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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鲁迅给《生死场》写下的序

言作为理解问题的起点。尽管作为现

实中的作家，萧红早逝非常不幸，但

作为文学史上的作家，她终究也算是

幸运。处女作一出版便得到同时代最

重要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和推荐。《生

死场》由鲁迅作序，胡风作“后记”，这

在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罕见。鲁迅的评

价：“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

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

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的

评价：“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

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

前线。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

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都早已成

为萧红研究的经典评价。序言与后记

与《生死场》如影随形，一直流传到今

天。并不夸张地说，鲁迅、胡风的解读

确保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不被忽

略。事实上，在讲述东北作家群及左

翼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史从来也不

会忘记这位女作家。尤其是鲁迅的序

言，具有奠基意义，其后虽然研究萧

红的文章繁多，但有冲击力的研究并

未出现。

直到80年代，葛浩文的《萧红评

传》出版。而最具颠覆性的评价出现

在90年代末期，刘禾的著名论文《重

返〈生死场〉》发表。她借用了女性主

义理论，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对《生

死场》“民族国家话语”框架的解读。

她注意到《生死场》中金枝的困扰，对

比了《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之差

异，体察到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

及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抵抗，对鲁迅

等人的解读表示了不满。在萧红的评

价史上，刘禾的解读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影响了诸多年轻学者对萧红创作

的理解，使我们认识了一个陌生而新

鲜的作品和作家。

但是，面对此一解读，我也有自

己的困惑。比如，鲁迅和胡风为什么会不约而同

读到作品中强烈的抗战色彩，彼时他们为什么

不另辟蹊径而只以民族国家视角去解读？难道

他们真的只是被男性视角遮蔽吗？也许应该回

到《生死场》的创作语境去理解。当时东北沦陷，

举国震惊。在这样的历史处境里读《生死场》，与

我们今天时过境迁后读到的感受当然不同。批

评家和作家处于共同的民族国家话语之下，他

们和作者及其文本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共振，这

是非同时代批评家所不能感受到的。《生死场》

使书斋中的他们对东北大地的理解更为痛切，

也使他们重新认识东北人民身上“坚强和挣扎

的力气”。重回历史语境会发现，鲁迅的看法和

评价是恰切的，当然，当年鲁迅对《生死场》的解

读也包含了他对沦陷的东北的深切关注和对彼

时中国，一个“麻木的”、奴隶的中国与“警醒的”

和抵抗的中国的认识。

作为同时代批评家，鲁迅的序言

有效参与了小说《生死场》的经典化

过程，某种程度上，“序言”“后记”使

《生死场》成为“多重意味”的文本。鲁

迅和胡风共同提供了在民族国家话

语框架里阐释《生死场》的“轨道”。事

实上，这也为葛浩文和刘禾的”越轨”

解读提供了前提。不能忽略这样的前

提。正是有民族国家话语的解读，才

凸显了的另一个萧红文本的存在。

刘禾处于与作家不同的时空之

中。她所处的现实语境和学者的警惕

使她跳出了民族国家话语立场。她的

解读自然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把

鲁迅胡风的评论与刘禾这篇解读的

发表时间调换，也就是，萧红作品甫

一发表，刘禾就来发表她的“别有所

见”，会怎样？我想会遭到彼时读者和

作家的双重抵抗。——尽管作家创造

的文本意义可能会发生偏离，但作为

从沦陷区逃离出来的青年，萧红对抗

战时期诸多事物的理解，尤其是在

《生死场》时期，未必就跳出了“民族

国家框架”。也正因如此，有关萧红的

“越轨”评价须在作品发表四十年、五

十年，文本离开了具体历史语境后才

有效。

这让人想到文学批评的伦理问

题。每一代批评家都有他们理解问题

的具体语境，每一代批评家都有他们

的责任，批评家需要完成其个人历史

使命，而不能“秋行冬令”。应该认识

到的是，鲁迅、胡风完成了他们彼时

作为同代人的批评。当然，需要特别

说明，我个人对胡风“后记”中对女性

写作的理解很反感:“使人兴奋的是，

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

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

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

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

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

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

性的雄迈的胸境。”“却是出自女性”，“非女性的

雄迈的胸境”的说法，都让人意识到他并没有能

像鲁迅那样去践行男女平等精神。

回过头再看鲁迅的序言，他对萧红作品的

评价中提到“力透纸背”，“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

以及“越轨的笔致”，切中而深刻。尤其是“越轨

的笔致”。“轨”是什么？年轻的作家从哪里越了

“轨”，“越轨”是否指的是萧红对小说写作程式的

不循规蹈矩，是否指的是她跨越了读者对性别

写作的固定理解？也许，鲁迅对萧红的理解没

有女性主义立场，但作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

本能地感受到了《生死场》中有一种异质的和越

轨的力量存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80年

来，鲁迅对萧红作品中“越轨的笔致”的敏感、尊

重和理解具有某种暗示性和预言性，这无论是

放在萧红评价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殊为

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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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在一个封闭的语境里，现代文学

是“全部”，东北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一份”。但真

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关系吗？

还是先来回看这句话的原始出处。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

与无耻。”（爱伦堡）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

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

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

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

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

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

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

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

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引文里，第一句话是文眼。在山河破碎、家园

沦丧之际，什么是庄严的工作？这句话既是鲁迅

对萧军的写作的肯定，也交代了主编“奴隶丛书”

的理由。百无一用是书生，手无寸铁的书生以笔

为枪，冲破黑屋子，唤醒沉睡的国民，是鲁迅自

《呐喊》以来的主张。因此，鲁迅随即在给萧军即

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写的这段序言里

给出了三个信息：这篇小说不好在哪里，好在哪

里，以及小说对于法捷耶夫的《毁灭》的借鉴。借

鉴不言而喻，虽然后来萧军本人不断地尝试各种

其他题材和形式的表达，以洗刷学习和模仿的痕

迹。“不好”很明显，主要是小说的结构和形象描

写，即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叙事技巧问题。但是，

鲁迅这篇序言的重点显然不是要说不好，而是要

强调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它还是“好”。这种表达

体现了鲁迅杂文随笔的一贯特点：立场鲜明，态

度明确，不含糊其辞。

由“庄严”这一美学维度出发，这部小说好在

哪儿？“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

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

团。”“失去的天空……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

蚊子……”这句话确立了一个失去家园的“流亡”

作家的“主题关注”：家园，民众，自然，生命，等

等。它们也是鲁迅对这篇小说的价值坐标的确

立，如果说作为“奴隶丛书”的第一部，萧红的《生

死场》写的是“血和泪”以及挣扎和坚强，《八月的

乡村》作为第二部，则是关于失去了自由和主权

的家园的“剑与火”。“剑与火”符合萧军个人气

质和价值取向。写作对于萧军是一种而不是惟一

的干预生活和现实的手段，在萧军这个元气充沛

的东北汉子身上，有一定的“胡子气质”，有一定

的英雄情结，这也是他跟萧红这个天生的女作家

激情冷却后走不到一块儿的深层原因。文如其

人，粗犷，但有质感和力度，这是《八月的乡村》的

品相。在“血和泪”的社会现实面前，主张庄严有

力的文风即美学风范，主张对人生和社会认真的

体察和揭示，这也是为什么鲁迅肯定《八月的乡

村》而对“洋场小说”包括鸳鸯蝴蝶派一直不以为

然的缘由。通过这篇序言，以及编辑“奴隶丛书”

等诸多文学实践，鲁迅向世人再次强调了自己的

文学态度，即“为人生”的“有温度”的写作立场。

看鲁迅自己的人生，从弃医从文，到发表《狂人日

记》，到站在进步和自由的青年的一边“呐喊”，在

历史转型时期，在波涛汹涌的排浪中，清醒，有见

识，并学以致用，努力用学识唤醒民众，用文字影

响人心，用行为干预现实，无疑是一个传统文人

和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兼济天下”“为苍生谋”的

儒家思想的衍化。

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

贡献，除了文本实践的创新性和有效性比如中短

篇小说、杂志随笔等文体形式的创作，他的形诸

文字的文学主张以及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比如

为人生的写作、奖掖后进，是现代文学重要的财

富。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鲁迅，一部现代文学史

一定会改写。这个“为人生”的文学立场，不仅影

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也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气

质。他培养和支持的作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主力。

至于奖掖后进，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流亡

作家在鲁迅鼓励下的崛起是例证。随着东北作家

群在上世纪30年代的崛起，他们通过文学实践，

率先树起了一道“国防文学”的城墙。东北作家成

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抗战文学的

一个重镇，这是论证“一份和全部”关系的一个重

要证据。具体而言，东北作家群不仅率先开始抗

日题材文学写作，并且截止到目前依旧占据抗日

文学创作的成就的高点。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反封建”

和“反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主题，反帝和反

封建的主题视角历史性转换的标志是“九一八”

事变和“一二八”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

速沦为日军侵华的第一块也是殖民时间最长的

殖民地。苦难，苦闷，苦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体验，要比观察者更加痛切

复杂。因此，在“反帝”“反法西斯”这个大主题

下，对于历史的叙述和呈现，主张在历史现场的

写作。现代文学史上抗日题材创作的价值也在

此。吉林作家李辉英发表于 1933 年的《万宝

山》，以日军侵华后移民开渠的万宝山历史事件

为题材，率先自觉地开始了对于东北家园沦丧后

的描写。因为是“先声”，小说的历史观以及文学

性存在着明显的欠缺，也侧面地折射出殖民地社

会心态以及现代文学中期白话小说写作依然存

在的不足，也确证1918年 5月《狂人日记》横空

问世的文学意义。新文化运动诞生的白话小说写

作，与中国古典小说是两个概念——当然今天也

有评论家主张现代小说从与古典小说截然断裂

的链条上找到接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知

道，《狂人日记》的深刻在于思想力量，在于写作

立场，而不仅在于象征、隐喻等现代小说手法的

启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写作，打破了

“极权”如“皇权”的迷信，把人作为生命体放在整

体世界观察，发掘个体的价值和整体的桎梏，重

建新的价值体系。这是现代性的表达。日军侵

华后，白话写作的这种价值表达拥有了新的内

容——侵略的本质在于对于一个种族、一群人的

自由、独立权利的剥夺和侵犯，侵略战争的不义

在于以私利为名义侵犯他人的权益、残害他人的

生命。揭露侵略的本质，表达被侵犯的真相，鲁

迅所说的“庄严”便添加了深沉的苦难和明确的

反抗。萧军1936年春着手构思的鸿篇巨制《第

三代》，对于东北大地上的一种倔强的人性的描

写就更加富有主体自觉。抗击日本侵华战争，是

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而生成的抗日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

学的重要组成。

今天看来，在历史的现场进行的抗日题材文

学创作，最具文学成就的作品，萧红的《生死场》

不是唯一，也是其一。与《八月的乡村》不同，在

奴隶丛书的第一本《生死场》序言里，鲁迅更多地

谈的是萧红在这篇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写作天

分。正如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所指出，它写

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

透纸背”，具有“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而

这“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恰是在暴力、强权和

欺骗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的民众的照

相。它使鲁迅对于深切关注的国民性有了更多的

理解。

以《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这两部作品为

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一

是具有独特的题材表达——开创并形成抗日题

材文学创作的洪流，二是开创了现代白话小说地

域和风俗写作的一种风格，三是表现出现实主义

写作的狠劲，追求的是温度写作、力度写作和深

度写作。东北流亡作家以一种硬朗的创作风格进

入了现代文学的视野。这种硬朗表现也表现在对

于文学功能的认知，即与现实零度距离，同民众

高度结合，对家园情深意长。这三点，用一句话

概括就是文学的“向外转”。向外转不是文学写作

的全部意义，但一定是重要意义。中国现代文学

当其时之所以产生社会影响，也与这个“向外

转”、对现实的干预有密切关系。如此看来，现代

文学史上的东北文学，作为一个流派，一个作家

群，一个地域性文学，并不是自流井，而是沟渠相

通的川流不息，有时候，它的颜色，决定了整体的

颜色。

关于关于““中国的一份和全部中国的一份和全部””
————兼论东北文学与现代文学建构之间的关系兼论东北文学与现代文学建构之间的关系 □□刘刘 琼琼

一、作为东北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桥梁的鲁迅
在现代文学史上，东北文学是以形成于30年代中期的

“东北作家群”的群像出现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

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他们的作

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

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

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

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

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其中的代表作就有萧红《呼兰河

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东北作家群”大多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遭遇了

家园沦陷和个人坎坷。因此，他们的笔触往往深入到东北广

袤的黑土地里；他们的文字中，充溢着深沉的力，流露出浓郁

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其杰出的代

表，就是萧红和萧军。

而真正搭起东北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桥梁的，正是鲁迅

先生。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主要成员都还是二十

多岁的青年，在文坛更是名不见经传。1935年3月28日，鲁

迅为28岁的萧军新著《八月的乡村》写下《田军作〈八月的乡

村〉序》一文，给予极高评价，“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

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几个月之后11月4

日，鲁迅对萧红的《生死场》更是流露出毫无保留的赞美，那年

萧红才24岁。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称赞萧红

刻画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开路先锋，在重病之中，

放下自己手中的译稿，看“二萧”小说初稿，改错字，向报刊推

荐，为两位无名青年的新著作序，于萧红、萧军有提携再造之

恩，而对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乎一片空白的东北文学而言，这也

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5年12月，鲁迅自己出钱，将《生

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纳入“奴隶丛书”系列出版。有人说这

是“鲁迅伟大的心与东北文学之心从此建立了伟大而直接的

联结”，我想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鲁迅于“二萧”的意义，自然不止于为新著作序和出版，鲁

迅对他们的创作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鼓励。比如，1935年2

月鲁迅收到萧红、萧军的作品时，不仅当即推荐给杂志发表，还

复信说：“小说稿已经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

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敏锐

的鲁迅用寥寥数语便捕捉到作品的闪光和可贵之处，对于尚处

创作起步阶段的“二萧”而言，是极大的肯定。鲁迅不仅奠定了

“二萧”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东北文学入关搭建了桥

梁，促进了东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意义的生成。

二、鲁迅与东北文学的精神气质
在那个流离失所的年代，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

群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把内心的激情倾诉于笔端，第一次把

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不屈的人民、高粱、茂草、蝈蝈

搅为一团。鲁迅读到“二萧”的文字时，便敏锐地捕捉到文字背

后人民的坚强与挣扎。这里不得不引两段序文中的文字。

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说：“我却见过几种说

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

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

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

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

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

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

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

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

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

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

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鲁迅第一次准确、系统地指出了东北文学的精神气质。

在熟悉鲁迅和“二萧”作品的研究者那里，这两段文字早已不

再陌生，甚至无数次征引。鲁迅所谈及的萧军的严肃、紧张，

作品与茂草、高粱、蝈蝈搅为一团，萧红的细致的观察、越轨的

笔致等，都简洁凝练地道出了“二萧”作品的个性和价值所在，

但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坐标回顾历史，我们就能发现，鲁迅在

两篇序中的文字不仅是对“二萧”作品艺术特质的勾勒，更是

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东北作家群”乃至东北现代文学的某些共

有特质和意义。

事实上，“二萧”作品里所孕育的精神气质和鲁迅自身创

作是有接续的。尽管鲁迅在《呐喊》《彷徨》，甚至《朝花夕拾》

里有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我们依然能透过文字感受

到浓郁的浙东地方色彩。其中对广阔生活画面的描摹、人物

性格的刻画、乡村传统封建文化的批判，都表现出传统落后的

文化对人的戕害，呈现出本真的艺术气质。相比之下，二萧的

作品则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抗争意识，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明

丽本真而又内含英武之气，“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

却是荒淫和无耻”（爱伦堡），烙印着鲜明的时代抗争痕迹，“显

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而这种

对东北地区“民魂”做广阔展现、深度开掘的企图，恰恰引起了

鲁迅先生的注意。

“二萧”作品字里行间所渗透的反抗与挣扎，也正是鲁迅

先生所欣赏的。现在我们读萧红的作品，会沉迷于她冲破传

统小说而独有的诗化气质；谈及“二萧”的人生，也会感喟于他

们的自由不羁。这种敢于打破传统障壁的精神气质，投射在

文学作品上，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越轨的笔致”。鲁迅在翻

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时就曾深感忧虑地讲，“非有天马行

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没

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

艺的”，鲁迅一直所称颂的，便是要敢于直面生活的惨烈和人

性的丑陋，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想起鲁迅所说的“摩罗诗

人”。萧红乃至萧军离经叛道的抗争精神，反映到创作上，便

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不加粉饰、无所顾忌的姿态，不加雕琢、随

心而至的文字，把残酷、冷漠的场景画面，铺展到读者眼前，这

让鲁迅看到了知音的影子。

准确地讲，鲁迅的两篇序文可以置于东北文学审美价值

源头的位置，成为一种伟大的源泉，当作一盏穿过夜幕的灯

火。

三、东北文学的发展轨迹及未来路向
东北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那种从容的优雅和执着的深

邃。对于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文学性问题，鲁迅先生在《萧红作

〈生死场〉序》中也委婉地表达了批评性意见，他说“叙事和写

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实际指的就是“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

（鲁迅致二萧的信）。

在鲁迅先生的那个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具有强

烈的地域文化特点，东北作家群作家的文化底蕴来源于移民

文化，萨满教文化，渔猎、游牧、农耕文化，这与关内的中原文

化形成互补的异质文化又为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增添了原

始而新鲜的活力，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神韵和魅力。相对

于江南自然环境恶劣，东北的文学其实生长得更天然、更野

蛮，与此同时，更不存在江南那种步移景异、赏心悦目的优雅

和迂回。东北人不是靠“文化”而是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与

大自然相抗争的。在萧红、萧军拿起笔来的那个年代，东北的

荒蛮是少有人知道的。山陵起伏，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信息

闭塞，这就使东北文化虽带有野性和蛮性，但却是人的生命形

态的真实表现，是一种以人的欲望、情感、意志去感受、体验和

改变外在世界的文化，更能显示人本有的“天性”和“血性”，这

对自幼生长在东北的东北作家群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东北

作家群作家是借小说形式写着东北地域文化精神在，使我们

精神上产生强烈的震撼。形成了东北人特有的粗犷、凝重、沉

郁的人格特征和身心特征，其创作风格具有东北特有的心理

感觉、文化风习的粗放特点。我们在东北作家群小说中更多

地触摸到“以生命力为根柢”的“生是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

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用“天性”和“血性”一路走到今天的

东北文学，它未来要向何处去？我们知道，东北不乏优秀的写

作者，仅就今天活跃的中青年作家而言，有黑龙江的迟子建、

阿成，辽宁的刁斗、孙惠芬、鲍尔吉·原野，吉林的金仁顺、胡冬

林等。东北也不乏优秀的文学期刊，仅就吉林而言，比如曾经

由张未民掌门的《文艺争鸣》，至今仍由宗仁发担任掌门的《作

家》，在推介文学新人、开拓文学疆域、体悟文学本体、剖析文

学功能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发挥了重要的力量。

我们知道，由《长春》更名而来的《作家》，大胆提出要借鉴

《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等刊物的办刊经验，在短短

几年的时间内，迅速摆脱了狭隘地方观念的束缚，走向了更广

阔的文学天地，从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作家》多

年来一直有着关注苦难、关注人性、关注底层的叙事特色，努

力延续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那种“坚强和挣扎”的力量。与此

同时，它还关注最前沿的文学实验以及文学与其他门类的各

种拓展和融合，这充分表明了它的开放性、开阔性、开拓性，以

及包容性、世界性、先锋性。

谈到东北文学的未来，我认为首先要找到几个关键词。

第一是位置感。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文化面临着同

质化的威胁，文学丧失个性和特性，是一种非常糟糕，也非常

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把这种位置感理解为萧红与呼

兰河的关系、萧军和兴隆镇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

这种位置感理解为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鲁迅和福克纳和约

克纳帕塔法、梭罗和瓦尔登湖的关系、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

阿列克谢耶维奇和明斯克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它其

实就是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的位置，也是作家在文学场中的

位置、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第二是坐标感。我们都知道现代派的诞生不仅缘于艺术

观点的变化，而且缘于科技和思想的进步。19世纪末20世纪

初，现代科技的产生，使得视觉思维的空间意义发生变化。科

学，带给我们的全部变化意味着——在空间中占领高度，在时

间中占领速度。这是20世纪以前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感

受。1889年，埃菲尔铁塔带来了人们对传统感官的哗然，它

是当时地球上最高的人造物体——凌空324米，于是人们感

官的视点发生变化，重要的不是从地面仰视高空，而是从高空

俯视地面。高空的距离和平面的距离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

的，在垂直所达到的尽可能的高度中，地面已不再具有立体

感，透视法则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同时，照相技术的出现让人

们的瞬间记忆更加精准，所以才有了随之而来的未来主义、立

体主义，等等。

第三个是时间感。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我们知道，抗战文学发轫于东北，今天我们谈到

东北文学时，尤其不能忘记，东北文学所具有的多元而多变、

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类型。以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为重要组

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时的一个记忆

的共同体，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更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甚至

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我们如果抛弃或者遗忘这个共同体，

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不完整的。

第四个是价值感。东北文学所具有的朴素的人伦与自然

观，使其在中国文学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根，几经风雨而不倒，

向中国，也向世界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今，不论从外部

环境还是从内置动力来讲，我们都面临着重振东北文学的新

的契机，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个历史的机遇。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对于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学，这虽是旧话，却也是真理。

从鲁迅为萧红萧军作序谈起从鲁迅为萧红萧军作序谈起
□□李李 舫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