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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与虚构的可能和限度
□陈培浩

常被打上问号，甚至于被视为观念先行的错误倾向。
事实上，
写作对历史本质的靠近并不意味着放弃作家
的思考，更不意味着用思想观念去替代艺术想象，而
是指作家不能轻视了历史、哲学、人类学、科学等构成
思想储备，永不放弃对某种整体性历史问题的思考，
并努力使写作镶嵌进历史的大视野之中。斩断了虚
构与历史的纽带的写作不可能被历史所选择。
很多人以为写作的想象和虚构就是天马行空、
无限驰骋，事实上，好的想象和虚构还必须接受伦
理的规约。写作的伦理规约意味着写作不仅是一个
技术问题，
想象的无限性必然受到来自不同伦理视角
的审视。
举一个电影的例子。
《金陵十三钗》结构严密、
构思精巧，但受到了来自女性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作
品中一群妓女代替女学生到日军阵营去的情节，
编剧
的主观意图当然是希望表现中华儿女之间由日寇肆
虐激起的民族大义和同胞深情。
但女性主义者的质疑
在于：作为一个虚构作品，情节的任何展开都隐含了
主创者的价值倾向。
设计妓女代替女学生上战场意味
着作者事实上在“妓女”和“女学生”的身体上做了一
种价值区分，
虽然作品也在努力赋予妓女们以普通人
所共有的善良人性，但这种身体价值区分显然伤害
了女性主义者所认可的性别平等伦理。这种批评未
必会被广泛接受，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学想象
必然会受到来自各种伦理立场的审视。
电影《我不是药神》广受好评，但很多医生却感
到难以接受，原因是作品中仅有几个关于医生的镜
头传递的是一种冷漠无比形象。这或许代表了很多
人在医院中的真实体验，但它显然容易传播一种医
生皆是冷血动物的刻板印象，忽视了绝大部分医生
事实上极其繁重的工作和对病人的贡献，也伤害了
那些真正仁心仁术、为病人呕心沥血的医务工作
者。这里的问题是，文艺想象能否任意去塑造人物，
特别是当这些人物代表了某个普遍性群体时。很多
文艺工作者越来越意识到不应该使文艺虚构制造
对某些弱势群体或特定职业人群的歪曲和歧视，这
其实是基于一种正义性和人道主义伦理。村上春树
的《海边的卡夫卡》曾获耶路撒冷文学奖，其基本情
节看似基于反战的立场，但日本左翼学者小森阳一
却严厉地批评该书的历史想象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即企图通过激发并斩断历史的方式达到对当代日
本人的心理疗愈。对很多村上崇拜者来说，小森阳
一似乎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可是事实上，写作当然
必须接受来自历史记忆伦理的规约，而《海边的卡
夫卡》确实缺乏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使它难以成为
一部伟大作品。
虚构和想象既是文学的重要魅力来源，也是文
学打开多重空间的有效手段。然而，文学作为一种
审美活动不仅投射了作家的情感、想象和创造力，
同时也作为一项社会性话语活动而接受现实、历史
和伦理等诸多规约。好的文学想象，从来不是脱离
社会、脱离历史的，恰恰是审美和历史的相遇，是作
家个人创造力在各种伦理规约下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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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体量一般在 8 行到 30 行之间的“短诗”，近 10 年来，在中
国当代诗歌场域中，8 行以内、尤其是 4 行左右的“超短诗”越来越醒
目，甚至构成了当下一种不容忽视的写作与阅读风潮。在创作领域，
冠以“绝句”、
“ 新绝句”、
“ 截句”等名目的超短诗写作形式正为许多
诗人所热衷。除了较早开始大量写作超短诗的诗人王敖、肖水之外，
李以亮、魔头贝贝、叶丹、薛松爽、雷默、杨北城、余秀华等人都进行
了各自的“绝句”或“新绝句”写作实验，小说家蒋一谈与西川、臧棣、
伊沙等诗人共同引领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截句”诗潮。大批“90 后”年
轻写作者也参与到超短诗的写作风潮中，一些高校文学社团如复旦
诗社、北大五四文学社等，还举办了有关“新绝句”这一超短诗写作
现象的研讨会。在公众阅读领域，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短诗与
俳句、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短歌、美国诗人布劳提根的极短章，都曾
引起过诗歌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此外，流行于各高校的“三行诗”
活动借助了网络媒体的传播，造就了一度炙手可热的文化现象。
当代“超短诗”写作现象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短诗本身就是中国
传统文学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不论是《诗经》还是唐诗、宋词，都存在
大量形式短小、影响深远的杰作，可以说对超短诗的体认早已埋藏
□
于中华民族的诗歌基因之中。早在汉语新诗的发轫期，以冰心的《繁
星》
《春水》为代表，朱自清、宗白华、徐玉诺、俞平伯等人就创作了一
批形式短小的新诗，形成了文学史上的
“小诗运动”
，
也将其短小形式
同容量之间的固有矛盾遗留至今。
另一方面，
从媒介的角度来看，
随着
近年来自媒体的兴起，迅捷而日益碎片化的阅读形式逐渐成为主流，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超短诗的传播具备了天然的传播优势。
更重要的
是，
从新诗自身的发展历程来考量，超短诗写作的兴起还同诗人对新
诗尤其是长诗、大诗写作实践所暴露出的问题的反思有关。近年来，
《凤凰》
《内地研究》等长诗的出现在抬升着新诗上限的同时，也深刻
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对史诗的怀念和挑战，追求着总体性的
长诗、大诗企图对世界进行一劳永逸的整合，这一工作的困难或许
并不在于技艺、心智层面，而在于其本身轻视了现代世界的破碎性
和复杂性。随着长诗、大诗写作频频落空于期待，同构于现代生活形
式的超短诗写作开始备受瞩目，展现出中国新诗的新的可能。
事 实 上 ，当 代 超 短 诗 试 图 解 决 的 问 题 也 正 是 新 诗 本 身 的 难
题。一般的诗歌形式相对于小说、散文等文体而言本身就是“短小”
的，超短诗通过其形式的自我规限而将新诗的难题放大至极限。从
这个意义上说，超短诗的实验是中国文学真正的先锋性工作。针对
这一难题，超短诗在以自身形式限制来避免落入总体性的幻想的同
时，也萃取了近几十年来长诗写作的优长：追求容量。这一追求主要
是如下三种路径实现的：
首先是同东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对话。王敖有意识地在超短诗中援引西方文学、思
想传统，他写于 2001 年的《绝句》中的“我想到一个新名字，比玫瑰都要美”，就化用了拉丁
语中“玫瑰的名字”这一短语，其他《绝句》更有如“童年荷马的家里”“
、吹散仍是十字军”等
句。肖水更偏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启示，他写于 2007 年的《绿菩萨》
《敬亭山》
《平安
经》等“新绝句”显然试图在传统文学、思想与当代生活之间建立对话关系。叶丹写于 2008
年的三首绝句《白素贞》
《无情锤》
《白娘子》、魔头贝贝的《游冶经》
《大梦经》等“经”系列超
短诗，都在这一层面上有所突破。第二是对历史与深度现实的探索。薛松爽的新绝句《我们
有一个核辐射的孩子》站在文明的高度探视人类的命运，将其宏大的关怀落实于末句“在
酸雨里洗他越来越白的手指脚趾”，新绝句《光辉》道出人类在“黑暗中慢慢显露骨骼”，极
具辩证的深度。张存己则在其超短诗中混杂了史学思辨，他的《草木深》
《韭黄》
《上杜将军
二十大寿》等通过将“伯夷和叔齐们”“
、几个汉朝的教书匠”“
、将军”置于日常场景中，探索
了现实的历史性。第三是现代生活经验的开掘。这一路径是当代超短诗最为重要和广泛运
用的写作实践，正是它使得超短诗能够深入到现代世界的肌理之中。李以亮的“绝句系列”
关注日常生活的周遭，力求从中找寻意义的藏身之所和灵魂的出口。陈汐善于捕捉不断流
逝的时光中典型的、具有永恒性的“一瞬”，新绝句《洗澡》寥寥几笔描述了一个普通人的一
天，揭示了当代生活迥异于任何美好幻想的现实性。苏瓢写作了一系列以“某某学”为题的
新绝句，试图将各种技能与学问以隐喻的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纷繁中去，如《编曲学》就
将编曲过程类比为爱情的猜疑、停顿和绵长的纠缠。
在寻求容量层面的突破的同时，当代超短诗写作还注意到了此前的创作几乎忽略了
的问题：诗歌的形式。在容量、深度、难度同其短小形式的固有矛盾之中，超短诗写作通过
实践发现后者其实大有可为。在这类尝试中，有如下三种路径值得关注：
首先是诗歌音乐性维度的打开。王敖是这一路径的开拓者，评论家冷霜运用美国爵士
乐中的自由即兴原则来看待王敖的语言风格，
认为在他的绝句词与词、
句与句之间的语意连
接比一般的诗歌语言稀薄，
取而代之的是音色、
节奏等音乐性连接。
王敖还热衷于谐音游戏，
写于 2008 年的《双绝句》中就出现了
“报数人”
与
“抱柱人”
“
，玉人”
与
“愚人”
等谐音词。
这一实
践影响了许多更年轻的写作者，
蔌弦在其超短诗《绝剧》中就使用了
“落拓”
与
“骆驼”
“
、蜻蜓”
与
“倾听”
等密集的谐音词，
形成了超短诗形式游戏的风格。
第二是叙事手段的引入。
受《世说
新语》
《聊斋志异》等古典文本的影响，
肖水在超短诗中有意识地使用叙事手段，
在《渤海故事
集》中，
他以
“故事集”
的方式编织了自己的叙事超短诗，
最终呈现出
“众生相”
的效果，
超短诗
拥有了具体的时空变换，
微观伦理和政治由此获得了体察的可能。
叙事手段也广泛出现在许
多年轻诗人的超短诗作品中，
陈汐的新绝句《开往长春的囚车》从一个人的
“一秒”
写到了
“一
生”
；李晚的超短诗《北海北》静谧如画，但又将男女之间情感的前世、
今生、
未来巧妙地暗示
于平淡不惊的叙事之中。第三是诗歌物理形式的创新。一首诗通过排版或印刷，呈现在平面
上的物理形式，犹如房间的四壁成为语言空间的限制和边界，同时又是诗人施展诗艺的场
所，
涵盖视觉、
声音、
意义的空间。
叶丹的《盛暑，
附诗注》正文只有两行，
但四个注释又分别成
为四首超短诗，
如同四枚新生的诗意之卵。
徐萧的《关于中国的二十三个想象》
《白云工厂》等
诗尝试用诗歌、
散文诗、
随笔、
笺注、
仿史笔等方式对章节、
关键词进行注释说明，
体现出强烈
的体裁混合、
空间对话的意图。曹僧的超短诗《新品发布》由 14 个名词、
名词短语拼合而成，
14 个的注释又是具有题目和多重互文性空间的诗作，
体现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气息。
当代“超短诗”承接现代时期新诗的
“小诗”
传统，
致力于回应新诗短诗写作与当代长诗
写作实践所提出的双重问题，
深入到现代世界的破碎性和复杂性中去，
不仅使我们相信即便
在极狭窄的空间内，
诗歌依旧可以获得自身完整性或产生强烈效果，
更揭示了在语言秩序与
生活秩序之间一种深层的同构性。在如今这个时代，生活秩序的
“古今之变”
已经昭然若揭，
而当代超短诗在容量与形式两方面的创新，
使我们对汉语诗歌的
“古今之变”
抱有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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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家的才能结构，李陀有一个
“刀”
的比喻： 芹都是大手笔，严丝合缝或不动声色的背后其实是
“知识修养、理论储备是刀背，艺术感觉是刀刃，我们
创造性的想象力。
真正写作的时候应该用刀刃，刀背用不上”。这里的
不妨这样说，现代主义的虚构更像一位刻意给
“刀刃”指的就是以感受力、想象力为核心的文学虚
人制造惊讶体验的魔术师，它超现实或荒诞的叙述
构。
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甚至可以说，
虚构是最能呈
语法使它的“想象性”
如此一目了然。
可是，现实主义
现文学的艺术品质的元素。当然，我们也没有见过只
并非没有想象力，
现实主义的想象力运作更像是转魔
有刀刃而没有刀背的刀。
刀刃辩证地存在于它与刀背
方，
作者看似寻常之手使散落在不同侧面的经验板块
的关系中。
刀背有赖于刀刃，
而刀刃也受制于刀背。
这
循一定轨迹运动，六面集齐之时，便是作品诗性显现
个比喻阐发的正是想象力的可能性和限度问题。想
的时刻。转魔方并不是变魔术，它并无魔幻性。生活
象和虚构并非无所不能，它必须接受现实、历史和
的日常面目是一个被打乱的魔方，现实主义倾向于
伦理三重规约，只有建基于坚实现实逻辑和厚重现
以并不违反现实情理逻辑的方式创造完整性现身的
实经验、切中了历史本质性和伦理正当性基础上的
瞬间。
所以，
写实很多时候并非对生活的直陈，
镜子般
想象才足以凭风而起，翱翔在历史和审美的天空。
的写实是文学虚构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效果。
关于想象和虚构的必要性，卡尔维诺在从事了
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现实，这里的现实包
一段时间现实性写作之后意识到，
“ 本来可以成为
括现实经验、现实逻辑和现实关怀三个方面。现实
我写作素材的生活事实，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具
经验不仅是某个人经历的现实，而是一种无数人共
有的那种明快轻松感之间，存在着一条我日益难以
同经历的普遍性现实，即人民大众所体验着的更切
跨越的鸿沟。大概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世
身、更深刻的现实。事实证明，往往是那些跟普通人
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卡尔维诺还以柏修斯砍杀
民息息相关的经验和现实最能够引起社会共鸣。比
美杜莎的神话故事为喻，文学如何驯服世界？卡尔
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底层文学，都因为切中了人
维诺的回答是，文学不能沿用纪实性逻辑就好像砍
民现实经验的敏感点而广为传播、广受好评。文学
杀美杜莎不能看她的眼睛一样。柏修斯以盾牌为镜
想象服从现实逻辑是指写作必须遵循一般的生活
照出并砍杀美杜莎，而文学家也必须找到自己认识
情理、历史背景和逻辑因果。当代人写历史由于时
世界的独特方式：
“ 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
过境迁很容易想当然，现实经验千头万绪，如果没
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
有坚实的实证支撑很容易露馅儿。很多历史题材作
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沿着超现实的虚构和
品虽下了功夫，还是在背景知识上出错；有的作品
想象，卡尔维诺成为举世公认的幻想型文学大师。
的想象和虚构不顾人物的性格及环境的可能性，这
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世界具有某种“沉重、惰性
些都有悖于写作的现实逻辑。事实上，即使是诉诸
和难解”。假如作家仅对目力所及的局部世界进行
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品，现实逻辑也是非常重要
直陈的话，必将陷入生活流的无物之阵；假如作家
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是
仅以写实的手段来面对世界，也很可能遭遇世界表
超越现实逻辑的，但是为了让这个超现实逻辑获得
象严丝合缝的拒斥。未被艺术重构的世界将以碎片
读者的信赖，卡夫卡使用了细致入微的现实逻辑。
性隐藏其自身的谜底。所以，想象和虚构才构成了
他写格里高尔成了甲虫靠壳着床，无数细小的脚即
写作的宝贵资源，是写作赖以凭借的翅膀，以穿越
使拼命舞动也无法成为着力点帮助他翻身，唤起了
现实疆域的凝固性、碎片性。很多时候，现实、存在
读者真切的现实感。可见，超逻辑的现代作品内在
以至历史的内质是隐匿封存的，作家的个人体验以
也借重于现实逻辑来获取读者的信赖和共鸣。文学
至纪实性的经验是有限而散落的，此时虚构和想象
想象并非凌空蹈虚，还必须有真正的现实关怀。现
使作者获得了一种召唤缪斯的能力。
实关怀未必直接体现为现实题材和现实手法，现实
现实主义由于追求镜子式的观照效果，其想象
关怀是指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基于对现实问
力运作常常较为潜在而隐秘。然而却绝不意味着现
题的关切、思考和热爱。现实情怀既印证着作家作
实主义相比现代主义或科幻想象类型的文学更少
为当代人的当代性，也创造了作品跟现实、时代产
想象和虚构。
《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现实主义巨
生更血肉相连的纽带。
著其实到处充满不动声色的想象力。比如安娜和弗
很多人以为想象和虚构就是编造没有发生过
伦斯基在火车站的首次邂逅就将想象力隐于严丝
的故事，这是十分皮相的理解。事实上，想象力的本
合缝和伏笔千里之中 。小说透过弗伦斯基来看安
质是创造而不是编造。编造是沿着固有的思维逻辑
娜，对安娜初见弗伦斯基的心理波动全不交代，但
和语言秩序进行的量的堆积；而创造则需要推倒思
弗伦斯基回头看安娜时却发现安娜也在回头寻找
维的墙而别有洞天 。我们不但活在现实物质世界
着什么。和弗伦斯基母子告别之后，奥布浪斯基在
上，同时也活在语言所编织的话语秩序中。因此，刷
马车上迫不及待地跟安娜倾诉起家庭的烦恼。前来
新语言更新想象不是一种纯然的智力技术行为，它
帮哥哥当救火队员的安娜显然没有回过神来，她依
关涉着作家知识视野乃至于精神视界的更新。正是
然沉浸在刚才偶遇的冲击波中。火车站邂逅弗伦斯
这个想象更新推动着世界的发展，这是文学想象力
基之际，安娜还偶遇了一个陌生人的卧轨自杀，安
值得珍视的原因。
《变形记》被公认是 20 世纪最重要
娜生命的悲剧性终结方式在此埋下伏笔。透过这些
的小说之一，人们纷纷赞美说卡夫卡真有想象力
绵密繁复的细节，托尔斯泰绝不仅仅是铺陈情节， 啊！可是，卡夫卡的想象力难道是因为他把人变成
更在揭示心理、塑造人物、暗示命运。可见，现实主
了甲虫这个形式本身吗？奥维德的《变形记》里有多
义的想象力表现于如何在镜子式的再现效果中把
少奇异的故事，就是蒲松龄的《促织》中也早描写了
尽可能多的艺术信息融合进去。在这方面，托尔斯
人变成蟋蟀的故事。可见，人变动物的想象并非始
泰堪称不动声色的大师。毕飞宇分析过《水浒传》和
于卡夫卡，
《变形记》想象力的实质并不在于形体变
《红楼梦》中林冲和王熙凤两种不同的“走”。在林冲
异本身。蒲松龄的《促织》是用一种外在视角来观看
“走”上梁山的过程中，
“ 雪”和“风”这些所谓的自然
一个家庭的悲喜两重天，人变蟋蟀就是一个传奇故
性现象在小说中作为一种“必然性”现象存在。事实
事；而《变形记》则用一种内在的体验性视角来观照
上，使“自然的”转变成“非此不可”的过程，正是现
人变成了甲虫的无能和悲剧。所以，变形在卡夫卡
实主义想象力的运作过程。毕飞宇称“施耐庵在林
这里关联着 20 世纪由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危机投下
冲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一流小说家强大的逻辑能
的阴影催生的价值和认知转向。甚至可以说，人们
力。这个逻辑就是生活的必然性”。曹雪芹显然不一
是通过《变形记》深化了“现代异化”的认知的。
《变
样，
“ 小说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的，甚至于
形记》弥漫着悲观、绝望，甚至对家庭人伦关系也充
可以是反逻辑的。曹雪芹就是这样，在很多地方， 满质疑，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文化
《红楼梦》就非常反逻辑”。所谓“反逻辑”其实是说
危机的加剧，代表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稳固的人文
《红楼梦》通过“飞白”的方式留下的艺术想象空间。 主义“人”话语坍塌之后新的人性认知。因此，卡夫
比如王熙凤在探望完病人秦可卿出来之后，
“ 正自
卡的想象力不仅是一种形式想象力，更是一种切中
看院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偶遇色鬼贾瑞， 潮流、充满预言性的历史想象力。这才是卡夫卡被
“凤姐儿方移步前来”，后来“款步提衣上了楼”。在
历史选中的原因。
毕飞宇看来，一个在人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人无
这意味着文学想象必须接受历史的规约。如果
微不至的凤姐儿在这些动作中体现“她的心中空无
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出人意表的文学想象缺乏某
一人”。可见，现实主义描写虽然并不直接诉诸超现
种历史视域、没有靠近历史本质的努力，必然流于
实逻辑，但是情节链条的前后组合甚至是一个动作
消费性的奇幻叙事，其文学价值必将大打折扣。在
的刻画，都蕴含了海量艺术信息。托尔斯泰和曹雪 “本质主义”备受质疑的当代，所谓“历史本质”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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