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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内心住着一只豹子”
——读喻言诗记 □谢 冕

■第一感受

张玉清《一百元》
无路可退的精神逃亡

张玉清的短篇小说《一百元》（《人民文学》
2016年第1期）构思巧妙，结构紧凑，为读者讲
述了一个关于“灵魂还乡与逃亡”的故事。

“我”是一个穷苦潦倒的女画家，迫于生存
压力，只能委身于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画商。然
而，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内心深处的艺术梦
想便再次蠢蠢欲动。于是，“我”选择了“归园田
居”。与房东一家人的朝夕相处使“我”感受到一
种前所未有的充实与放松，然而，一场突如其来
的变故将这“乌托邦”幻象彻底摧毁——因为
100元钱，憨厚朴实的农家老汉竟然将小黄狗
开膛破肚……悲愤交加的“我”只好带着“永远
无法弥补的遗憾”离开了小村庄。

小说始于逃离又终于逃离，前者逃避的是
城市文明的喧哗与骚动，后者逃避的是乡村生
态的野蛮与残酷。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探到
现代人“心为物役、灵魂无所归依”的生存现状
与精神症候。 （赵振杰）

■看小说

博弈场中的文学视角博弈场中的文学视角
□□南南 帆帆

“文学本体”是一个诱人的话题。本体的考察

意味着追溯表象背后的形而上本源。通常的研究

梦想是，获取某种可以解释或者概括众多表象的普

遍性。例如，水的分子式不仅可以描述长江或者黄

河，还可以描述密西西比河或者印度洋。“文学本

体”的考察试图提供文学史的某种本源。从五言

诗、侦探小说到《红楼梦》或者电视肥皂剧，“文学本

体”充当的是所有文学共同发源的轴心。另一个意

义上，“文学本体”亦即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规定。

许多语境之中，“文学本体”与“文学本质”的互换并

不会产生多少误解。

然而，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文学本体”的

考察迄今乏善可陈。若干批评学派分别从不同的

维面阐述文学本体的存在：社会历史学派认为，文学

是社会历史的再现；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文学源于无

意识；符号学派——从“新批评”、形式主义到结构主

义——力图证明，文学本体是某种特殊的语言结

构。回溯古代文学批评史，人们还可以记起“诗言

志”、“文以载道”或者文学来自“摹仿天性”等命题。

尽管上述观点无不解释了相当一部分文学特征，但

是都无法认定“文学本体”的惟一性。首先，文学的

性质如此芜杂，武断地锁定某些特征必然是挂一漏

万。一部文学作品可能既充当文学语言的标本，同

时又包含了社会历史或者无意识。所以，不止一个

批评家将文学比拟为“杂草”，谁又能指出“杂草”独

一无二的标志是什么？其次，所谓的文学特征时常

溢出了文学。文学的语言结构无法从日常语言之中

彻底剥离，社会历史或者无意识亦非文学独享。“言

志”、“载道”或者“摹仿”又有什么理由排除哲学、史

学或者新闻？如果相仿的特征分布于诸多学科，那

么，人们构想的“文学本体”仅仅是一个幻象。

相对于“文学本体”的巨大诱惑，理论考察始终

徘徊在外围，不得其门而入。持续的挫折迟早会引

起一种怀疑：所谓的“文学本体”会不会是一种错误

的预设？失败的论证会不会源于一种不当的提问

方式？简言之，“文学本体”是否真的存在？

许多人心目中，证明“文学本体”的一个重要迹

象是，人们公认某种文学分类标准。分类学的意义

上，“本体”或者“本质”是类别划分的基本依据。“文

学本体”保证了文学的独立性，不至于与另一些知

识门类彼此混同。何谓文学？何谓诗、小说、戏剧

乃至散文？至少在今天，人们的鉴定不会产生大面

积的歧义。然而，我要指出的是，公认的文学分类

标准仅仅是一幅静态的理论图像。引入历史之轴，

这一幅理论图像将立即产生巨大的紊乱。按照历

史的眼光，古今中外从未出现一个标准的“小说”版

本。从“残丛小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到《三国

演义》《狂人日记》，从《巨人传》《战争与和平》到《尤

利西斯》，这些小说几乎不存在共同的模式。如果

将三千年或者五千年划分为一个时间段落，鲨鱼、

老虎、柳树、菊花这些生物类别的变异微不足道；相

形之下，所谓的小说面目全非。因此，相对精确的

结论是，人们的“小说”认定必须附加时间与空间的

限制——这是唐代的中国小说，这是20世纪的欧洲

小说，如此等等。换言之，不存在某种超越时空的

“本体”，出示亘古如一的文学标准；文学的认知从

未摆脱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历史文化条件的改

变终将带来文学认知的改变——尽管二者之间的

呼应可能存在相当大的时间差。

结合历史条件是许多思想家推荐的问题考虑

方式，只不过许多人往往被“文学本体”这种貌似深

刻的字眼所迷惑。撇开“文学本体”的形而上预设，

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文化对于“文学”的不断

塑造。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并未出现相对于哲

学、史学的文学，文、史、哲时常不分彼此，例如《庄

子》。《论语》中“文学”一词的内涵与现代汉语的解

释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文学”观念的定型包含

了复杂而漫长的理论清理，如“文”与“学”的分野、

“文学”与“文章”的分野、“文”与“笔”的分野等等。

尽管诗词曲赋或者笔记、讲史林林总总，但是，赋予

“文学”这个统一的称谓已经是晚清的事情。“文学”

与经学、史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医学和工学相提并

论，这种新型的知识分类与大学课程的设置、西方

知识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可以看出，“文学”的内

涵并非源于始终如一的“文学本体”，而是因为相异

的历史条件伸缩不定。伊格尔顿就曾经表示，说不

定哪一天莎士比亚将被逐出文学之列，谁知道呢？

让文学甩下各种外在的“非文学”纠缠从而返

璞归真，这是许多人推崇“文学本体”的原因。没有

所谓的“文学本体”，文学的真正家园又在哪里？的

确，文学只能承担自己的任务，一如哲学、史学、经

济学或者数学、化学无不各司其职。然而，与其将

这种问题交给抽象的“文学本体”，不如分解到每一

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宋朝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

边界肯定与21世纪不同。如果不考虑21世纪的大

众传媒和科技、经济的状况，人们怎么知道如何划

定文学的独特空间？

另一些时候，人们常常将文学传统混同于“文

学本体”。往昔的文学经验被炼制有形或者无形的

规范传诸后世，这即是通常所说的文学传统。文学

传统不仅包括显而易见的文类模式，而且还包括各

种文学母题和美学风格。绝大部分文学写作都是

从文学传统开始。没有文学传统提供的路标，文学

王国仅仅是一片不辨东西的迷途。然而，当文学传

统以权威的面目降临的时候，既有的文学母题和美

学风格并非“文学本体”的外在表征。尽管往昔的

文学经验曾经造就某一个成功的文学史段落，但

是，后继者必须重新给予有效的证明。历史条件的

改变可能质疑文学母题和美学风格的沿袭，过去的

成功甚至会转换为现今的累赘。如果说，想象之中

的“文学本体”如同形而上的抽象物，那么，文学传

统毋宁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传统无不形

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且在延续之中不断接受另

一个历史时期的盘点。文学传统是文学写作赖以

出发的起点，而不是最终的归宿。那些杰出的作家

不可能一辈子兢兢业业地循规蹈矩，他们将或多或

少地改造文学传统，拓展文学传统的延伸轨迹。当

然，所谓的拓展决不是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作家必

须深入栖身的社会历史汲取灵感。“创新”的真实意

义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再现社会历史，并且赢得

社会历史的普遍认可。事实上，作家、文学传统、社

会历史三者之间复杂的循环互动远远超出了“文学

本体”隐含的理论视野。

“文学本体”的考察似乎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人

们力图从五花八门的文学背后搜索出某种共有的

根基，并且诉诸理论语言。事实上，这个宏大工程

的内在构思并不复杂——广泛的搜索如同从众多

的数据之中提取公约数。这个公约数迟迟无法确

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待搜索的数据始终处于持

续递增的状态。迄今为止，文学的总量从未停止在

某一个刻度之上，没有人可以预计文学的品种哪一

天不再继续积累。这种状态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刚

刚出炉的概括终将被源源不断的后续文学抛弃。

川流不息的历史怎么能忽略不计？“文学本体”考察

的重大缺陷，即是关闭了历史的维度。一个高高在

上的概括如果以脱离历史为代价，研究所获取的结

论通常无助于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无视历史的

文学通常也无法进入历史。如果说，“文学本体”的

考察倾向于剪除环绕文学的芜杂关系，描述某种不

受外部干扰的本质，那么，我所感兴趣的研究方式

恰恰是恢复乃至激活文学周边的某些重要关系，考

察文学如何作为一个活体存在于特定的关系网络之

中。史学的演变或者新闻的崛起形成了何种压力？

从报纸的连载小说到盘踞于互联网的巨型小说，新

型的大众传媒如何改造现代小说叙事？电影、电视

的竞争以及合作制造了哪些小说叙事的不同形式？

总之，与化学的分离、提纯相反，这些关系的引入表

明，正视研究对象的多维性质。如此的研究不是试

图确定一个主宰纷繁表象的固定本源，而是在不同

视角的彼此校正之中提出结论。人们关注叙事模

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回应这个问题：现今的小说

如何通过史学、新闻、报纸、互联网和电影、电视赢

得自己的空间？这同时决定了结论包含的历史感。

我倾向于以相似的方式考虑另一个问题：何谓

文学？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阐明，当经济话语、政

治话语、法律话语、科学话语以及众多娱乐新闻占

据了大部分大众传媒的时候，文学由于哪些特征因

而不可能被彻底淹没？在我看来，与其依靠渺不可

见的“文学本体”谋求答案，不如在多种话语类型的

比较之中确认文学的独异之处。文学为什么异于

史学、哲学、法学，为什么异于新闻、经济学或者自

然科学……愈来愈密集的比较不仅逐渐清晰地显

现出文学的形象，同时还表明了几个重要事实——

第一，文学之所以顽强地存在，不可重复的话

语类型构成了首要的理由。由于不存在“文学本

体”划定的语言特区，文学话语必须时刻保持创新

的状态。陈陈相因隐含了遭受各种话语类型覆盖

的巨大危险。第二，文学之外的各种话语类型始终

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这同时决定了它们之所以充

当文学的比较对象。第三，文学与多种话语类型的

比较同时隐含了某种抗衡。无论是史学、哲学、法

学抑或自然科学，每一种话语类型不仅表明了特殊

的陈述或者修辞方式，而且拥有独到的视角。这个

世界从来不是一种价值观念的独断，而是在不同的

视角之中显现出各种影像。哪一种视角即将成为

相对普遍的观念？哪一种视角正在退居边缘？或

者，哪一种视角由于与众不同的发现而弥足珍贵？

多种视角的竞争之中，众多话语类型从未按照固定

的比例起伏消长。为什么文学以及人文学科可能

在某一个时期大张旗鼓，一跃而为社会文化的主

角？为什么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可能在另一个时

期后来居上，赢得公众的普遍关注？各种话语类型

的博弈无不来自历史之手的导演。对于作家说来，

“文学本体”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及时发

现历史赠予文学的各种特殊机遇。

喻言的诗少隐曲，多率直，似乎无意于托物

言事那种委婉的表达。从名字上看，“喻言”与他

诗集的风格是接近的，因此我私下揣摩，“喻言”

可能就是作者起名的用意所在。要是我的猜想

有错，我也愿因错就错，继续我的联想。记得旧

时读冯梦龙的“三言”，“三言”中就有喻言，喻言

者，喻世明言是也。而喻言以外的其他二言，警

世通言也好，醒世恒言也好，均是言为世发，以

言益世，执意于警人心、匡世情。我想，喻言的诗

的意愿，大体总在这命名之中。

喻言的诗兼有喻世、警世、醒世的意向，他

通过亲历或感知的人生万象，为我们勾画出周

遭生活那些并不明亮甚至有些阴暗的层面。他

为自己选择了观察和体验现实生活的特殊角

度，即他认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换言

之，即大体采取了非正面的视点。我们知道，现

实中有正面也有负面，如何选择视点，则因人而

异。在喻言的笔下，现实生活中活跃着浑浑噩噩

的人群，这其中有“他们”也有“我们”和“我”。他

的批评锋芒不光对着他人，也对着自身。他的冷

眼观察中也包括对自己的审视。他对于社会负面

的批判，涵括了对自身的批判。所以，要说他旨在

揭露，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对自己的揭露；要说他

愤世嫉俗，他不单对准他人，也对准自己。这就

是我所看重并予以肯定的当代的“喻世明言”。

喻言叙事的基本方式是讽喻，尖刀般犀利，

让丑陋无处藏身。例如“派对”，此乃社交场合常

见的场面，但他笔锋所至却无情而透彻，聚会常

见的温情脉脉不见了，隐现出的是满怀“敌意”

的坏心情：他们高雅地品酌杯中的红酒，“心里

暗骂那一对对渐入佳境的狗男女”。还有“玩枪的

男人”也有这样的激愤：“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牙齿

装备成美国”，“每个人都充满横渡台湾海峡的冲

动”，而他们瞄准的假想敌可能是这些人的上司、

情敌、邻居和同事，“也可能是孜孜不倦散发情

色手机短信的朋友”。他们面带微笑却心怀别

意，各自盘算对方：“那些表面上形同陌路的家

伙，心怀叵测的武器早已装满阴谋的子弹”。

再如“刷牙”，这一日常镜头，他却用来揭示

自身：浑身都是假象，只有牙齿洁白，“这是我一

生中惟一干净的地方，每天都要仔细将它刷

洗”。这些自我揭露的文字，至少让人在绝望时

感到些许的暖意。接着看“选择”，选择本来可以

是随意而多向度的，但是当选择都成了无可选

择时，那就是绝大的悲哀了。在这首题为“选择”

的诗中，他的行文显现出相当的冰冷：“我的牙

齿本可以撕裂血肉，如今只可以咀嚼未烤透的

牛排；我的拳头本可以击断你的肋骨，如今只能

在沙袋上发泄”，他遗憾于所有的“选择”未能如

愿的落空：“今天，我只能作为一个诗人，/用文

字欺骗你们”。这当然是反话，他是在运用反讽

的力量来宣泄内心的无奈与愤懑。

喻言的诗风近于诙谐，但远远说不上轻松。

读他的诗一般不产生快感，尽管他很想酿造一

些轻松的气氛，例如在“糖尿病时期的爱情”和

“舌尖上的诗歌”中那样，那些爱情和诗，一般也

不表现出轻松。读他的诗一般会因他的批判性

而心情沉重，特别是涉及自身的内省的那些诗

章。他说自己的内心住着一头豹子，因为这世界

给他很多恐惧：“锋利的爪尖划过，紫色的伤痕

布满心房”，他用简洁的语言反顾自己的生命历

程：“我的少年羞涩、胆小/我的青年腼腆、怯弱/

我的中年世故、圆滑/用诗歌抚平起伏的情绪/

用文字表达愤怒/我的一生都用善良装扮自

己”。（《我的内心住着一只豹子》）

而他“内心的豹子一直躁动不安”。这里有

他对自己坦诚的揭示和批判，也体现了他作为

诗人的真诚。尽管他总在自己感到无奈时搬出

同样无奈的诗歌来揶揄自己、揶揄诗歌，但在他

的内心深处，诗歌依然是他的归宿。在他的叙述

中，作为负面生活的对应物是诗歌，是个善的化

身，诗歌始终是神圣的。不然的话，在经历了一

番人生的苦斗之后，他不会在满心无奈中寻找

早年热衷的诗歌来抚慰自己。

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应该

是每一个从业者的基本常识，但却

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问题。我

们并不否认，文学生态、文学制度以

及文学的社会意义、历史价值、精神

内涵和哲学意蕴等等都是文学研究

的题中之义。但也应该看到，如果

我们对于文本的文体、语言、形式、

结构等文学的构成要素缺乏基本的

审美感受、体验和判断能力，不能以

“文学”对待文学，文学批评和研究

作为独特的审美实践就失去了其价

值和意义，其存在的理由将会被质

疑。“回到文学本体”是吁请文学研

究界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本业和职

责，并冀望同行们提供“文学”地研

究文学的范式和案例。因此，本栏

目既可以宏观地探讨小说、散文、诗

歌等诸种文体的审美规范；也可以

从文学史的角度，总结中国现当代

“文学本体”研究的得与失；亦可从

具体的文本入手，解剖一只麻雀，深

入分析其在语言和结构形式等方面

的特色。

那么，在怎样的意义上成立？“回

到文学本体”的批评实践如何成为可

能？如南帆先生《文学的视野》指出

的，其实没有一个真空状态的纯净

化的“文学本体”或“文学”。每一种

“文学话语”都是文学传统的绵延，

或者是文学传统的一环一扣；“文学

话语”也没有单独的命运，它是和经

济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科学

话语等等各种“话语关系”相联系

的。因此，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

体”就是回到这些“传统”和“关系”

网络的“文学本体”或“文学”，也正

是在这些“关系”和“传统”中才能最

大可能地识别出属于文学的话语。

“文学本体”保证了文学的独立
性，不至于与另一些知识门类混同。
但公认的文学分类标准仅仅是一幅
静态的理论图像。引入历史之轴，这
一图像将立即产生巨大的紊乱。

如果说想象中的“文学本体”如同
形而上的抽象物，那么文学传统毋宁
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传统无
不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延续
中不断接受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盘点。

在我看来，与其依靠渺不可见的
“文学本体”谋求答案，不如在多种话语
类型的比较之中确认文学的独异之处。

对于作家说来，“文学本体”的存
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及时发现
历史赠予文学的各种特殊机遇。

主持人语

何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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