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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实践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实践
□何 平

一

新世纪前后，文学的边界和内涵发生巨大变化。虽然说

这些变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自有来处、各有谱系，但文学市场

份额、话语权力和读者影响等等都有着新的时代特征。五四

时期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所确立的文学概念、雅俗之分以及

文学等级秩序形成的文学版图，经过90年代的市场化和随后

资本入场征用网络新媒体，以审美降格换取文学人口的爆发

性增量，所谓严肃文学的地理疆域骤然缩小。一定程度上，这

貌似削平了文学等级，但也带来基于不同的媒介、文学观、读

者趣味等不同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文学类型划界而治。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使用同一种媒介来进行文学的发布和传

播，也有很大区别。比如纸媒这一块，传统的文学期刊和改版

的《萌芽》《小说界》《青年文学》《中华文学选刊》以及后起的

《天南》《文艺风赏》《鲤》（MOOK）《思南文学选刊》，传统文艺

出版社和理想国、后浪、文景、磨铁、凤凰联动、博集天卷、楚尘

文化、副本制作、联邦走马等出版机构，“画风”殊异；比如网络

这一块，从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的自媒体，从BBS到豆瓣的

文学社区以及从自发写作到大资本控制商业文学网站，都沿

着各自的路径，分割不同的网络空间。缘此，一个文学批评从

业者要熟谙中国文学版图内部的不同文学地理已经几无可

能，更不要说在世界文学版图和更辽阔的现实世界版图安放

中国当下文学。质言之，网络新媒体助推全民写作和评论的

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圈层化和部落化，这种圈层化和部落化渗

透到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所有环节。圈层化和部落化的当下文

学现实，批评家的专业性只可能在狭小的圈子里，有各自分工

和各自的圈层，也有各自的读者和写作者。希望能够破壁突

围、跨界旅行、出圈发声，必然需要对不同圈层不同部落所做

工作的充分理解，这对于批评家的思想能力、批评视野和知识

资源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媒介革命还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众声喧哗，但此众声喧哗

却不一定是复调对话和意义增殖，反而可能是自说自话的消

解和耗散。我曾经在给《文学报》“新批评”版八周年专题写过

一篇短文说过：这个信息过载、芜杂、泛滥的时代，不断播撒的

信息和意义漂流，每一个单数个体的观点都可能因为被偷换、

歪曲、断章取义等等二次和数次加工而面目全非。碎片化几

乎是思想和观念大众传媒时代的必然命运。因此，大众传媒

时代的文学现场，传统意义的专业文学批评能不能得以延

续？得以延续后又如何开展？在开展的过程中如何秩序化由

写作者、大众传媒从业者、普通读者，甚至写作者自己也仓促

到场的信息碎片？一句话，能不能在既有绵延的历史逻辑编

组我们时代的文学逻辑，发微我们时代的审美新质并命名之。

二

与此相较，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的构成也发生着微妙的

变化。最明显的是新世纪前后“学院批评”逐渐坐大到一枝独

大。从文学期刊的栏目设置就能隐隐约约看出“学院批评”的

逻辑线，比如《钟山》1999年增设了“博士视角”，到2000年第

3期开始停了“博士视角”，设立了一个后来持续多年影响很大

的新栏目“河汉观星”，作者基本上是各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教师。“河汉观星”都是“作家论”，但这些“作家论”和一般

感性、直觉的“作家论”不同，更重视理论资源的清理、运用，

以及文学史谱系上的价值判断，被赋予了严谨的学理性。“学

院批评”之后，除了《钟山》《山花》《上海文学》《天涯》《花城》

《作家》《长城》等少数几家有着一贯的文学批评传统且和学

院批评家有着良好关系的文学刊物，很长时间里，大多数文学

期刊的文学批评栏目基本上很难约到大学“一线”教师的好

稿，以至于文学批评栏目只能靠初出道和业余的从业者象征

性地维持着。

现在的问题是，文学现场越来越膨胀和复杂，而大量集中

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的专业文学批评从业者是不是有与之

匹配的观念、思维、视野、能力、技术、方式和文体等。尤其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后新入场的“学院批评”家在成

长道路、精神构成、知识结构和批评范式等大不相同。新入场

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没有前辈批评家“野蛮生长”和长期批评文

体自由写作的前史，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规训在大学学术制度

的“知网”论文写作系统。事实上，文学批评不能简单等于学

术研究。新世纪新入场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并不具备也并不需

要充分的文学审美和抵达文学现场把握文学现场的能力，而

是借助“知网”等电子资源库把文学批评做成“论文”即可。

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从业者也并不是像现在

这样集中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而是做报刊媒体、图书编辑

和出版等文学相关的工作。再有，从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看，如

此严苛的教条的学术制度也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其实，不

止文学批评，在学术制度相对宽松的时代，整个大学学术研究

都并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但据此将当下文学批评脱离文学

现场都甩锅给大学学术制度并不公平。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相比，即便是今天的大学学术制度，依然给文学批评生长预留

了大得多的空间。比如，大学学术制度一个硬核指标就是所

谓的核心期刊论文。从我的观察，今天的文学批评刊物并不

像想象的不能容纳丰富多样的文学批评。各大学认可的所谓

C刊和北大核心期刊，绝大多数都能发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的文学批评，而不是惟一的学报体“论文”，甚至《当代作家评

论》《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小说评论》《文艺争鸣》《上

海文化》等核心期刊也并没有关键词和摘要的格式要求。与

这种似紧实松的文学批评刊物生态相比，如果观察同一个作

者在这几种文学批评刊物与需要关键词和摘要的《文学评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研究》《当代文坛》，甚至学报

和其他人文社科刊物发表的文字，其“文体”并没有明显的区

分度。在他们的理解中，文学批评也就是一种“学术论文”而

已。这直接的后果是：今天的文学批评刊物也被它的作者改

造得不“文学批评”了。因此，在强调学术制度规训文学批评

的同时，文学批评从业者其实是自己预先放弃了绝大多数文

学批评刊物给予的充分自由。这种“放弃”还不只是文本格

式、修辞和语体层面的，而是文学从业者思想、思维、人格等精

神层面的。看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批评传统，从精神层面，文学

批评落实在“批评”，应该意识到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知识分

子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达成的“文学批评”，最基

本的起点是审美批评，而从审美批评溢出的可以达至鲁迅所

说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三

考虑到客观存在的大学学术制度，文学批评学科定位不

能仅仅框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疆域，成为其附属物。文

学批评是不是可以汲取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精神和研究范式

在大学学术制度重建合法性？社会科学研究重田野调查和身

体力行的行动和实践，文学批评也可以这样去处理和文学现

场的关系：批评家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而不只是观察者的

田野调查现实地影响到文学刊物。印象最深的是某个阶段的

《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山花》和《钟山》等，陈思和、蔡翔、丁

帆、李敬泽、施战军、张清华、王干等批评家介入到文学期刊做

编辑，他们的个人立场左右着刊物趣味和选稿尺度。2017

年，我开始和《花城》合作的“花城关注”，也是定位在批评家主

持的栏目。“花城关注”自2017年第1期开栏到目前为止推出

了21期，关注的小说家、散文写作者、剧作家和诗人达数十

人，有三分之二的作家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所

充分注意到的。21期栏目涉及的21个专题包括：导演和小说

的可能性、文学的想象力、代际描述的局限、话剧剧本的文学

回归、青年作家“伤心故事集”和故乡、科幻和现实、文学边境

和多民族写作、诗歌写作的“纯真”起点、散文的野外作业、散

文写作主体多主语重叠、“故事新编”和“二次写作”、海外新华

语文学、摇滚和民谣、创意写作、青年作家的早期风格、文学向

其他艺术门类的扩张、原生城市的作家和新城市文学等等。

“花城关注”每一个专题都有具体针对文学当下性和现场

感问题的批评标靶，将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和未来性作为遴选

作家的标准。在这样的理念下，那些偏离审美惯例的异质性

文本自然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可能性和未来性也使得栏目

的“偏见”预留了讨论和质疑的空间。“花城关注”从艺术展示

和活动中获得启发提出“文学策展”的概念。新世纪前后文学

期刊环境和批评家身份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刊

物会自觉组织文学生产。我们看到，每一个思潮，甚至每一个

经典作家的成长都有期刊的参与，但当下文学刊物很少去生

产和发明八九十年代那样的文学概念，也很少自觉地去推动

文学思潮，按期出版的文学刊物逐渐退化为作家作品集。与

此同时，批评家自觉参与文学现场的能力也在退化，丰富的文

学批评实践几乎等同于论文写作。所以，提出“文学策展”的

概念，就是希望批评家向艺术策展人学习，更为自觉地介入文

学现场，发现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与传统文学编辑不

同，文学策展人是联络、促成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断的文学布

道者。其实，每一种文学发表行为，包括媒介都类似一种“策

展”。跟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艺术展览的公共空间类似，文学

刊物是人来人往的“过街天桥”。博物馆、美术馆的艺术活动

都有策展人，文学批评家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策展人。这样，把

“花城关注”栏目想象成一个公共美术馆，有一个策展人角色

在其中，这和我预想的批评家介入文学生产，前移到编辑环节

是一致的。对我来说，栏目“主持”即批评。通过栏目的主持

表达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臧否，也凸显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审美

判断和文学观。“花城关注”不刻意制造文学话题、生产文学概

念，这样短时间可能会博人眼球，但也会滋生文学泡沫，而是

强调批评家应该深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问题。一定意义上，继

承的正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实践精神。

近几年，文学期刊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之间的互动又

开始复苏和活跃起来。一方面，像谢有顺、金理、王春林、张学

昕、顾建平、李德南、陈培浩、方岩、黄德海、张莉、邵燕君等批

评家在多家文学期刊主持文学批评栏目，有的栏目已经持续

多年，比如《长城》有王春林的“文情关注”、张学昕的“短篇的

艺术”和李浩的“小说的可能性”，《青年作家》有谢有顺的“新

批评”和顾建平的“新力量”，《青年文学》有黄德海的“商兑

集”，《文学港》今年新开了李德南的“本刊观察”等；另一方面，

像《江南》《中华文学选刊》《广州文艺》《鸭绿江》《青年文学》

《思南文学选刊》《收获》《作品》等传统上并不以文学批评在中

国当代文学见长的文学期刊都在文学批评上投入大量的版

面，《收获》的“明亮的星”、《中华文学选刊》的117位“85后”当

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江南》的“江南·观察”以及《广州文艺》

的“当代文学关键词”、《作品》的“经典70后”以及《鸭绿江》的

“新青年·新城市”等尤其值得关注。不仅如此，一些年轻批评

家，像张定浩、刘大先、金理、黄平、黄德海、杨庆祥、何同彬、方

岩、李德南、岳雯……他们也自觉地强化文学和时代的对话

性，使文学批评增加思想的成色。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至今

为止，这些年轻批评家和他们有过野蛮生长自由写作经历的

父兄辈相比，“思想”的深广度和批评的能力还远远不逮，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训练和“知网”论文系统有着强大的规训力量。

身体力行的行动和实践的文学批评，它和文学现场的关

系不只是抵达文学现场，而是“在文学现场”；或者说“作为文

学现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参与时代文学的生产，也

生产着自己的批评家形象。“在文学现场”，挖掘还处在萌芽

状态的隐微可能性和文学新质，对“新文学”有所发现和发

明。文学批评栏目的复苏以及大量的批评家在文学期刊主

持栏目和发表文学批评，不仅修复了文学期刊创作和评论两

翼齐飞的传统，而且对于在大学学术制度中获得属于文学批

评独特的学术领地和尊严，矫正文学批评被亲缘性的文学史

和文学理论矮化、贬低的陈见有着重要意义。事实上，文学

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拓进离不开文学批评提供支援。文学

批评介入到文学现场肯定不只是参与到文学期刊编辑实践

一条路径，比如像张清华、张新颖、张柠、梁鸿、张定浩、黄德

海、木叶、李云雷、项静、房伟等除了文学批评，还涉及小说、

诗歌、散文等各种文学文类的写作，这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

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事实上，行动和实践意义的“动词”的文

学批评就不仅仅被束缚在“写论文”，类似栏目主持和跨界写

作，还可以是文学启蒙教育、编辑选本、排榜（比如批评家王

春林每年就会发布“一个人的小说榜”）等等。即便是“写”，也

不一定是体制完备秩序谨严的“论文”，除了文学刊物和批评

刊物，网络时代的社区、微信、微博等等开放了各种言路和新

的文体方式。

四

姑且相信，今天的文学批评从业者都有着自己的文学价

值和立场。关于这一点，可以去查阅《南方文坛》“今日批评

家”栏目。这个栏目可能是文学批评刊物最资深的一直没有

间断的栏目。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有影响的文学批评

家几乎都被这个栏目介绍过。每一期“今日批评家”介绍的批

评家都要表达“我的批评观”。或许，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并不

缺少“我的批评观”，但是否意识到“我的批评观”越多，文学的

“共识”建立就越需要争辩、质疑和命名的对话。而就健康的

文学生态而言，对话不只应该在批评家和批评家之间，而且应

该很自然地扩散到批评家和作家、批评家和社会各阶层各领

域之间。因此，当下文学批评要复苏的不只是抵达文学现场

的田野调查和“在现场”的实践传统，还有重建文学批评的对

话性，事实上，我们时代真正有问题意识，复调意义文学对话

性的“会饮”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装饰性的文学交

际、文学活动、文学会议和公共空间的文学表演等等这些“假

装的对话”。上个世纪末出版的《集体作业》，完整地记录了李

敬泽1998年11月3日发起的一场“会饮”。这次“会饮”的参

加者是当时的青年作家李敬泽、邱华栋、李洱、李冯和李大

卫。他们不聊文学八卦，也没不痛不痒针对一个作家一个作

品站台聒噪，径直就正面强攻宏大的时代话题：个人写作与宏

大叙事、日常生活、传统与语言、想象力与先锋等等“文学问

题”——真问题和大问题。他们记录的文学“会饮”应该是这

样的：“对话在李大卫家进行，从上午持续到深夜。”“李洱专程

从郑州赶来。在对话中间，由于现场气氛热烈，人声嘈杂，为

了不遗漏每一个人的发言，大家手持小录音机，纷纷传递到或

坐或站到各人嘴边，那情形很像是在传递与分享着什么可口

的食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那是一个

真正的文学“会饮”时代。现在看那个时代的报刊《读书》《文

艺争鸣》《书屋》《上海文学》《花城》《天涯》《芙蓉》《钟山》《山

花》《北京文学》《文论报》《作家报》《文艺报》《东方文化周

刊》……文学界、知识界多么热爱会饮聚谈。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和文学批评相关或者以文学批评为引子的“会饮”，几乎

都没有局限在文学内部，且参与者几乎囊括人文社会科学艺

术的所有领域，比如《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就涉及“文

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人文学者

的命运及选择”等；《花城》的“现代流向”和“花城论坛”涉及到

城市、流行文化等前沿问题；《钟山》的新“十批判书”则集中讨

论商业时代来临的精神废墟；《山花》《芙蓉》《天涯》对文学和

当代先锋艺术投入热情和关切……其中，《天涯》的“作家立

场”和“研究与批评”是少有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对“大文学”关

注的栏目。

基于文学批评重建文学自身，重建文学和大文艺，重建文

学和知识界，重建文学和整个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基于

对文学批评在如此复杂多向度关联性中开张的想象。2017

年，我和金理发起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这是一个

长期的计划。每年在复旦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轮流召集批评

家和出版人、小说家、艺术家、剧作家、诗人等，共同完成有自

觉问题意识的主题工作坊项目，希望以此复苏文学批评的对

话传统。它不是我们现在大学、作协和研究机构的研讨会作

品讨论会等，而是更为开放、更多可能性的跨越文学边境的

“对话”。这个双城工作坊已经做到第三期，主题分别是“文

学的冒犯和青年写作”（2017·上海）、“被观看和展示的城

市”（2018·南京）、“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2019·上海）。除

此之外，这两年，我和陈楸帆发起“中国科幻文学南京论坛”，

和李宏伟、李樯、方岩发起“新小说在2019”。当下中国文学

界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过于“甜腻”，可能很少有一个时

代，作家这么在乎批评家怎么看。我读《巴黎评论》的“作家

访谈”发现，像大家熟悉的海明威、马尔克斯和纳博科夫等对

批评家都保持足够的警惕和“不信任”。当然作家的“在乎”，

可能仅仅出于文学可能构成一种有张力的对话关系。可事

实上，很多时候，所谓的“在乎”，在乎的并不是批评家诚实的

文学洞见和审美能力，而是他们在选本、述史、评奖和排榜等

等方面的权力。

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本质上是重建文学经由批评的

发现和发声回到整个社会公共性至少与民族审美相关部分，

而不是一种虚伪的仪式。其出发点首先是文学、批评家，尤其

是年轻的批评家们要有理想和勇气成为那些写作冒犯者审美

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做写作者同时代的批评家是做

这样的批评家。当然又要追溯传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批

评家是甘于做同时代作家的庇护人、发现者和声援者。可是，

这两年除了去年张定浩和黄平就东北新小说家在《文艺报》有

一个小小争辩性的讨论，我们能够记得的切中我们时代文学

真问题、大问题、症候性问题、病灶性问题的文学对话有哪

些？更多的年轻批评家成为了某些僵化文学教条的遗产继承

人和守成者。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潮化的时代，90年代已

经开始出现“去思潮化”倾向。我在2010年写过一篇《“个”文

学时代的再个人化问题》，就是谈新世纪前后文学个体时代的

来临，今天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按照不同的思潮进行整合碎

片化的写作现场。文学的变革是靠少数有探索精神的人带来

的，而不是拘泥和因袭文学惯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

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推进，正是有一批人不满足于既有的文

学惯例，挑战并冒犯文学惯例，不断把自己打开，使自己变得

敏锐。时至今日，不是这样的传统没有了，也不是这样有探索

精神的个人不存在了，而是“文学”分众化、圈层化和审美降格

之后，过大的文学分母，使得独异的文学品质被湮没了难以澄

清。因此，今天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对真正的新“文学”进行

命名固然需要勇气和见识；另一方面，对那些借资本和新媒介

等非审美权力命名的所谓文学要在“批评即判断”的批评意义

上说“不”。缘此，文学批评要回到去发现每

一个独特的个体，去发现这些个体写作和同

时代写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历史逻

辑，进而考量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什么样新

的可能。

新观察新观察

圈层化和部落化的当下文学现实，批评家的专业性只可能在

狭小的圈子里，有各自分工和各自的圈层，也有各自的读者和写

作者。希望能够破壁突围、跨界旅行、出圈发声，必然需要对不同

圈层不同部落所做工作的充分理解，这对于批评家的思想能力、

批评视野和知识资源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本质上是重建文学经由批评的发现

和发声回到整个社会公共性至少与民族审美相关部分，而不是一

种虚伪的仪式。其出发点首先是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年轻的批评

家们要有理想和勇气成为那些写作冒犯者审美的庇护人、发现者

和声援者。做写作者同时代的批评家是做这样的批评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

主席杨润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24日

在天津逝世，享年97岁。

杨润身，中共党员。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电影文学剧本《白毛女》

（合作）、《探亲记》，话剧《炉头会》《一碗饭》，长篇小说

《风雨柿子岭》《白求恩的女儿》等。

杨润身同志逝世
（上接第1版）

写有“中泰一家亲”的抗疫物资在3月

24日送达泰国，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

廷感谢中国雪中送炭。中国云南援助马尔

代夫抗疫物资3月27日抵达马尔代夫，外长

沙希德在交接仪式上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

示感谢，同时表示愿向中方积极学习借鉴抗

疫经验和做法。包含有核酸检测试剂、防

护服的中国政府援助蒙古国第一批抗疫物

资3月28日在乌兰巴托顺利交接。中国驻

尼泊尔大使3月29日将捐赠的防疫物资正

式移交给尼泊尔，物资总重量约3吨左右，

包括口罩、体温计、防护服、检测试剂等。

据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已经

向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保加利亚、法国、德

国、伊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老挝、黎巴

嫩、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秘鲁、韩国、瑞士、

突尼斯、土耳其、美国等19个国家的地方政

府捐赠了医疗物资。中国企业已经向柬埔

寨、加拿大、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法国、德

国、伊朗、意大利、日本、韩国、老挝、马耳他、

蒙古、缅甸、荷兰、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坦

桑尼亚、英国、美国等 20个国家捐赠了物

资。中国对国际抗疫斗争的坚定支持，是对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积极贡献，体现了负责

任的大国担当，践行了中方所倡导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中国已经实施的对89个国家和4个

国际组织的抗疫援助中，既对疫情较为严重

的国家进行援助，也对公共卫生体系和防疫

能力较为薄弱的国家和欧盟、非盟、东盟等

国际组织提供援助。从地域分布来看，中方

向28个亚洲国家、16个欧洲国家、26个非洲

国家、9个美洲国家、10个南太平洋国家提

供紧急援助，以医疗物资援助和医疗技术援

助两种援助形式为主。此次对外抗疫援助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

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国以自

身的实际行动表明，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惟有团结协作、携手抗疫，才能凝聚起战

胜疫情的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

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康春华综合自新华网、人民网及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

何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