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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文学的发生、影响及在今天的副作用
□刘 涛

先锋文学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

“革命”的时代主题既已让位于“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主题，那么文学亦需变革以适应变化的现

实，“先锋文学”遂应运而生。先锋文学始之受排

斥、居边缘，之后渐成文坛主流，产生了较大影

响。今先锋文学则渐呈颓态，影响减弱，所带来

的副作用亦渐清晰，将来某时被遗忘亦未可知。

在先锋文学的旗帜下，崛起了新的作家和新

的批评家，出现一批先锋文学作品，提供了一套

新的叙述方式和新的美学规范，譬如吴亮所言

“叙事圈套”云云。较之于处理同类题材的作品，

先锋文学提供了不同写法，彼时确令人耳目一

新，譬如格非《追忆乌攸先生》。小说通过调查乌

攸先生事件，显示出乌攸先生其人其事。他似是

右派，似受冤屈而死，然故事无头尾终始，一切似

有若无、不可坐实。《追忆乌攸先生》可谓以先锋

文学的笔法写了伤痕文学的内容，小说无声泪俱

下的控诉，无剑拔弩张的批判，背景是模糊的，情

感是轻淡的。其时，格非虽无独特的创作主题，

却通过写法显示了与知青作家的区别。

先锋文学兴起之际，几代作家共同参与创

作，形成了代际合力。“归来的一代”亦参与其中，

譬如王蒙。其小说看似荒诞，但深具政治意涵；

语言汪洋恣肆，看似闲笔颇多，乃批判现实有力

之作。譬如《坚硬的稀粥》，写出了80年代的时

代之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争论不休，逞一

时口舌之快，于事未必有补。“稀粥”“坚硬”，软饭

硬吃，发人深思。小说描写四代同堂的大家庭，

为决定如何做饭，产生了不同的思路，各执一词，

自以为是，于是“平稳团结”的家庭秩序大乱。

年轻一代作家则是先锋文学的主力军，譬如

马原、孙甘露、格非、莫言、余华等。马原写作资

源与同代人没有太多区别，然未走“伤痕文学”之

路，控诉时代的不公和对那一代人的伤害。马原

之所以成为先锋文学的标志人物，关键不在于他

写了什么（在这一点上，马原与那个时代的作家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以“怎么写”占据时代先

机。譬如《虚构》（《收获》1986年第5期），篇名即

开宗明义，可谓马原重新立起的文学旗帜，是他

倡导的新文学观念，其后也成了新的文学风尚。

《虚构》共二十二节，最具特色者是第一节，马原

成为马原即因这一节。若无此节，《虚构》不会与

此前的小说“划清界限”，也绝对不会成为先锋文

学的经典作品。

先锋文学成为重要潮流之际，渐渐产生了较

大影响，影响了不以先锋文学创作见长的同代作

家，也影响了后辈作家。

部分不以先锋文学见长的同代作家也受到

了影响，他们虽未必写作先锋文学调调的作品，

但却常常采用先锋文学创作的结构、元素或意

象。譬如近年才渐为人注意到的金宇澄，因他对

人生有特殊感悟，遂作《繁花》以宣之。《繁花》描

绘花开花落、繁盛而衰之境，以慢节奏、闲生活、

沪方言等因素见长，但却采用了类似先锋文学的

结构，叙述忽现实、忽历史，读者穿越两端。以写

乡土题材著称的李佩甫，其《生命册》亦采用类似

结构，时空交错，复调叙事，历史与现实齐头并

进。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虽主体不采用先锋文学

模式，但小说结构则显示出他们曾受先锋文学影

响。似乎不如此不算深刻，不如此不算具有文学

性，其实何必。

“70后”作家深受先锋文学影响。直至今

日，很多人依然坚持先锋文学创作，譬如李浩、鬼

金、陈集益、陈鹏、高晓枫等。他们秉持先锋文学

创作理念，或写其经历，或写其对人生、社会的思

考等，但均采用先锋文学的典型结构、手法与意

象。譬如李浩《将军的部队》最为典型，记忆中有

记忆，故事中复有故事，“我”追忆将军，将军也在

追忆。陈集益小说中的“变形”情节，总会让人想

起卡夫卡。高晓枫小说中的沉闷阴暗气息，作者

似乎亦被绕在其中，难以脱身。

很多“70后”作家起步之初曾受先锋文学影

响，譬如魏微、金仁顺、徐则臣、计文君等，之后

则根据时代变化和个人情况逐渐转变，走出了

与先锋文学不同的道路。其中有四种较为典

型。一、转向现实主义，作品日趋朴素，直面现

实问题，譬如张楚，这类作品有《七根孔雀羽毛》

等；二、转向底层大众，针对90年代以来的时代

问题（三农问题、工人下岗问题、农民工问题等）

提出见解，譬如李云雷，其代表作有《一条路越

走越远》等；三、90年代以来，都市蓬勃发展，他

们开始写摩登的都市，譬如卫慧，其代表作《上

海宝贝》等；四、转向古典，他们放弃先锋文学做

派，开始向中国传统经典求取资源，故写作风貌

也随之一变，譬如东君，其代表作有《子虚先生

在乌有乡》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昔年的先锋文学创作主

力亦逐渐厌倦，开始了转向，先锋文学的影响力

减弱，文学格局亦逐渐发生着变化，先锋文学渐

居边缘。

先锋文学一旦形成套路，可以总结为几条

基本特征，为叙事而叙事，为实验而实验，势必

流于形式，与现实脱节，而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扎

根现实，与时俱迁。装模作样、故作高深，或能

博一时之誉，炫一时之奇，然岂可久之。部分作

家意识到这些问题，遂果断放弃先锋文学范式，

譬如莫言、余华、格非等。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等采用魔幻现实的手法，《蛙》等则直面现实，描

写计划生育问题，叙事也较为朴素。余华早年

《十八岁出门远行》高扬所谓主体意识，讲一个

简单的故事，却啰里啰嗦地使用了 188 个

“我”。之后，《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则渐回归

现实，叙事也平实起来。《第七天》则以先锋文学

的笔法重述新闻，借死人之口叙事，批判现实。

格非创作“江南三部曲”，从晚清写到当下，欲以

把握100多年的变化主调。三部小说人物走马

灯变，但人物所在地花家舍不变。格非并非要

发物是人非之慨叹，而是要通过花家舍之变，反

思“革命”。

80年代出生的作家受先锋文学影响者鲜

矣。深受其影响者有王威廉等，他喜欢以小说追

问哲学问题。譬如其作品《第二人》（《山花》

2012年第1期）是魔鬼与浮士德交易的现代翻

版，王威廉以魔幻主义手法写了故事。“我”回乡

探亲，受制于昔日的伙伴，今日的大老板刘大山，

经其诸般恐吓、诱惑，与其签订协议，出卖了身体

与灵魂，通过毁容换取了巨额财产，成为刘大山

的“第二人”。《第二人》是现代寓言，以经济利益

为第一目的者皆可以放弃自己的身体与灵魂，与

魔鬼签订协议。

大多数“80后”作家则走出了与先锋文学不

同的路，他们各有所宗，有不同的追求，作品也呈

现出不同的风貌。譬如韩寒《三重门》写高中生

生活，尤着力写师生、同学与父母等关系，其余无

长处，惟语言显得幽默。《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

谈谈》写“在路上”的遭遇，韩寒似乎具有极大的

抱负，他“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但小说的志向和

实际风貌之间并不对称。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

少》是关于成长的故事，写高中生、大学生们的恋

爱、友情纠葛。《爵迹》是“玄幻”，贯穿以武侠的套

路，辅以游戏的术语。《小时代》写小男小女间的

小恩小怨、小仇小恨。郭敬明要为时代命名：

“小”时代，要写出“小”时代的时代精神：拜物

教。孙频则深受张爱玲影响，其笔下的女主人公

多似白流苏或曹七巧，男主人公则多似佟振保或

范柳原，其事则似《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

《倾城之恋》等。笛安“龙城三部曲”写大家庭生

活，年轻人有不同性格和命运。在小说中，家是

避风港湾，此与巴金《家》所呈现的精神全然不

同。春树深受卫慧、棉棉影响，其《光年之美国

梦》几乎是《上海宝贝》的翻版，一个北京女孩周

旋在几个外国男人之间，却无病呻吟，号称孤

独。文珍的小说女主人公总欲出离当前处境，或

去西藏、新疆等地旅行，或夜半在美术馆，但欲离

而离不开，离不开而欲离，何其纠结。郑小驴关

注现实问题，譬如《西洲曲》内容颇为犀利，写法

则较为平实。

今天文学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先锋文学

的崛起乃是“新文学”内部格局进行的调整，文学

的具体形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基本精神依然在

“新文学”范围之内。今天则是“新文学”之外的

文学系统渐渐兴起，甚至与“新文学”格局形成了

双峰并峙的新格局。网络文学的兴起即是重要

表征。在“新文学”体制中受到排挤的文学范式

（譬如通俗文学等），受到了资本的支持，且由于

网络媒介兴起，遂附着于网络，以网络文学的形

式展示出来。网络文学不是文学的网络版，而是

与“新文学”范式不同的文学范式。这一文学系

统完全抛弃了先锋文学范式，《成都今夜请将我

遗忘》《佛本是道》《甄嬛传》《芈月传》等作品各有

所本，哪有半点先锋文学影子。

先锋文学显示出与49年之后文学截然不同

的风貌，时代精神不同，文学的风貌自然不同，甚

至可以说“先锋文学”就是“新时期”的新文学。

80年代，先锋文学突破成见，开拓了文学新的可

能性，有其意义。及至今天，先锋文学在中国已

有30多年历史，其弊端亦逐渐显示出来。

表现之一，文学喜欢装神弄鬼，故作高深。

譬如《羽蛇》充分展现了作者先锋文学的形式追

求和女性主义的主题。通过叙述方式的变化，打

乱了时空，把不同时代的女性放在同一平台；有

怪异的梦境描述，恐怖的氛围等，读之不明觉

厉。《隐身衣》一定要加入一些神神道道的内容，

遂使小说显得疙疙瘩瘩。譬如丁采臣这个角色

几无铺垫，忽然出现，或只为营造恐怖的氛围和

扑朔迷离的叙事效果。

表现之二，阻碍了对现实的深入理解。诸

多作家执著于先锋文学的形式，不虑及先锋文

学是否与现实可以融洽，不关注变化的社会现

实。譬如，90年代后期中国已发生大变化，彼时

左右之争就是重要表现，但当时的文学作品对于

现实巨变几乎视而不见。反而一些社会学学者

颇为敏感，率先予以揭示。譬如曹锦清《黄河边

的中国》通过田野调查，直接呈现出农村、农民和

农业情况，触目惊心。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

表现之三，缩小了文学的可能性。先锋文

学成为主流之后，具有了排他性，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如此久之，文学风貌必日趋单一。譬

如，2015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之后，引

发了对路遥及《平凡的世界》的重新评价。《平凡

的世界》发表之初，并未受到广泛的欢迎，因为

当时恰好处于文学范式转变时期。先锋文学正

在兴起，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评论家和读者的注

意力都被吸引过去，而《平凡的世界》是典型的

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过时的文

学样式，故惟有秦兆阳等老一代评论家欣赏之。

文学有兴衰，文学思潮亦有生命轨迹，岂可

执著。先锋文学历经30多年，是是非非向来争

论不休，今天平心论其优劣短长，不人为高估亦

不故意差评，大致也就如是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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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可谓风生水起，声震一时，几乎到了无

人不谈文学，谈文学必谈先锋的地步。

19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在经历

了一个文学荒芜的年代之后，文学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阅读、接受生机。

“纯文学”的理念畅销一时，彻底击溃了

以往的先验理念决定论。而先锋文学

就是“纯文学”思潮结出的一枚无比惊

艳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硕果。洪峰、马

原、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

一个个耀眼的名字在时代读者的心中

闪烁。1993年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

的同学就开始了对先锋作家作品的模

仿性写作。我曾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

余华的作品，买来余华的小说，整天把

余华挂在嘴边。后来余华不写小说了，

我就读余华的音乐随笔，同样激动无

比。记得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与

一位踢足球的球友交流余华，他很不屑

地问我，读过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

吗？读过“鲜血梅花”吗？我才意识到，

还有人比我更痴迷余华。这就是一个

时代的文学接受，一部作品就能让作

家名扬天下的文学黄金时代，一个先锋

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

事实上，余华就是从《十八岁出门

远行》为世人知晓，尤其是为家乡海盐

县人所知。余华的《现实一种》《鲜血梅

花》显现出一种惊人的、血腥的“冷”与

“酷”。同时代的洪峰、马原、孙甘露、格

非、叶兆言等，则显出一种强烈的语言

形式试验的味道，尤以马原的“叙事圈

套”为人所熟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

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

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

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

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

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

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

这是马原在《虚构》开头的话。“我就是

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几乎成为马原的文

学“名片”，为研究者频频引用。洪峰在

其先锋文学作品《瀚海》中，这样开头：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

出诗意的理解。我不是没进行努力，只

是发现那样做的结果总是得出似是而

非的结论。我的结论是也只能是：生活

就是生活，一切就是一切。这就决定了

我的故事很难讲述——没有诗意。而

诗意对于故事和人们来说是多么重

要！我之所以还要讲它，却正是出于这

种没来由的自信——”事实上，无论是

马原、洪峰，还是其他先锋派作家都有

进行语言形式实验的强烈追求，特别是

对叙事学理论的迷恋。“我”不仅作为叙

述人身份参与故事的讲述，成为故事情

节发展的推动力与其中一分子，而且还

时不时地跳出来，力图“解构”故事，以

制造故事叙述的语言迷宫。先锋文学

的语言形式实验及其创新性探索，不仅

进一步加速了以往陈旧文学理念的瓦

解，而且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建

构、“纯文学”理念的艺术本体性提供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先锋文学，

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座重要

丰碑，是继创造社、“新感觉派文学”等

具有异域文学之风的、具有强烈而自觉

语言形式追求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学

艺术形式实验。这对于“文以载道”理

念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学而言，无疑是一

次极为珍贵的语言文体大解放、大探

索，其意义和价值不仅显现于今天，更

将深远辐射于未来的中国文学。

物极必反。先锋文学在1980年代

后期逐渐陷入了语言形式实验和叙事

迷宫的文字陷阱而无力自拔。余华的

一些以数字命名人物形象的小说和孙

甘露创作的《褐色鸟群》等先锋文学，在

体现较强形式试验气息的同时，也出现

了意义建构和读者接受的困境。因此，

应对困境，寻找生机，就成了先锋作家

的新命题。先锋文学迎来了新的创作

转机。余华的《活着》是一部极为重要

的典型，是先锋文学从语言形式实验困

境中走出来，向中国古代叙事传统回归

的成功作品。余华一方面从血腥的暴

力叙事中走出来，不再书写“鲜血梅

花”，不再做故作高深的文字游戏，而是

在简洁、质朴、流畅的叙述中，讲述一个

个人性温暖的故事。当然，这里面依然

处处显现着原来的“先锋文学”的“血雨

腥风”，但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转化

和升华，凝结为一种历史的风霜，一种

人性与制度之恶。在历史的风霜深处，

在人性之恶的另一侧，余华书写出了人

性深处的至爱与温暖，一种抗衡命运的

“活着”。不仅余华如此，格非、叶兆

言、苏童的小说在延续先锋文学格调的

同时，也出现了向中国传统叙事风格的

回归迹象和某种新历史主义的叙事风

格特征。而有的作家，如洪峰、马原等

则出现了先锋作品无以为继、创作中断

的现象。

非常有意味的是，本来文坛上都以

为先锋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先锋文

学的创作已经终结了，但是新世纪以

来，原来的先锋文学作家，纷纷拿出了

新的重要的作品，再一次向文坛展示了

这一代人的顽强生命力，宣告先锋文学

并没有终结，先锋作家依然充满着旺盛

的创作活力。余华的《兄弟》几乎是一

鸣惊人，之后是同样广受非议的《第七

天》。苏童《米》之后，推出《河岸》《黄雀

记》，格非则推出《人面桃花》《山河入

梦》《春尽江南》的“江南三部曲”，马原

则有大部头的《牛鬼蛇神》，一时间，纷

纷现身于文坛，可谓是“前度先锋今又

来”。实际上，余华的回归，并不是很顺

利，而是经受着来自自我主体内部的创

作转型的困惑和来自外部读者、批评家

的强烈质疑。应该看到，余华在新世纪

出版的长篇小说《兄弟》和《第七天》，在

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活着》《许三观卖

血记》的叙述风格，同时具有了更多的

来自当下多元紊乱现实的芜杂气息，是

有着很强的批判色彩的，部分段落依然

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但是，文学毕

竟不是现实的模仿，更不是现实的亦步

亦趋，文学需要的依然是余华所倡导的

“想象力”，是从床单变成“魔毯”的灵动

艺术飞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格非在

“江南三部曲”的艺术成功，获得不同年

龄段读者和批评家的喜爱。尤其是《人

面桃花》里面对中国百年来，乃至是人

类“乌托邦”、理想国、大同世界的深刻

历史反思，与主人公汹涌澎湃的情欲交

织在一起，塑造了集革命崇高理想、急

剧变动的社会力量、深不可测的历史命

运与个人流动的本能欲望于一体的复

杂个体存在，体现出人性、历史和社会

文化的深度精神意蕴。苏童的《河岸》

在延续以往枫杨树系列主题及其少年

形象建构的同时，也开始新的探索，即

在“河”与“岸”之间的夹缝中书写出了

一切都是“空屁”的“新历史主义”精神

深度；《黄雀记》则再度回到了少年情感

记忆的叙述主体中来，那一段刻骨铭心

的犯罪情感记忆成为两个少年和一个

少女一生挥之不去的精神梦魇，演绎出

了一出出惊心的生命舞蹈。丢魂，成为

小说许多主人公的精神问题所在，如何

招魂就成为小说人物所有行为逻辑的

核心秘密所在。苏童以这种隐秘的方

式呈现出了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问

题所在，这是一个丢魂的时代，如何寻

找灵魂、如何安放灵魂是我们共同探寻

的时代精神问题。马原的《牛鬼蛇神》

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其对先锋的“长袖善

舞”，虚虚实实塑造了许多灵异的传奇

故事，中间穿插着现实人物之间生死相

依的生命情谊，体现了马原对新世纪文

化语境下先锋叙事的深刻思索和熟稔

运用。正是这些新世纪先锋文学作品

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先锋文学的

新活力。

先锋文学的魅力与影响力，不仅体

现在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上，而且还体

现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先锋文学理念、先

锋文学精神，延续为新一波的先锋文学

创作。我姑且称之为后先锋文学。所

谓后先锋文学，是指在80年代先锋文

学影响下的中国“70后”作家的先锋文

学。正如开始我提到的先锋文学在

1990年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

刚刚开始起步的“70后”作家，几乎都是

从模仿先锋文学开始起步的。最早出

场的“70后”美女作家群中的东北作家

金仁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或许准

确地说，金仁顺的早期作品在一定程度

上传承了先锋作家的精神理念，创作出

了具有金仁顺自己独特个人精神风格

的后先锋文学作品，如《名叫马和》《松

树镇》《五月六日》，都具有类似于余华

般冷酷和难以捉摸的叙述迷宫的精神

气质。“马和是在大街上发现另一个马

和的”，在某种意义上逼近了余华和马

原。可贵的是，金仁顺的先锋叙事同时

注入了来自自我生命体验的精神意识，

这一特点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春香传》

中得以延续。“70后”作家刘玉栋、李骏

虎、陈家桥、李浩、范玮、东紫等都创作

过先锋文学。刘玉栋在90年代的创作

曾经有一个左冲右突的尝试期，其创作

的《傻女苏锦》《绿衣》《蛇》等作品表现

出了一种先锋性、魔幻性的审美风格。

可贵的是，刘玉栋没有延续，而是从生

命体验出发创作了《给马兰姑姑押车》

《葬马头》《我们分到了土地》等一系列

飘逸灵动而又意味深长的乡土文学精

品,获得广泛赞誉。李骏虎的文学创作

历程也有过这样一个从模仿先锋文学

到转向乡土大地写作的审美嬗变历

程。东紫早期作品的先锋性精神气质

特别强烈，《饥荒年间的肉》显现出类似

余华和莫言的先锋魔幻精神气质，后来

转向“病态问题型”写作依稀可见某种

先锋的魅影。能够始终坚持先锋精神

理念、持续进行先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

家是李浩和范玮。李浩在《将军的部

队》中通过一个讲述人的口，叙述了一

个独特将军及其部队：“对住在干休所

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

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

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

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

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

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是的，“那些原

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

是将军的部队。”小说向我们讲述了一

个无比沉重的故事，压迫着读者的神

经，近于窒息。在李浩的故事里，始终

有一个巨大的“父亲”形象的存在，长篇

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延续了这一主

题。山东作家范玮是一位有着自觉先

锋艺术追求的作家，其作品《刺青》《孟

村的故事》等显现出惊人的才华，遗憾

的是作品创作数量不多。

2012年“铁葫芦丛书”的《中间代》

小说作品集横空出世，向读者展现了一

批新崛起的“70后”中间代的后先锋文

学作品的精神风采。苗炜的《星期天早

上的远足》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关于“后

先锋”精神气质的奇幻故事：“我发现时

间真是一片混沌，我无法理清季阳这些

年的生活轨迹，有些事前后颠倒，有些

事真假参半”，“我说服自己，季阳没有

骗我，她只不过把她的想象跟我分享，

如果她需要一个人充当她的观众，好让

她亦真亦假的表演更好的进行下去，我

倒不在乎被她选中当这个观众”。小说

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设置的叙事迷宫不

仅把作者自己绕进去了，就是读者也陷

入了迷茫，到底这位主人公的“远足”是

真是假，乃至“季阳”这个人是真是假都

让读者生疑。或许，故事已经走出了是

真是假的问题，已经出离人世间的尘

嚣，现实的真假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重

要的是心灵中的精神存在问题。这在

无意之间已经溢出了1980年代先锋文

学的那种或血腥或魔幻的精神特质，而

走向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亦真

亦幻的、幻真并存的后先锋精神意蕴。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阿丁的《你进化得太

快了》，小说讲述了一对恋人决意脱离

现代人的生活轨道，重回与大自然万物

一体的原始人生活的故事，“我的脑子

已经顺应了自然，甚至可以说，我的脑

组织我的脑神经都不再是人类的脑组

织脑神经，而是一棵随风摆动的树，有

风吹过的时候就顺势而动，当风停止也

随之静止。没错，现在我流血了，我仍

然有痛觉，但这已经不是人类的痛觉，

而是植物的痛觉，动物的痛觉，你见过

一株被砍伐被割断的植物哭喊吗？你

见过一只断了腿的狼哭哭啼啼吗？没

有。它们只是适应，适应一切自然发动

的兵燹，在漫长的让人绝望的逆来顺受

中无声无息地调养，无声无息地进化。”

小说在看似荒诞无比的叙述中，细致真

切地描述出了男主人公回归大自然的

“退化”历程，同时点出了一个无比沉

重的生态主题，“我再也没见过比你们

人类更可笑的生物了。就这样你们还

敢宣称自己是高等生物，你们还敢说

直立行走是非智能生物迈向智能生物

的伟大标志？笑话，真他妈是个笑

话。你们藐视自然，你们砍伐林木，

你们更改河道，你们用大坝让洄游的

鱼断子绝孙，你们用水泥一样的脑袋

铺设水泥的道路，覆盖小草的生长，

填充昆虫的洞穴，你们让其他的生物绝

望，总有一天，最终绝望的一定是你自

己”。从李浩、苗炜和阿丁的作品，不难

看出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在新世纪在叙

述主题、叙述方式、叙述内容等方面的

变迁，即已经从“60后”一代作家的“先

锋文学”发展演变为“70后”一代作家的

“后先锋文学”。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30年的审美嬗

变，既有来自“60后”一代作家自身的先

锋文学创作的自我演化、转型和创新，

又有着来自“70后”一代新作家对前辈

先锋文学的模仿学习、借鉴和突围，已

经从冷酷、血腥、魔幻，逐渐走向了日常

与现实缝隙之处的裂痕性、破碎性、后

现代性的后先锋写作。而在这 30年

间，不变的是永恒的“先锋精神”，即求

新、求变的异质性精神维度的追寻。从

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带给我们一种永

恒的“异”，“常”中之“异”。正所谓，永

远的先锋，永远的文学。

从先锋到后先锋：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三十年
□张丽军

记忆的永恒 【西班牙】达利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