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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写作带来的别样风景
□周春英 成朱轶

读完汗漫的散文集 《南方云集》，不得不

佩服作者在散文创作中执意创新、跨界写作的

精神。

汗漫的散文基本上属于叙事散文，但如何

叙事绝对考量作者多方面的修养。作者很娴熟

的把一些小说创作的手法运用了进来。如第一

篇《直起身来，看见船帆与大海》中，对于自己工

作的生化研究院中的完美主义者和抑郁症患者

Y、一直与自己的老师兼上司M暗恋的独身女

研究员C、得了抑郁症而住院的H等人，无论是

内在的心理描写、还是外在的行动、语言描写都

鲜活生动。在描写完美主义者Y时，作者用了

一个细节描写：Y要求清洁工必须把抹布洗涤

得他能够拿起来作为毛巾擦脸，而且Y真的经

常把清洁工手中的抹布拿起来擦脸。凸显了他

凡事追求完美，追求不得就失望、抑郁以致自杀

的个性。类似的例子在汗漫的多篇散文中都可

以找到。细节是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元素，细

节描写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人物塑造的成功、内

涵表达的深刻、小说魅力的有无。

汗漫是从创作诗歌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

把诗歌元素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已经成为一种

习惯。他不但在散文中随时插入中外古今几

十首切合散文内容的诗歌，自己也创作了十数

首诗歌，甚至把妻子住院时的处方也写成有韵

律的诗行，使整部文集诗意盎然。同时，还不

断创设一些诗歌意境。如《洞头记》中描写浙

东唐诗之路的产生：“在唐代，三百年间，先后

有三百二十一位诗人，迤逦走出一条长约二百

公里的吴越唐诗之路——自绍兴乘舟，历镜

湖、曹娥江、剡溪，上岸，经天姥山、天台山至东

海，望洋兴叹。”这与其说是诗人们千里跋涉走

向大海求得关于生命和诗歌的启示图，不如说

是一幅诗歌的流播图，浙东山水与诗人之间互

相映照，其意境之优美令人喟叹。此外，如“墙

角有一丛枯芭蕉，如一卷散乱旧书。雨落在芭

蕉上，像一个女子微凉的指尖在窸窸窣窣翻

书。”“火车，一行火热的泪，流过江西胭脂中的

晚霞。”“三桥互相呼应，三双祈祷吉祥的嘴巴

相互呼喊应答：上嘴唇是石头做的，下嘴唇是

水做的。桥边灯笼为这些嘴唇涂上口红，脱口

而出的词汇，是鱼、是舟……”等运用拟人比喻

手法创造的优美语句，不但增加了文章的诗

意，也增强了文章的画面感，或者说，这些语句

呈现的景色就似一幅幅山水画。此外，作者在

文章的结构上也注重诗意化，有些散文在内容

的排列上仿照诗歌排列的形式。如《同里记》

第 4小节、《洞头记》中的第 3小节、《湖口记》

中第 3小节，每一段文字都以破折号起头，字

数又不超过三行，凝练而美观，可以看作是一

种诗歌形式的变形排列。《西湖记》第 15小节

甚至把古今描写西湖的诗摘抄出来，逐行排

列。这些做法都增强了散文的诗意内蕴，并

“让凡俗的日常生活涌动出诗性和智慧”。

在散文尤其是游记类散文中，当作者在描

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时，插入当地的人文典故是

常见的做法，郁达夫的游记就擅长这样写。汗

漫散文也采用这种手法，他每写到一个小镇

或景点，都会对当地的历史沿革、名人轶

事、传说典故做一些考证式的描写，从而增

强了散文的历史文化内涵。无论是对上海美

琪大戏院、傅雷故居、常德公寓、静安寺、豫园、

大陆新村等文化古迹的描写，还是对上海周边

的小镇及邻省小镇的描摹，如对同里小镇中清

朝官员任兰生官场命运变迁以及陈去病、柳亚

子在南社的早期革命活动；绍兴城里徐渭的故

事及青藤书屋的变迁；江西鄱阳湖苏轼夜访石

钟山记的故事；江苏扬州的何园及片石山房的

产生等等都写得有据可循，使读者得到美学享

受的同时也学到了相关的历史知识。作者自

己把这些散文作品称之为小地方志，也正是这

个特征的凸显。

除了文体上的跨界，汗漫也进行空间的转

换，即区域上的跨界。他的散文像一把折扇的

扇骨，以其工作单位为原点，以自己的行踪为连

接线，呈半圆形向周边扩散。从上海的南阳路、

南京路，到江苏的同里、扬州，到浙江的西湖、南

浔；再到江西的鄱阳湖口、庐山等区域，不断进

行空间上的转换，呈现出了一个诗性的、深刻的

“小南方”。

如果说上面的文体跨界和空间转换使得汗

漫的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形式，那么作者从华

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南阳来到上海，自身从外貌

到观念的跨界，恐怕是导致他散文跨界写作的

主要原因。

来到上海之后，作者在外形上，把原来象征

一个文艺青年的长头发剪成一个简短但具有现

代意味的短发，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把穿惯了

的夹克衫转化成西装领带以适应工作场合的需

要；在观念上，藏起自己的诗人身份，改掉原来

懒散的生活习惯，把自己变成一个进取、欢快的

人，以适应上海这个务实的城市。

作者通过这些内在与外在的跨界，其根本

目的之一是要表达一个中原人，从以农耕文明

为主的黄河流域来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以商业

文明为主的上海之后，如何实现从外形到思想

的蜕变，以及把他乡变故乡，寻找精神家园的过

程。虽然每篇文章中，都会时不时跳出一些文

字，或者是把江南风物与家乡风物相对比，或者

是对于死去亲人的怀念，或者是对于自己老死

之后去向的安排。但是，汗漫散文中的乡愁并

非地理意义上的漂泊，而是对精神故乡的追寻

与构造，是为了“在他乡建立故乡”。他对南方

地理的指向是对自我与时代的辨认与纠正，从

而使他的文字获得了沉思的品质和触动读者内

心的力量，并使他的散文区别于大量的游记体

散文，成为个人的精神自传。

汗漫从文体跨界入手，写出了一代离家外

出闯荡游子的痛苦蜕变和情感指向，从某种程

度上，汗漫的人生转型也是一种成功的跨界。

2018年春，习近平同志在海南岛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

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

就会被历史淘汰。”“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

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应该

说，改革大突破是全方位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各个方面，以审美文化即文艺而论，习近平同志在

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

秀作品。”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文艺界有必要回

顾40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改革之初的思想解

放运动，深入认识“文艺的春天”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

系，总结经验教训，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优秀作品。

思想解放带来了“文艺的春天”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存在，在一段较长

时间里特别是“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占据政治正确性的位置，国人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历史性地复

出，1978年发生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

理论上只不过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已，却

引发了激烈的思想对峙。对当时思想僵化的现象，邓

小平两次感叹：“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现在对

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召要“打破

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历史性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更是发出振聋发聩之声：“一

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

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

在当时的背景下，思想解放的首要之点是什么

呢？那就是摆脱一切陈旧教条的桎梏，恢复对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理解而不是教条理解。左倾错误之所以称

为“左”，乃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

而犯的错误。当时存在的所谓“两个凡是”就典型地反

映出陈旧教条对人们的思想束缚，阻碍着中国走改革

新路。这样，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自我改善的

改革面临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

持，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了；但如果固守着一度被错误

解读并被教条化的内涵便不可能改革。思想不能获得

解放，困境便不难摆脱。

教条主义者不是主张“凡是”吗？邓小平机智地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

去批评之，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

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

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

没有说过‘凡是’。”“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

‘两个凡是’”。

其实，文艺上也是如此。倘真要搞“凡是”，那就

会在逻辑上推倒“凡是”。1975年，晚年的毛泽东已经

意识到了“文革”在文艺领域的破坏性后果，他提出了

尖锐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

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

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文艺政策

应该调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其魏晋文化观表达

了对文化创新的热切期盼，他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

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

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

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在他的《念

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

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

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

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

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

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

顺着这一历史逻辑，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终

而给文艺创作打开了闸门，“两个凡是”被推倒，“文艺

黑线专政论”被否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空前爆发

出来，从1970年代末开始，新人新作犹如井喷，以小说

《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人生》，戏剧《于无声

处》，诗歌的“朦胧诗”，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电影

《小花》《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

等等为代表，百花齐放的春天真正到来。这就是习近平

同志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

天”之真实历史内涵，没有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就还会停留在毛泽东所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

小说，没有诗歌”的阶段。

文艺创新亦推进了思想解放的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优秀文艺作品的出现，在一般

的意义上当然是满足了人民群众如饥似渴的精神文化

需要，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进一步打破思想禁锢，

以审美文化创新为中介，形成敢想敢说敢闯的社会氛

围，从观念创新发展到实践创新，逐渐接受和习惯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整体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

善，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指出，“实现四个现

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

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

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显然，对于刚刚从“文革”动荡中走出的中国人而

言，马上就要进行并适应这种大规模的实质性的改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列出了两

组“改变”，即“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

想方式”，可以看出，那些应该改变的因素，其内在关系

是复杂的，每一因素对社会成员的影响程度和可接受

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排在最后的一个因素“思想方

式”，因其具有观念形态性质，从而与文化概念有重合

之处，而其在不同社会因素的作用机制中自有其微妙

之处。

这种微妙之处是：一方面，文化的改变是一切改变

的起始，因为只有思想改变了的人才会去从事其他领

域的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在变法自强的道路上，先后

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究

其原因就在于，此时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还普遍停

留在专制社会的氛围中——因数千年的压抑而麻木不

仁，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试图使中国自强，思想阻力很

大。因此，历史给定的逻辑是重新从文化出发，以新文

化运动（其中的重要方面是新文学运动）开启中国现代

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广义

上，文化包含了人所创造的器物；而在狭义上，文化主

要指观念形态，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今天的人们一般

都从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如此，社会的整体性改变

或者改革，从文化改变即文化创新入手较为容易，因为

表面上只涉及思想理念，触及实质性的利益调整尚有

一段距离，可以缓解人际关系的实质性紧张，有助于改

革的稳步推进。

正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与文艺工

作者进行了亲切互动，在谈到红色经典的改编时，他说

了一段很有历史内涵的话，“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的

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

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

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

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明了的是，什么是“三突

出”的方法？为什么习近平同志不主张用这一方法？

所谓“三突出”的方法是“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创作方法

概念，其内涵就是把人物形象按照政治规则来表现，即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

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这一方法

类似于17世纪欧洲的古典主义规则，其强势存在与思

想禁锢有一定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新，随着“三突出”规则终被

扬弃，许多过去不可想象的题材、风格、流派均可以尝

试探索，除开针对个别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意图明确

的作品外，文艺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艺术批评加以解

决，求同存异。

19世纪后期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过，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不只是“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

格赋有新的活力”，而且“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

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渗入了

政治”。这就是指浪漫主义文学并非只是事关文学，而

是事关全社会的变革——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性。恩

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好：“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史已经证明，哪怕是一些

小的创新，也完全可能被整合到社会的行为中，人类社

会的进步史首先是文化创新、整合和传播的历史。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胆子

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

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

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

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

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

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当我们品味这段经典论断时，深深感到，改革开放

时期中国人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精神，与文化创

新——从哲学命题的创新到审美文化的创新有着内在

的联系。恰如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文化上的

创新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让人们逐渐适应了社会

的变革氛围，终而迎来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更大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审美文化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前

沿战，为整个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通道。

““文艺的春天文艺的春天””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
□□黄力之黄力之

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讲过，要学习巴尔扎克做“时

代的书记官”，陈忠实的《白鹿原》明确地宣称，取法于巴

尔扎克，要写出一个民族的秘史。以此为近源，随着中国

作家对历史大转型的自觉意识与现实主义精神再度崛

起，一度被萨特、博尔赫斯、乔伊斯、卡夫卡等遮蔽的狄更

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经典现实主义大师重新焕发出

不朽的光芒，越来越引起中国文坛的再度关注，追随其写

作样式的作家日渐增多。

以《人民的名义》在小说和电视剧两个方面都产生

重大影响的周梅森，就断然说道：巴尔扎克的笔征服了

世界。《人间喜剧》描绘了 19 世纪前期法国封建主义和

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的壮阔的社会画卷。“我生亦

晚，无缘目睹二百年前巴尔扎克描绘的变革中的法兰

西社会图景，但似曾相识的图景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中国看到了”；从经典作家那里感到似曾相识感的

不止是周梅森。莫言在讲到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时，引

用了狄更斯《双城记》那段著名的开场白，这是一个最

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云云，和阿斯塔菲耶夫

《鱼王》中的类似描述后这样说，“我感觉到，一百多年

前，狄更斯对英国社会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描述，和阿斯

塔菲耶夫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描述，跟我们今天的十

分相似。如果我们要来描写我们的中国，我觉得我们

目前的这个时代，也是处处充满了矛盾与对立，我们可

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进步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

时代是个非常落后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

城市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许

许多多的地方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风貌……”

曾经在先锋文学上走得甚远的格非如是说，他曾经

非常喜欢博尔赫斯的作品，从他的成名作《褐色鸟群》中

不难看到《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却声称，最喜爱的长篇小说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

列尼娜》。格非说，“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文学可能要重新

重视 19 世纪中期，就是托尔斯泰、福楼拜的那个世界。

那时面临着一个大转折，托尔斯泰他们之后就进入现代

主义时期了。我特别重视现实主义高峰时期，特别是俄

法的这些作家，当然也包括一些美国作家，像海明威、福

克纳等。”

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折返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既是

因为他们对于不同民族国家发生现代性转型的时代巨变

之内在相似性的体认，也是源于作家们对于世界文学，对

代表文学高端的一批经典作家作品的再发现再评价。那

么，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这样一些作家，会给我

们提供什么样的文学经验和创作启迪呢？

狄更斯描写了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图景，司汤达、巴尔扎克为法兰西

贵族的没落与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巨变立此存照，托尔斯泰展现了从反

拿破仑战争到19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历史变迁。作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的代表性作家，他们分别处身于各自国度现代性转型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面

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全方位变化的历史潮流，以他们得时代风气之

先的敏锐，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对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精神状态、道路选择

的深入考察，以及天才而博大的艺术创造力，创造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

正如周梅森和莫言所言，当下的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相似的历史变迁。

与之相关联，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阅读和阐释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即马

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评价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 19 世纪

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时概括出来的关于历史、社会、现实与文学之关系

的经典论述。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初经由瞿秋白等人介绍到中国

来，在中国的大地上落地生根，曾经深刻地影响了茅盾、柳青、梁斌、周立波、

姚雪垠、欧阳山等一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精神传

统。如今看起来，这一理论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其强悍的生命力和现实

意义。

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有几个要点：一是及时地捕捉和表现巨变时代的基

本走向，发现历史的基本脉络；二是描绘历史巨变给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造成的

巨大冲击波，展现包括经济学的细节在内的时代全景图画，以及社会各阶层人

们的命运变迁；三是在彼此的冲突与合作、竞争与排斥、恩怨情仇与纵横捭阖

之中，塑造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四是要尊重艺术规律，

把历史的尺度与审美的尺度结合起来，不要为了席勒忘记莎士比亚，不要把艺

术简化为政治的传声筒。这些命题，无法在这里展开，让我们引用一段恩格斯

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所做的高度评价作为结束：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
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
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
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
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
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
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夫
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他们在婚姻上听
人摆布的方式，完全相适应）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和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
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
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
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
东西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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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精神，与文化创新——从哲学命题的创新到审美文化的创

新有着内在的联系。恰如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文化上的创新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让人们逐渐适

应了社会的变革氛围，终而迎来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更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审美文化创新是改革开放

的前沿战，为整个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