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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宁的小说轻灵细腻，有纤细的文

字触觉。在《荒芜城》《密林中》两部长篇

中，她将无限向内的个人经验置于浮世

间，以较为成熟的姿态回望与反思，探索

一代人的心理境况。如果说这两部长篇

小说中，尚有很多周嘉宁对自身的清理

和探索，那么她最新的小说集《基本美》

已经开始摆脱对个人经验的沉迷，回望、

反思同时代人的青春，记录他们的平凡

和闪耀。

《基本美》的封面设计非常巧妙，外

封面上两个衣着冷色的年轻人停在原

地，其中一个衣着明亮的青年踩着滑板

独自远行，内封面里，那个鲜衣怒马远去

的年轻人独自坐在山的一侧，遥望看不

见的人群。在这部小说集中，周嘉宁着

力书写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与

众不同，拒绝被定义。在时代的浊流

中，“迁徙中的鱼群，涌向某片庞大而不

明确的流域”，但在这鱼群当中，有的逆

流而上，有的停留在原地，有的甩开群体

游向浊流的分叉，他们警惕同质化的生

活，抗拒循规蹈矩的人生，也许顺流而下

能在浊流中存活得更久，但他们绝不妥

协，他们几乎抛弃了外部世界，坚定地活

在界限之外。

他 们 是 周 嘉 宁 笔 下 的“ 星 斗 市

民”——像星斗一样平凡，如星斗一般闪

耀。《了不起的夏天》里秦的师傅，有着传

奇般的创业经历，受人敬仰，但他却热衷

做最基层的技术活，还在工作期间一而

再地请假去庙里居住，甚至带着睡袋到

秦的学校宿舍度过了整个寒假，最终放

弃了既定的成功的人生，去俄罗斯、去西

南荒野的山里，过上了彻头彻尾随性自

在的生活，甚至阴差阳错地在圣彼得堡

完成了婚姻大事，多年之后秦和师傅再

见面，“时间并没有给师傅以任何形式的

馈赠，那些可以称之为进步，或者退步，

或者滞留的状态，在师傅身上完全感觉

不到”；《你是浪子，别泊岸》中的神秘女

孩小元，法国、西班牙、非洲、大西洋……

她高中开始四处漂泊，没有朋友，刚刚熟

悉一个地方就很快离开，“一辈子都在做

转校生”，她想打破时代的无聊，只想站

在自己的山头朝别人挥挥手，无论是对

外部世界还是对其他人，她刻意保持着

距离，她迟钝得对自己的独特一无所知，

却对贫穷和困顿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基本美》中，大陆书店店员致远在北京

香山音乐节上，触碰到香港小乐队主唱

洲自由独立的灵魂，本无交集的两人意

外地产生了友情，洲的乐队籍籍无名，但

他的音乐却有着同代人中难能可贵的品

质——在轻盈的音乐中饱含着他对社

会、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洲唱的也是中

文，写的也是中文，却始终像是在使用另

外一种语言，描述另外一个世界。不排

他，不污浊，不愤怒，不傲慢，有着青年身

上少见的对外界的参与感，以及置身其

中的热烈的同情心”。

秦的师傅、小元和洲都是周嘉宁笔

下的“星斗市民”，在不可复制的青春里，

过着另一种可能的生活，“在有限的自由

里冒险”，他们的青春显得无比闪耀。周

嘉宁以文字记录“星斗市民”的人生，为

他们树碑立传，她要镌刻的绝非青春的

一般状态，而是那些不跟随浊流和群体

迁徙的鱼，是那些平凡却闪耀的星斗。

从2015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你是

浪子，别泊岸》开始，周嘉宁就像小元一

样，想要“打破这种时代的无聊”，随时警

惕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拒绝被定义、被规

训的生活。此后发表的《去崇明岛上看

一看》《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等小说

中，周嘉宁挣脱了个人化写作的泥淖，进

入一个更轻盈开阔的文学地带。

如果说她之前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带

有孤独和疼痛的撕扯——《往南方岁月

去》里对女性性别的焦虑、《天空晴朗晴

朗》里成长的阵痛、《荒芜城》中日积月累

的隔膜、《密林中》男女之间无可调和的

矛盾，那么到小说集《基本美》中，周嘉宁

也开始走出自己的密林，放下已知的、熟

悉的个人经验，开启了新的写作之旅。

就像香港小乐队主唱洲对社会事件的参

与和介入，在轻盈的状态中积极抵抗下

沉世界的虚无一样，周嘉宁也在以自己

的方式对抗历史的虚无、抵抗同质化的

写作，思考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在书写“星斗市民”的过程中，周嘉

宁反复提及在中国发生的大事件：香港

回归、申奥成功、奥运会……区别于对重

大事件的宏大叙事，周嘉宁以她一贯纤

细的文字触觉将每一件大事变成个人化

的记忆，“星斗市民”们行走在实体化的

历史中，作用在他们的血液里。也许就

像《基本美》中，致远参与庆祝香港回归

的方阵排演一样，高二的他只“能够感觉

到有庞大到不能描述的事情正在发生”，

而直到高中毕业，致远才第一次明白自

己当时拿着的彩色纸板和方阵走位连成

了怎样的图案。在这里，周嘉宁表达了

她对于大历史的思考。正如张悦然所

说，《基本美》“完整地呈现了周嘉宁近年

的思考——关于远去的时代和消逝的青

春之间曾发生过的强烈共振”。周嘉宁

让宏大的历史事件、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在个体经验中具象化，将大时代的烙印

融进人物的血液中，成为一个个具体可

感的回忆。如果时代和历史是我们头顶

辽阔的星空，也许在旁人眼中整个星空

是最重要的，而周嘉宁的小说里，却满是

耀眼的星斗。

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

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

和抗议。就像书的扉页写的那样，“想象

另一种可能”，《基本美》打开了一个新的

视域，一个可能的世界——它既记录了那

些拒绝随波逐流的个体，又呈现了一种书

写历史与个体共振的方式。于是，周嘉宁

的小说开始有诗性的向度，有更深层次的

追求，它能带给读者真正关于自由、超越

和解放的灵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

本美》展现了周嘉宁愈发成熟的思考和更

加宽阔的写作，这也使她成为“80后”作

家中的熠熠星斗。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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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渐丰的军旅批评家气象渐丰的军旅批评家
——读《“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兼及傅逸尘批评印象

□西 元

与傅逸尘相识有七八年了。如果不是我孟

浪了许多年，35岁之后才开始专业创作，想必会

相识更早。逸尘是朱向前的得意门生，当年，朱

老师曾写道：“从军艺文学系创办至今，20多年

来，在文学评论这一行当里，在我和傅逸尘之间

隔着一个长长的空白带，不能不让我们为这棵不

可多得的评论家苗子倍感欣然。”从这句话中，能

读出多少英雄惺惺相惜的感情啊！这些年，我一

边写小说，一边参与朱向前老师的研究课题，与

逸尘接触的时间很多，我发表的小说也都会寄给

逸尘。每次见面，都会聊文学方面的事，有理念

上的，有创作上的，有时也谈论一些具体作品，很

随性，但对我的触动很大。你会发现，他一直关

注着你的创作。虽然他不会对你的每一篇作品

发表见解，但他会留给你几句话，同时也留给你

一些空白，让你自己去填补。他有独立的立场和

判断，有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这些东西坚硬而且

隐隐闪动着光芒，让你不由得不去认真思量。

一

七八年时间过得真快，这个世界发生着前所

未有的改变。傅逸尘呢，似乎没变，当初坚持的

东西如今依然坚持着，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

是，有时“没变”比“变了”更经得起时间的磨洗。

我看到一个强健的青年批评家、作家的身影在脑

海里愈发清晰。他在风浪之中成熟起来，但依然

有锋芒；他在激流中睿智起来，但依然有原则；他

在世俗中成熟起来，但依然有朝气。

我对傅逸尘的文学批评思想并不陌生。参

与朱向前老师的《军旅文学十年概观（2000－

2010）》这本书的写作中，因负责理论批评这一

部分，通读过逸尘的著作，如《重建英雄叙事》《叙

事的嬗变》《英雄话语的涅槃》等。后来，也是机

缘巧合，我与逸尘编著的新作《“新生代”军旅作

家面面观》（作家出版社2018年7月版）还有过

较深的交集。从2010年开始，我所在的《神剑》

杂志开办了一个专栏，叫“当代军旅作家访谈

录”，很受读者欢迎。2012年底时，我突然有了

个念头，“70后”、“80后”军旅作家当时虽然还称

不上顶梁柱，但已经冒出了一批很有个性的作

家，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舞台呢？这个工作由谁

来做呢？我马上就想到了逸尘。如此新鲜而有

朝气的事情，非他莫数啊！我把这个点子和逸尘

一说，一拍即合。此前，逸尘曾经在《解放军报》

发表过文章，率先命名这一群体为军旅文学“新

生代”，因此栏目名即定为“新生代军旅作家对话

录”。剩下的工作由逸尘全权负责，对象、体例、

篇幅全部按照逸尘的构想来落实。这个栏目前

后办了两年多，每篇对话初稿都在一万字以上。

可以说，这些素材为傅逸尘的“新生代”军旅作家

研究提供了真实而可靠的基本材料。后来，逸尘

没有止步，继续锲而不舍地对这些原始素材进行

了精细而且严谨的加工，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推出

了这套体量达170余万字、上中下三卷本的《“新

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同为“新生代”军旅作

家的我，由衷地为逸尘高兴，也感谢他对军旅文

学理论批评的执著守望和辛勤付出。因为这套

书，我和与我同代的军旅作家们似乎都可以在文

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而逸尘更是把他的眼

光、见地和关于军旅文学的理解、思想熔铸建构

在了这套专著中，留待读者去品味、思考。

二

说到逸尘编著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平心而

论，堪称21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

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于首创之功。此前，研究“新生代”军

旅作家的文章、成果并不多，像逸尘这样全面细

致扎实的系统性研究专著更是仅此一部。2010

年，傅逸尘在《解放军报》刊文，首倡对“70后”

“80后”军旅作家进行整体研究。随后，文学界

开始有单篇论文研究“新生代”军旅作家，鼓舞激

励的也好，批评警示的也好，“新生代”军旅作家

的作品作为一种存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他

们的作品渐渐登上国内一线文学期刊的重要位

置，也频频获得一些重要奖项。总的来说，与前

辈军旅作家相比，新生代正处在一种成长和寻

找突破方向的阶段。他们的新质显而易见，但

其中也存在着诸多困惑，如何解决这些困惑，如

何从青年作家成长为一流作家甚至是伟大作

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上，逸尘编著的这套书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好

像年轮一样，把“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特点

勾勒了出来,在改革强军特定的历史阶段，为每

个人留下一幅独特的文学肖像，读者亦能较为

全面地感知“新生代”军旅作家的整体风貌。

二是在于新意。无论是从体例上讲，还是

从对每个作家的研究上讲，该套书都体现着极

大的新意。从全书编排上看，逸尘是很动了一

番脑筋的，力争尽量全面地把每个作家的特点

展示给读者和研究者。另外，对“新生代”军旅

作家的研究需要一种全新的眼光和理论框架，

这套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这种全新的军

旅文学批评体系的初步呈现。无论得失，都会

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必

将得到后来者的回答。闯入一片陌生之地的确

需要开创者的勇气、胆量与眼光，傅逸尘既是批

评家，也是作家，同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中

的年轻一员，他与这些同龄或者年长一些的军

旅作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去想象勾画属于他

们的时代。在这里，有他们的青春印迹，有他们

的朝气梦想，以及血性胆识。事实上，无论是

“新生代”军旅作家还是如逸尘这样的“80后”

批评家，在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都体现出

强烈的新意和新质。逸尘在这套书中，对这些

宝贵的新质提示出来并进行理论化的梳理、概

括和阐释，对其中的优长进行了褒扬，对存在的

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批评和反思。

三是在于承上启下。这套书经得起时间考

验，成为了解研究“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可信材

料。同时，如果把它放在军旅文学史研究的脉

络中看，我们又会发现，这将是一套承上启下的

学术著作。“新生代”军旅作家与前辈军旅作家

相比，面临的困境其实更多。比如，新世纪10

年之后，纯文学逐渐边缘化，而类型文学强势兴

起，文化语境也产生了极大的变迁，如何用文学

的方式重新阐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成了一

项新的课题。在改革强军的大潮下，“新生代”

军旅作家何去何从？面对诸多选择，突围的方

向在哪里呢？以“7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军

旅作家将成为军旅文坛新的主力，还是仅仅是

一种过渡，甚至是昙花一现？细细想来，这些都

是很可以追问的问题。对此，这套丛书给出了

部分答案，也会携带着这些问题前行，最终在傅

逸尘的跟踪研究中以一种历史化的追问和想象

求得正解。

三

作为军旅作家，我发现自己的同路人日渐稀

少，也不知军旅文学会不会在这个时代走向终

结。当然，我所说的军旅文学不是依靠商业化运

作，不是靠哗众取宠，不是追求短期效应的军旅文

学，而是指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有所裨益的军

旅文学。我也坚信任何不再追求质量，不再相信

良心的文学都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毒药。出于

种种原因，军旅作家形单影只，军旅批评家更是

屈指可数。这个时候，我也不免为傅逸尘捏着一

把汗，生怕出于什么原因，军队又流失了一位极

有才华的干城之才。令我欣慰的是，这几年傅逸

尘既没有偏离他的初心，也没有中断他的求索之

路，反而越发显示出自己的批评特色。越是在众

声喧哗之中，越是容易注意到他独特的声音。在

我看来，他的批评特点有三：

一曰有识。傅逸尘的理论批评展现出全方

位的新质：新的态度、新的眼光、新的理念。1、

新的态度。这里的态度是指一代人对当下中

国历史境遇的总体理解，以及融入其中时所采

取的情感态度。逸尘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对于

伴随新兴媒介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

不再采取绝对拒斥的态度，而是吸纳其中积极

因素，在批判中参与，在合作中重建，在与各种

力量保持张力中不断壮大自己。例如，他认为

军旅文学应该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包裹下的

‘正面价值观念’的文化塑造”，同时也超越了

雅俗对立的理论模式，认同以刘猛《狼牙》为代

表的“网络军旅小说”的积极意义。2、新的眼

光。在对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的整体审视中，

逸尘看出了更多的新质，看到了军旅文学发展

潜力巨大的一面。他热情地写道：“如此丰富

和立体的文学景观在新世纪之初得以昂然耸

立于中国文坛，我们甚至用‘丰收’和‘繁荣’这

样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军旅长篇小说所取得

的辉煌成绩。”3、新的理念。逸尘把自己的努

力归结为“重建英雄叙事”。既然是重建，就必

然包含了变革。比如，他依据恩格斯“充分的

现实主义”概念，提出了“充分而强健的现实主

义”的概念。另外，他认为军旅文学精神价值

之中，除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还应该有理想

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逸尘的批评理念

中大体上围绕着两个关键词：“强健”和“理想

主义”。

二曰有节。这里的节是一种对于批评理论

与批评实践相结合的度的把握。逸尘对新世纪

以来军旅文学所处的历史境遇和文学生态环境

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并且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整而务实的批评理论框架。但是，仅仅有一

套理论框架是不够的。军旅文学创作一直处在

动态之中，与历史境遇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看

得出来，逸尘对于各种军旅文学作品的态度是

有着鲜明立场的。他不喜欢、不赞同的作品，尽

管可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声势和影响，但他可

能保持沉默，却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从他

对一些军旅文学作品所持的沉默态度上，我可

以看得出他的态度。虽然有时并不一致，却让

我由衷地敬佩。可不是吗？一个批评家没了立

场、没了标准，那还能剩下什么呢？很多次，逸

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保持沉默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读出了他内心的坚强，也看出了他

眼光的敏锐，以及对各种因素的准确判断。从

某种意义上说，有节使得逸尘的优秀批评家的

形象越来越鲜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

逸尘是军旅文学批评领域少有的干城之才。

三曰有胆。如果是在5年前写逸尘的印象

记，我可能会把有胆写在最前面。可是现在，他

的批评文章已经越来越成熟老到。他更少些年

轻人争取别人瞩目时所表现出的急不可耐与咄

咄逼人，而更多了大气和沉着。当然，一个优秀

的批评家又必须有胆量，这种胆量不表示为激

进、冒失，而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找一种平

衡，体现为一种担当。缺少这种素质的批评家

注定走不上历史的前台。逸尘的军旅文学批评

敏锐而不留情面，一方面，他是新时代高歌猛进

的生力军，另一方面，他又是对积弊问题毫不妥

协的批判者。相信，任何一位军旅作家都不会不

倾听他的声音。而且，他的声音会越来越持久，

越来越引人注目。

总之，我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相信傅逸尘

在文学的道路上会越走越稳健，越走越宽阔。尤

其是，当我看到他编著的《“新生代”军旅作家面

面观》这套开拓性的学术著作问世时，心里暗想：

你看，他不已经担起大任了吗？

（作者单位：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文艺创作
室）

周嘉宁周嘉宁

《《基本美基本美》》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可能的世界————

它既记录了那些拒绝随波逐流的个体它既记录了那些拒绝随波逐流的个体，，又呈现了一种书写又呈现了一种书写

历史与个体共振的方式历史与个体共振的方式。。周嘉宁的小说有诗性的向度周嘉宁的小说有诗性的向度，，有有

更深层次的追求更深层次的追求，，它能带给读者真正关于自由它能带给读者真正关于自由、、超越和解超越和解

放的灵思放的灵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本美基本美》》展现了周嘉宁愈展现了周嘉宁愈

发成熟的思考和更加宽阔的写作发成熟的思考和更加宽阔的写作。。

傅逸尘傅逸尘

与前辈军旅作家相比，新生代正处在一种成长和寻找突破方向的阶段。

他们的新质显而易见，但其中也存在着诸多困惑，如何解决这些困惑，如何

从青年作家成长为一流作家甚至是伟大作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关键

的时间节点上，傅逸尘编著的这套书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好像年轮一样，把

“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特点勾勒了出来,在改革强军特定的历史阶段，为

每个人留下一幅独特的文学肖像，读者亦能较为全面地感知“新生代”军旅

作家的整体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