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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对现代诗的理解隐含对现代诗的理解隐含

着对原文本着对原文本““专利专利””的尊的尊

重重，，而阐释则是留给接受而阐释则是留给接受

者的者的““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

在文本在文本““纯洁纯洁””性前提性前提

下下，，努力葆有文本的客观努力葆有文本的客观

““旨意旨意””，，又克服追索中常又克服追索中常

见的阐释不足或阐释过度见的阐释不足或阐释过度

的弊端的弊端，，从而争取文本价从而争取文本价

值的最大化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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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学近些年获得了更加广

泛的关注并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

头。作品数量惊人，每年出版长篇小

说 5000多部，这还不包括网络上的

长篇巨制，自媒体上发表的诗歌更

是不可计数，以至于有批评家鼓吹

重新回到了“盛唐的诗歌时代”。作

家身份不再像 20 世纪 90 年代那样

羞于言人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写

作不再贫苦，另一方面也在于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裕”

起来后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而成为一个作家

或者诗人，依然被认为是精神性优越的一种标志，更多

人似乎热衷于通过写作这一行为自己的身份加持。写

作不再是清贫的代名词，一个“大神”级别的网络写手

的收入可能已经超过了一家小型的企业，而一直以“收

入微薄”著称的传统文学作家，也通过出卖影视版权等

资本运作的行为获得了不菲的收入，除此之外，各种官

方和民间的评奖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而且在资金

的注入上也节节攀升。

这种与资本甚至是现金流直接挂钩的刺激改变了

文学生产的生态，象征性资本固然重要，但经济上的直

接刺激似乎更有快感，写作可以直接变现，这在以往的

历史中并不多见，总之，一种看起来无比“繁荣”的当代

写作景观出现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几乎每天都有

相关的文学活动，评论家成了最忙碌的一群人，在各种

新作旧作的发布会、研讨会上阐述着不同的观念。诗歌

朗诵也不像以前那么冷清了，它重新获得了读者，即使

读者们对诗歌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唐诗宋词的美学中。

当代艺术更是汇集着资本的光晕，和房地产、金融等垄

断性行业相互征用。此外，文学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

深，随着一些中国作家在西方被认可，20 世纪 80 年代

走向世界文学的欲求似乎变为现实——至少是部分的

现实。

在这一派喧嚣热闹的场景中，我们也许可以稍微

冷静一下，文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吗？或者说，文学又重

新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吗？表面上看也许如此，至少在那些景观化的文学活动

中，有一种短暂的耀眼光芒。但严肃的读者和批评家也

许要区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生活并不等于文学本身，

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过一种更有精神意义的生活，这

种诉求导致了文学生活的丰富。但这种丰富并不必然带来文学本身质量

的提高，相反，有时候它甚至可能会拉低文学本身的高度，文学可能变成

一种被过度消费和征用的“商品”，而忽视了其作为独创性的、代表了一个

时代美学和精神高度的综合性产物的属性。

在这样一个更严格的意义上，如果我们驱除那些附着在当下文学躯

体上的修辞和面具，我们或许就会发现，原来它的内部并没有表面那样光

鲜。它像巨兽一样吞噬着各种材料——作品、作家、评论者、国家意志和资

本流，但它却并没有真正生长出创造性的血肉。我们因此可能陷入了道德

上的两难：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下文学在繁荣和发展，并在很

多方面开拓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常常感觉到一种饥饿感——精

神和胃部的双重饥饿，这种饥饿感被一再延宕，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自我怀

疑和自我反思起来。当批评家和作家们都陶醉在作品的带有自动性质的

生产和阐释之中时，一些问题也许就被搁置了。而这些问题，可能关涉着

我国文学在未来——也许是10年，也许是50年——真正的而不是景观化

的发展，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创造性生长。

面对当下文学泥沙俱下的现实，文学批评的立场和姿态，尤其值得反

思。文学批评不应该是对现场的简单回应或者影子式的追踪，更不应该是

对资本和消费的附和和捧场。文学批评在目前的“文学生活”中承担着特别

的责任，它不仅仅是要以参与者的热情加入到目前文学生活中去，更需要

有旁观者和审视者的冷静和谨慎，文学批评并不能直接创造利润，但是，文

学批评维护着象征的权益，它的独立性恰好在于它能摆脱并击碎“生活化”

的束缚，以其智性和天然的总体能力对“事实”予以重置。

具体到最近几年文学批评的现状而言，批评的智性和惰性出现了双

重的困境。智性是指批评本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掌握更多的理论武

器，对当下的文学现场进行甄别和总体化处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惰性

是指批评缺乏建构的能力，而流于蜻蜓点水般的现象式读解。更具体一点

来说，这些年批评界出现了一种“命名”的缺席。这并不是说批评界没有关

注或者分析新的作品和现象，恰好相反，很多新作品的出现都引起了相应

的批评热潮，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出版不久，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在谈论

这部作品。但问题在于，批评家们过于热衷于所谓的文本分析和现象呈

现，而缺乏一种整体视野和命名能力。因此，对当下文学写作中的历史转

向和想象机制的变更缺乏宏观分析和理性洞察，这些批评从这个意义上

讲类似于竹内好所谓的“缺乏主体”的研究。文学批评决不仅仅是一部一

部作品的阅读、一个一个作家的跟踪研究，它同时强调历史的逻辑和当下

性的关联，它要求的是一个更有整体性的观察方法，并在这种整体观察中

发现问题之所在。因此，如何从当下文学写作的现场出发，提炼出具有逻

辑性的内部关联，对之进行命名，并通过命名来发现当下文学写作存在的

问题和症候，是目前摆脱批评的惰性、建设批评的智性的重要途径。

根据我的阅读和观察，“新伤痕文学写作”、蜕化了的现代主义写作、

“非虚构写作”以及科幻写作构成了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写作潮流。潮流

的兴起从来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扎实的思想根源，携带并表征着症

候性的深层焦虑。具体而言，这几种写作潮流分别对应着文学与现实（政

治）的关系问题、主体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虚构（摹仿）的真实性与文学的

社会意义问题。它们不是在虚空中形成的问题意识，而同时也是一种反复

和延续，承接着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的紧张关切。本专栏试图从历史的层

面梳理这些潮流背后的话语构成，进而分析当前文学的美学得失，以及

“新的文学”的写作远景。

现代诗文本的接受，集中在两个环

节：一是对文本意图的理解，二是对文本

含义的阐释追索。理解隐含着对原文本

“专利”的尊重，而阐释则是留给接受者

的“最惠国待遇”。王长俊在《诗歌释义

学》中写道，诗歌文本意义是诗人设定还

是读者设定？圆满的答案应该是两者兼

而有之。设定的意义如果读者意识不

到，则是创作或阅读的失效；追索的阐释

如果陷入一片混乱，文本的价值同样要

打折扣。

对于文本理解与阐释的关系向来有

两种对立观点：保持专一的目标与敞开式

发挥。美国文论家却尔（Juhl.P.D.）一直

坚持一首诗的诠释只有一种是正确的，这

种诗义的“惟一说”，无疑是文本与作者中

心主义的忠诚卫士。但会不会过于褊狭

呢？中国的朱自清则坚持“诗义主从”说：

要求“广求多义，切合为准”，也就是文本

的诠释应有一个“主意”再加上几个“从

意”。显然，朱自清在意图理解与含义发

挥的“释义学循环”中找到了更为辩证而

宽阔的出入口。

理论上的一般道理，可说得眉清目

秀，但一碰上具体实践，往往十分犯难，哪

怕面对的是单字单句。如有关《前世》（陈

先发）的理解，就很有代表性，其中涉及一

个“脱”字：“他哗地一下就脱掉了蘸墨的

青袍//脱掉了一层皮/脱掉了内心朝飞暮

倦的长亭短亭。/脱掉了云和水/这情节

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又脱掉了

自己的骨头！”笔者理解作者写脱的动机，

是通过五个层面的“动作”——“从外到

内、从表到里、从时间到空间、从物性到灵

魂、从前生到后世、从非我到真我”，完成

全方位的“脱胎换骨”，从而表现主人翁对

爱情的决绝和视死如归。笔者对作者原

意图的理解仅到此为止。而人民大学夏

可君先生则认为写的不仅仅是古代爱情

的命运以及可能的拯救，而是暗示了写作

本身的艰难脱胎过程。夏可君延宕一步，

把主人翁的“脱”视为作者的写作“蜕

变”。笔者搜尽全文，尚未找到类似的伏

笔暗示。如果再有第三者，对“脱”字还可

能存在另外的引申。如此看来，单个字句

的理解，尚存在“差之毫厘”的可能，那么

通篇理解则可能出现“失之千里”的局

面。原因是一开始，阅读接受理解——这

一初级阶段的试卷，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

“客观题型”，人们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仍

肇始于主观心智的差异，再进入阐释阶段

便大有发挥天地了。

臧棣有一首十分简单的诗《观看鸟巢

如何搭起》。理解该诗含义很容易集中到

三个关键语象：制造者鸟、制造材料绳子、

制造产品巢。较好理解三者之间密切关

系，接下来就容易做出含义引申：或把这

一搭巢过程当作一个艺术过程，每只鸟

（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不同、利用的媒介不

同、审美情趣不同，运作方式方法不同，那

才合乎“一样米喂百样人”的规律，即每个

人都依靠自身的智慧，才情和差异性，遵

循自身的方式（包括材料）各尽其能地发

挥，创造属于自己的“诗生活”，每个人将

根据自己的喜好，独特的方式来营建自己

理想的“巢”，那该有多好。《鸟巢》本质上

可视为一篇微型诗论。一般而言，理解做

到八九不离十，追索含义就不会出现太多

“拐弯”。

可是，要达到“正确”理解谈何容易，

因为每种角度的理解，都能拿出说服力十

足的“据理性”，一首明白的诗也经常出现

截然对立的理解。本质地说，理解与追

索永远无法对等，很难处在同一条切线

上。纵使出现一定共识局面，仍会不时

冒出古怪的“偏差”。如《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在绝大部分老师的教案中，多被

当作积极向上、阳光朗照的理想篇。笔

者避开众口一词，结合海子身世与临终

日期，引申诗篇后面可能的难言之隐：佯

作幸福的泪水，布道福音的伤悲。笔者

从美好的祝辞后面，硬硬耙出隐匿其中

的若干对矛盾（包括现实与理想、物质与

精神、精英与大众、乡村与工商社会、隐

逸与出世、栖息与超越的龃龉），以探寻另

外可能的含义“缺口”。

是否过度开发六对潜在矛盾？笔者

大胆做了“推导”式发挥，意在对文本的含

义出口添加一些别样的“插座”，以增大感

受通光量。这是基于“阅读一首诗，就是

自我不设防的瞬间，就是彻底敞开自身，

它需要向未知的、不确定的、未完成或未

形成的状态接近，需要向复杂性、多义性

或歧义性敞开”。（耿占春语）不过，用力过

猛，过剩的电流会造成另一种“烧焦”。所

以说，理解“正确”，并不能保证追索不走

“邪道”，理解“不正确”，也不一定引向“追

索”的歪门。

在文本意图理解的基础上追索文本

含义，可谓诗歌接受学的基本流程。由于

特殊历史原因，在一些时段，理解与追索

的合法权益被剥夺，一些文本便成了闭

锁、尘封的古董文物，殊不知这些“抽屉文

本”仍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值得后人

继续抢救、发扬。由于时代动荡和各种主

客观的复杂缘由，一些诗歌版本的“初夜

权”或遭到外力强暴，或受到自我期许的

过度保护，出现较大的改版加工，甚至面

目全非，无疑给诗歌接受史和接受学带来

麻烦，起码的识别工作还得继续进行。更

由于诗歌形制短小、灵活，容易拆卸，加上

写作伦理下滑，当下时不时出现文本“套

写”的浮风，披着互文性外衣，沾满克隆恶

习，摊上很不光彩的诉讼官司（其实官司

也难断文本间性的复杂的互文关系），最

好还是诗人们在走向诗展之前，先验明自

身的“洁癖”，拒绝染指任何“艳遇”，以维

护文本的纯洁性。

在文本“纯洁”性前提下，努力葆有文

本的客观“旨意”，又克服追索中常见的阐

释不足或阐释过度的弊端，从而争取文本

价值的最大化。

探索可能的含义探索可能的含义““缺口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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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新的文学重建新的文学

第一次读王冷眉的《墙角梅集》诗文书稿，一种

清风扑面、山花飘香的阅读喜悦就袭上了心头。这

部诗文作品集是王冷眉前几年的创作展示。这些或

长或短的文章，都是她多年来行走的脚步所留下的

深深印记，也是她文学的记录与情感的叙述。于是，

捧读之余总想有机会为那次阅读写点读后感一类的

文字。

虽然对王冷眉不是特别熟悉，但阅读其作品，就

可以让你有一种如见其人的质朴，作品中所蕴藏的对

文学的追求以及那种令人振奋的能量让我对她充满

期待。果然，不几年，《走遍沁源》的图文集又呈现在

我案头。

王冷眉的作品语言质朴厚重，情感深沉且浓烈，

文章中透露出较为睿智的情景铺垫与形象刻画。作

品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怀，将她人生丰富多彩的经历

化作对生活的多维度感触与体悟，再凝聚成扣动人心

的文学描写，使她的文字直抵读者灵魂深处最柔软的

那一块。

语言质朴厚重，就是说王冷眉的作品语言不是那

种追求花哨、卖弄时尚与玄虚的，她的作品没有更多

的文字技巧，却有精心的构思和立意。比如《爱莲者

身自清》一文，作者采用了人的名字、性格与莲花的

三个角度的描写手法，将人物个性、成长环境与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性联系起来，就很富有感染

力。读她的文字，纵使一个小小的意象，也给人以全

新的发现与同质的心理感受，比如《我的黑咖啡》中，

“闻一闻/香香的，很是诱人/尝一尝/苦苦的，很是甜

蜜/……真想喝了它//可喝了它/也就失去了它/于

是 ——/我 只 能/永 远 对 它 ——/割 舍 不 下/渴 求 不

已……”在这里，黑咖啡被赋予了且苦又甜，得而便失

的非常态特质，让人读后生发出一种欲罢不能的情感

冲突。

王冷眉的作品情感深沉且浓烈，首先表现在她为

人的性格。她是一位文静腼腆的女子，说话轻言慢

语，做事有条不紊。这种处事不惊的人生态度，使她

的情感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情景氛围中透露出来。在

文字中则表现为对自然的冷静观察与思考。《宝岛旅

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旅游车上播放着张学良

的传奇生涯，蒋介石、宋美龄的政治联姻，以及国民党

溃退逃亡的历史，还有台湾政界的一些野史传闻和各

党派的明争暗斗……我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我所关

注的只是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虽然耳畔不时听到那

些光碟里播出的只言片语，但究竟讲了什么我好像很

茫然……我只睁大眼睛在看！眨眼的工夫就可能错

过一个美景，因为那块神奇的土地的风景每一处每一

寸都是美丽绝伦的啊。”试想一下，如果作者是一个喜

欢热闹的性格，那么对不同于大陆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和乱象一定会很关注，那样就会走马观花地看着眼前

一闪而过的风景而完成她的台湾之行，就不会有这篇

游记的后文对台湾游的真切感受所描述的那种生动

的文字记录。

再说王冷眉的睿智与聪慧。她作品的每一篇文

字，几乎都是在节奏缓慢的铺展中将故事的情节和作

者的认知娓娓道来，再时不时地亮出富有哲理的灵

光。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语

言的睿智表达。如《冷暖总关情》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春天终于来了，春天也终于又去了，春天里就听说今

年冬天我们要集中供热，心里不禁暗暗窃喜：这冷暖

总算不用掌握在锅炉工手里了，这个冬天大抵可以放

心地安心地舒心地度过了。于是我们向往着等待着

期盼着从秋风瑟瑟朔风猎猎到‘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直到等得心海也‘顿失滔滔’，这暖气总算‘千呼

万唤始出来’了……可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却像打翻了

五味瓶酸甜苦辣种种滋味涌上心头，三十年前的那一

丝寒气也不失时机地穿越时空袭上心头，虽说家里不

冷了心也放下了心情也确实好起来了，可那种软软的

柔柔的亲亲的暖似乎总也捉摸不定，我忽然又想起了

三十年前的那捆谷瓤瓤，又记起了母亲的怀抱……”

这短短的一段文字，却有很大的信息量在里面。这里

有春去春回对时光的感叹，有对诗句的感怀，也有对

往昔岁月的回忆、对故园亲情的思念……这些语句蕴

含着巨大的情感内涵与宽阔的想象空间，让人回味，

令人思索。

王冷眉的作品对其个人来说是一种比较随意的

情感流露，诸多文本间的差异性互补使其作品各自

有可圈可点的耐读之处，合起来又有很强的整体艺

术效果。而这一切都是以个体特有的创意与构建作

为前提的。这就要求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一定

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与习惯来说话，以自己的视点切

入庞杂的现实世界，如此才能有自己的个性化作品

呈献给每一位读者。

质朴与睿智的创作体验
——读王冷眉作品印象 □陈德民

■第一感受

本报讯 6月 23日，由江西

省作协、赣州市文联、全南县委宣

传部联合主办的《人民文学》“新

浪潮”诗人林珊诗歌创作研讨会

在全南举行。叶青、商震、曾清生、

李雷、温扬汉、谷禾、刘汀、聂权等

与会研讨。

出生于全南的“80后”诗人

林珊2015年入选了《人民文学》

“新浪潮”诗会，曾出版诗集《小悲

欢》，是全南县首位中国作协会

员。与会者围绕林珊的创作历程

和诗歌特点进行了中肯而深入的

剖析，认为她的诗作哀而不伤，地

域特征明显，女性意识较为突出，

充满田园和山林气息，从小悲欢

中呈现人间烟火和天地万物。同时，大家

希望她在今后的创作中丰富结构类型，

进一步提高炼字造句水平，在诗歌之路

上走得更远。 （赣 文）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余飘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6月17日在京逝世，

享年90岁。

余飘，笔名雪原、乃拙

等。中共党员。1957年开

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

《文学理论讲座》《周恩来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

献》《毛泽东与中国文学艺

术》《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

想》《坚持与发展——毛泽东

文艺思想在当代》《成仿吾

传》等。

余飘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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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中国儿艺2018年首部大剧

场新戏——儿童剧《月亮草》将于7月7日在中国儿童剧

场首演，并将于7月14日作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

幕大戏精彩亮相。

《月亮草》是1993年曾演出过的一部具有中国民间

色彩的喜剧，由徐葆齐创作，灵感取自《聊斋志异》中的

《崂山道士》。该剧秉承民间故事中的讽刺幽默，力求风趣

地传达出深刻主题，贴近当今孩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导

演钟浩表示，《月亮草》通过主人公对宝物的追求，讽刺了

好高骛远的态度，表达了对脚踏实地、勤劳务实的赞美。

据悉，此次中国儿艺特邀曾担任原版《月亮草》导演

和舞美设计的尚鸿佑、苗培如担任顾问，为该剧创排保

驾护航。同时，音乐方面山东民间音调和山东吕剧旋律

的融入，舞美方面简约留白、充满诗意的设计，灯光方面

黑光剧手法的使用，编舞方面中国戏曲元素的摄取，演

员方面老中青三代演员的合作，都将为全剧增色不少。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希望此次通过老戏重排、故

事新编，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标。

中国儿艺《月亮草》7月首演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国家艺

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剧资助

项目——北京曲剧《翦氏夫人》将于

近期在京首演。这部北京市曲剧团

的新作以歌颂英雄人物、弘扬民族

团结为主题，讲述了元末明初将领

翦八士与其妻子吐叶公主的故事。

翦八士曾随铁木真征战沙场，

后与朱元璋义女吐叶公主喜结良

缘，吐叶公主后被称为“翦氏夫人”。

翦八士随朱元璋开疆拓土时不幸战

死，其后人分为两支分别在湖南常

德和新疆吐鲁番驻守。《翦氏夫人》

将这段荡气回肠的故事重新编织并

搬上舞台，以使今天的观众领略英

雄事迹和风采。该剧由谢柏樑编剧，

梧桐执导，戴颐生作曲，卢雪文、盛

国生等主演。北京市曲剧团团长孙东兴表

示，希望《翦氏夫人》以激昂的精彩唱段带领

更多观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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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花

木兰》在沈阳首演，向建党97周年

献礼。该剧着重表现木兰金戈铁马、

边塞十年的军旅生涯，力求凸显主

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家国情怀，

鲜活生动地塑造一个勇敢机智、坚

韧不拔的巾帼英雄形象。

辽宁芭蕾舞团从今年3月便开

始排练该剧。为更好地塑造角色，不

少演员提前研读历史资料，揣摩人

物性格。辽宁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

表示，希望通过该剧让世界经典艺

术形式与中国传统艺术形象在新时

代实现对话交融。

据悉，《花木兰》在结束辽宁地

区的首演后，还将赴北京和国外进

行演出。 （陶 幸）

辽芭推出原创舞剧《花木兰》

本报讯 7月1日，新生代作家

朱炫《持剑者心伤》新书分享会在京

举行。该书由博集天卷策划，湖南文

艺出版社近期出版，沿袭了作者一

贯的创作风格。书中，作者凭借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在真实世界的缝隙中

闪转腾挪，将年少的热血和青涩的

爱恋钩织成一段都市奇幻故事。作

品闪耀着青春时代的光华，黑色幽

默、荒诞诙谐等多种元素穿插其间。

据介绍，《持剑者心伤》同名影视剧

正在筹划中。 （范 得）

《持剑者心伤》讲述奇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