

锋文学对于“70后”作家而言，是一笔公约数最

大的文学资源。

“70后”写作对先锋文学的继承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个是精神层面上的继承，即对先锋性的

保持和发扬；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明显和广泛，

就是技术层面上的继承。

李 浩：先锋文学影响“70后”作家的，绝不

仅是小说技艺，也绝非仅是突破藩篱，更重要的

是创作理念、人文情怀和更为宽阔开放的心态。

“70后”写作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别，有着不同的

写作取向，但这种延续和渗入却普遍存在。

我不讳言我的写作是先锋小说之上的“生

出”，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技艺。我用过意识流、

魔幻、黑色幽默、碎片等方式，也用过时空的多重

转换、故事从发展三分之一处的小高潮开始进入

等等。除了技艺，更重要的影响还有自我意识的

凸显，对不完成美学的理解和应用、深思和追问，

在文本中的介入等等。甚至可以说，我对人生人

世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社会的理解，很大程度

来自于文学，我承认它给我的远比哲学、社会学、

政治和经济学带给我的多得多。好的文学，是一

种有魅力、有思考和远见的知识。

弋 舟：我们这代作家，毫无疑问，在小说技

术上深刻地受到过昔日先锋文学的浸染，它在我

们提笔之初，就帮助我们建立了比较纯正的艺术

观和审美趋向。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论，如果不是

被那代先锋所打动，我有可能不会走上写作之

路。昔日的先锋文学在我眼里何其迷人，那时作

家以自己的才华和经验，书写出了令我倍感亲切

的中国小说，仿佛突然拉近了我与一流作品的距

离，给予了我巨大的写作勇气。

郭 艳：对你影响最大的 80 年代先锋文学

作家是谁？

弋 舟：不想不知道，我如此高举昔日先锋

文学旗帜，但当你让我细数究竟受谁影响最大

时，竟无从说起。我想，我受惠于他们的，可能更

多的是一种如同空气一般的存在。至于自己的

技术准备是如何完成的，我实在难以自称如今已

经完成了准备——这或许该是一辈子的事情。

马笑泉：莫言、苏童、余华对我都有重要影

响，说不上谁的影响最大。写作之初，苏童的影

响要明显一些，但到后来，余华的早期作品更能

给我启发，而莫言则自始至终是一种指引的力

量。先锋文学作家传授给了我最初的写作技术，

同时还成为我走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快速通

道。在对卡夫卡、马尔克斯、萨拉马戈、博尔赫斯

和卡尔维诺5位大师的系统阅读中，我逐渐完成

了技术上的升级。同时还获得了一种能力，即以

现代小说的思维方式从另一个重要文学系统中

提炼出技术养分。这个系统就是中国古典叙事

文学，它主要包括熠熠生辉的《史记》、无比庞杂

的笔记文学和良莠不齐的明清白话小说。

李 浩：对我影响更大的是诗人们，北岛、杨

炼、于坚、洛夫、余光中、欧阳江河……北岛给我

的一是重量感，一是语词，一是氛围。我记得我

在初读他时的严重不适，它溢出我的旧审美，是

我不能容纳的。他们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尤其

是后来的、不断有着拓展的审美趣味。杨炼的

《诺日朗》，现在想起来我还被那种压倒性的雄浑

力量所折服，他和北岛建构的世界是那样不同。

我个人的技术训练，一部分是从古典诗歌中得到

的，一部分来自于我学习美术的经历，还有就是

在模仿中得到的，包括对国外文学的模仿。

我从诗歌转向小说写作，首先得益于作家鬼

子的提醒，他说，你要学习讲故事，要学会拆小

说。这让我极为获益。我模仿过余华，模仿过博

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模仿过一切我读过的

作家，包括一些并不有名的作家，即使现在也依

然如此。如果我说这一过程完成了，那将意味着

我的艺术生命已经死掉。我不甘心。

文学产生于自我与外部的共振

郭 艳：先锋文学源自西方现代派文学，发

端于一群自我意识强烈的艺术家对于创新的追

求，从而达到解构、变异的目的。“70后”创作对于

先锋文学这一内核是否有着自觉的认知？

弋 舟：我想，这种对于现代派内核的“自

觉”，绝大多数“70后”是没有的，我们之所以被

吸引，或许完全是因为本能。也许，我们更应当

看重这样的本能。我的经验是，当“自觉”形成，

局限与机械便会同时降临，我不少失败的写作尝

试都与此有着不容分说的关系。

马笑泉：“70后”创作在起步之初，更多倾向

于解构传统。由于先锋作家已经出色地完成了

技术上的颠覆，“70后”更多的是通过书写被禁

忌的、遭受忽略的题材来达到目的。如慕容雪村

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盛可以的《北妹》、卫

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等等，都不约而同地注目

于游走在城市中的边缘青年，以性、暴力、毒品等

为切口，呈现出青春的混乱、迷茫和挣扎。大约

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70后”在解构传

统的基础上，开始树立起建构意识，不再借助于

题材的新异，而是以灵活多变的叙述姿态向时代

发起正面进攻。

李 浩：创新，在我的理解是从“传统”中的

探出、延展而不是颠覆，在我这里它并不以“弑

父”为目的。我觉得许多“70后”作家，像徐则

臣、黄孝阳、李约热、阿丁、黄土路、卫慧、盛可以、

张惠雯，他们在对现代主义的精神认知上非常自

觉；而像张楚、于晓威、东君、陈集益、田耳，他们

在文本技艺的钻研上可能更用力些，但这并不意

味他们因此匮乏。即使像乔叶、鲁敏、王十月等

较为传统的写作中，某些现代性的因子也存在

着——现代技艺本身也携带些许现代意识，它会

悄然渗入。

不过，在自觉认知上，我们还普遍不够。包

括对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的普遍尊重，包括人

物的平等意识，包括对人性、制度、权力的追问和

反诘等等，我们做得还不够。

郭 艳：先锋文学致力于形式上的革新，但

是鉴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因素，它无法完成对

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异化

关系的多样认知，无法真正触及现代社会的精神

创伤及其所反映的时代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

先锋文学作家是“空心的”。你如何看待个体自

我与他者及其整体世界的关系？

弋 舟：这种局面令人感伤唏嘘，但是没有

办法，我们就是需要面对“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

的因素”，饱尝其苦，挣扎踟蹰。但是，这种“空

心”的书写，除去多方面的因素，也同样在于我们

的无力：能力的无力、勇气的无力、天赋的无力。

承认这一点，或许对我们的写作更有益。个体自

我与他者及其整体世界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我

是趋向于虚无的，总有一句早年的摇滚歌词在我

脑子里回旋——他们看上去都比我美。但是，我

依旧和这个世界共振着，这是生命本身的事实，

我无从否认。在这种双重的力量之下，我的写作

也必定被打上了如此的印迹——我是旁观者，也

是参与者。

马笑泉：文学既不产生于自我，也不产生于

外部世界，而是产生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共振

中。那个共振点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作家的天赋

才情、思考能力、生活体察和知识结构。而共振

形式则产生和完成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中。我创作《愤怒青年》时23岁，整个人处于一

种郁怒状态中，作品所呈现的共振关系就是抗

争。26岁创作《银行档案》时，我参加工作已有7

年，逐渐体悟到世界的混沌性，并对自我主体性

的张扬进行了反思。这时的共振显然不是对抗，

而是发现、理解和重建。30岁之后，哲学在我的

个人阅读比重中逐渐上升。我现在渴求一种直

抵核心的写作，让自我和外部世界在精神现实的

层面上产生共振，最近创作的短篇《荒芜者》体现

了这一努力。

李 浩：80年代的文学革新有些仓促，但其

意义重大，我也看中他们在“中国化”上的种种努

力——他们写下的、致力写下的还是中国故事。

如果不是他们开始用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讲述

“中国故事”，我想我和我的同龄人即使读到大量

国外文本，怕也达不到我们现有的水准。但他们

未能完成，我们还有空间。

在现代社会上，不会有一个纯然的、和他者

割裂的“自我”，小说应表达的至少是在某些文字

中表达的，就是这个自我和他者、社会、权力、世

界的关系之谜，它较之纯粹的艺术创新可能更让

我们着迷。当然，每一篇优秀的文字，都必然有

作者血液的涌流，他也必须将“自我”放置进

去——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不应给文学规定惟一的路径

郭 艳：先锋文学打破了规范与传统的理

念，在语言和形式方面进行文本实验。多年后，

先锋作家又集体转向写实主义。作为后来者，

“70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在文本中是如何

处理这个问题的？

马笑泉：这次转向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技

术上的翻新终有竟时，先锋技术并不等同于先锋

性，技术总有不那么先锋的一天，而先锋性才是

恒久的。至于是转向写实主义，还是归于浪漫主

义，都只不过是撤退后的各奔前程罢了。

在“70后”作家中，形式创新与现实叙事之

间的纠结并非一种普遍现象。我对形式风格创

新仍然怀有期待，但对坐在象牙塔里创造出一

种新的小说形式已无多少信心。我把希望寄托

在这个时代的复杂、新鲜和元气蓬勃上，期盼这

种现实境况能“倒逼”出新的技巧、新的形式、新

的风格。为了实现这一点，我必须深深扎进这个

时代。

李 浩：我觉得，80年代的先锋写作是一些

具有超凡才能的聪明人玩的。他们的出现适应

着时代潮流，之后集体转向，当然也是一种时代

暗合。这种调整是时代性的，假如80年代继续，

他们的写作不会是这个样子。

在40岁之前，我想到一篇小说，会先从故事

结构和技艺上完成考虑，会先考虑它是不是新颖

别致，有没有良好的技术运用。40岁之后，我想

到一篇小说，会先从表达的有效性上考虑：我说

的问题是不是非说不可的问题，它有没有新的发

现，是不是准确表明了我的人生态度……

弋 舟：对于这种“集体的转向”，我并没有

感到过多的不适。我们与先锋前辈依旧共同生

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局几无

差别。我总觉得，人就该缺什么补什么，我对形

式风格着迷，那么便格外需要补充和强化对于

现实的体认与关注。反映在具体的创作中，我

会努力令自己保持对于现实的警觉。以创作经

验论，我的这份警觉的确拓宽了我的写作，也

令我的写作有了“矜重与诚恳”的美学诉求，但

我也发现，对于“形式风格”的自觉同时亦能激

发对于现实萌发出新鲜的触摸方式，它能令我

变得更加敏感，在思维方式上不至于过分因循

守旧。

郭 艳：80年代先锋文学严肃郑重地提出

了“怎么写”的问题，当下写作的难题似乎更在于

“写什么”。“怎么写”和“写什么”其实是一体的。

请以自己的经验谈谈“70后”作家是如何处理这

个问题的。

马笑泉：“怎么写”和“写什么”其实是一体

的，正如成功的小说，形式和内容是无法分离

的。我在写《荒芜者》时首先考虑的是“写什么”

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存在一种现象：有

一类人起初活得有劲，对自我的可能性充满期

待，对外部世界也饶有兴趣，但突然在某个时刻

丧失了激情，内心和外部世界沦为一片灰色，既

不想拼搏，也无轻生的念头，变得淡漠、懈怠，对

一切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存和存在

层面上所遭遇的双重困境，值得书写。在叙述的

具体展开中，我很自然地遵循了发现这一问题的

过程：先是自我，然后是不断出现的具有相同体

验的他者，最后是这些荒芜者聚集在一起共同探

讨和应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叙述中，技术顺

从于表达的需要。对存在的洞察和发现，是“写

什么”的问题，而表达是否到位，则是“怎么写”的

问题。两位一体，方成小说。

当下写作的缺陷恰恰在于现代主体认知的

缺失和小说技术的平面化。大家在叙事表层做

得相当好，但作品往往缺乏深层的结构。优秀的

小说在叙事表层下起码有一个文化结构在支撑，

比文化结构更深层的是精神结构。文化结构还

受制于地域文明，精神结构则具有全人类性，先

锋小说技术的存活和发展必须建立在这个深层

结构上。“70后”作家必须强化现代主体认知，在

普世价值的照耀下深入到人类的灵魂深处，以精

益求精的艺术技巧表现深广的人类意识和人文

情怀。

李 浩：“怎么写”和“写什么”互为表里，我

不相信谁能掌握将之截然分开的解剖学。《好兵

帅克》在昆德拉眼里是人类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

小说，如果我们取消那种充盈在其中的夸张、戏

谑和反讽，把“怎么写”换成另一种方式，它还有

无那样的效果？杜拉斯的《情人》《抵挡太平洋的

堤坝》，如果忽略它的“怎么写”，那它的意味就会

全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多少故事性的情爱故

事。再极端一些，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如果我

们专注于“写什么”而忽略掉它的“怎么写”，那它

无非是一个花心老男人勾搭少女的通俗故

事……随类赋形，“写什么”会影响并深刻影响到

“怎么写”，而“怎么写”也会为作家选择他要书写

的内容，部分地决定“写什么”。

不给文学规定惟一路径。但，达至高标是一

切文学应致力的方向，无论是先锋性的、现实性

的、传统的或者其他什么的。杜拉斯、纳博科夫、

门罗，他们的存在于文学亦是有效的，我从他们

那里也受益甚多，虽然我不会将他们请进我的神

龛里。

弋 舟：迄今我写过最短的一个短篇大概

是《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我是通过形式

感来驱动这篇小说的，由此，我对现实的体察才

成为了“有意味”的体察。我总觉得，“怎么写”

永远是一个作家恒久的第一要义，这是我们将

自己与其他艺术乃至其他行业区别开来的基本

前提。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变得无力了，我

更愿意相信，这是我们文学手段的贫乏使

然——首先是我们没“写”好，其次才是我们的

目光短浅。

前辈们积攒下的这些文学资源我们自当珍

惜，我们由此披挂着浑身的武器上场了，这让我

们不至于和世界一交手便一败涂地。而战之能

胜，“更为深广”地打赢那终极的战争，当这样的

命题出现之时，武器或许便又不再那么重要了。

风格、技术，“怎么写”，一瞬间又令人痛苦地变得

苍白。这就是文学之事的迷人之处，这就是文学

之事的痛彻之处。而那远大的抱负和悠长的目

光，在我看来，只能有赖于我们内心那种或许与

生俱在的神圣的种子。原谅我“技术性”回答这

样的问题，因为你已经在说伟大的事物。

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横

空出世，对于后来中国文学的影

响巨大。从先锋文学开始，中国

文学真正回到了文学本身并开始

凸显作家的主体性。但是，先锋

小说本身也存在种种局限性，以

至于其发展受阻，最终难以维系。

郭艳、马笑泉、李浩、弋舟四

人的这一对话，不仅是探讨先锋

文学本身，更讨论了“70后”写作

与先锋文学在小说观念、技术、文

本意识等方面的承继关系。

■对 话

我们是时间我们是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河流是不可分割的河流
————““7070后后””写作与先锋文学四人谈写作与先锋文学四人谈 □□郭郭 艳艳 马笑泉马笑泉 李李 浩浩 弋弋 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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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2016年《诗潮》杂志。邮发代号：8—17，国外邮

发代号：BM5114。单价：10.00元，年价：120.00元。欢迎到邮

局订阅，也可随时汇款到杂志社办理邮购。地址：沈阳市和平区

北三经街66号《诗潮》杂志社，邮编：110003。

名家新作 潘洗尘近作选 …………… 潘洗尘
潘洗尘与诗歌的边缘化关系

……………………… 海 男
诗坛百家（主持人：唐果）
黄礼孩 简 明 黄明祥 花 语 青小衣等
中国诗歌地理 广东·中山诗群小辑
王晓波 黄廉捷 罗 筱 郑玉彬 刘洪希等
散文诗·中国原创（主持人：邹岳汉 陈劲松）
桂兴华 高咏志 雷 霆 宋长玥
当代风华 蔡厚示 陈逸卿 宋彩霞 涂运桥

梦烟霏等
古韵新声 李静凤 星 汉 李树喜 王恒鼎 包德珍

杨子怡 何 革 碰壁斋主 黄采军 张国应
史笑添 张春义 抱朴堂主 徐中美 瞿茂松
李光前 未 末 董彩霞 李小龙 纪 顺
杨春杰等

唐社小辑 凤凰山人 韦树定 早川太基 韦 勇等
品诗评潮 “钻进了石头，只可惜回了一下头” …… 李天靖

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的矛盾心态 …… 李仲凡

由中山文学院和南京远东书局打造的《中国作家文集》
《当代书画家》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
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现继续组稿：

一、凡个人文学作品集、书画摄影集、社科、理论专著等作
品均可出版。使用国内书号和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
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相关官网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

二、作者将”清定齐”作品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可
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通过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远东书局
官方网站、远东书讯微信平台等媒体发布书讯。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出版收费低廉。图书
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
个人专著者请联系：

网址：www.jsydsj.cn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025-52103958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211106南京江宁区天元路128号

《中国作家文集》
图书征稿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地址：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010-65250342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2016年第一期

作家叙事 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 燕
小 说
中篇 蕨草青青（原载《时代文学》）………………… 王跃文

一个人和一条鱼（原载《海燕》）……………… 王多圣
短篇 一棵树旅舍（原载《广州文艺》）……………… 叶 辛

红骨髓（原载《芙蓉》）………………………… 王祥夫
眼泪石（原载《江南》）………………………… 蔡 骏
路过是何人（原载《人民文学》）……………… 艾 玛

名家散文 一个人的西部（人民文学出版社）……… 雪 漠
瓦尔登湖旋舞曲（原载《文汇报》）……… 丁 帆

中华诗苑 疼痛（原载《长江文艺》）………………… 余秀华
曹宇翔的诗（原载《橄榄绿》）…………… 曹宇翔

佳作点评 评《庄莎的方程》等 ………………… 本刊编辑部

国内邮发代号：1-102
海外发行代号：D22

全年订价：101.40元
每月定价：8.45元

www.chinawriter.com.cn

解读文学中国 博览艺术新知

活跃理论争鸣 传承华夏文脉

《文艺报》每周出版三期，每期八版。全国各地邮局
均可订阅，亦可接受破订。欢迎到邮局订阅，或到中国作
家网下载浏览。地址：100125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号6层。

《文艺报》创办于1949年9月25日，得到毛泽东、邓小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茅盾、丁玲、冯雪峰、

张光年、冯牧都曾领军《文艺报》。新中国文艺风云与《文

艺报》密切相关，历史奠定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界的影

响和权威地位。

《文艺报》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

类报纸；是展示名家新锐风采，总览文学艺术潮流，让世界

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风向标和

重要阵地。“外国文艺”、“书香中国”、“少儿文艺”、“世纪美

术”、“新作品”、“经典作家”、“少数民族文艺”、“军事文艺”

等专刊均为独家创办，视角独到，色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