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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新时代语境下难以把握的新变之中的

当下文学场域，很多文学批评家并不具备与新时

代的整体文化文学语境相应的文学整体观和总

体化的诗学、史学视野。而杨立元先生最新的论

著《曹妃甸作家论》就从诗学和史学、美学和社会

学、个人和时代、作家和地方知识的综合视野下

凸显了一个批评家的眼界、襟怀以及完备的批评

能力、发现能力和思想能力。

抒写一个时代，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必

须具备与现实、时代乃至历史的总体对话能力。

多年来，杨立元先生除了将研究兴趣投注到文艺

和文学的本体问题之外，一直将研究视野和重心

投入到广阔而深邃、繁复而多变的地方诗学景观

之中，以河北尤其是唐山的作家群为核心，他通

过独特而有体系的批评话语已经建构起了蔚为

壮观的地方诗学和地方史学——比如《唐山作家

论》《滦河作家论》《承德作家论》《燕山作家论》

《老呔作家论》《丰润作家论》《丰南作家论》《开滦

作家论》以及《曹妃甸作家论》这一系列文学工

程。杨立元先生的最新论著《曹妃甸作家论》就是

这一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收获。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作家的立足点以及文
学的根系和文化的命脉注定与此息息相关。

201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和曹

妃甸时指出：要努力把唐山及曹妃甸建成东北亚

区域合作的窗口、环渤海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基

地、首都经济圈的重要支点。党的十九大以来，河

北省已经将曹妃甸打造成为环渤海经济最具活

力的区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东

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环渤海新型工业化基地

和首都经济圈战略支点。曹妃甸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国传奇，近年来它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世界瞩

目。位于唐山南部沿海曾经籍籍无名的曹妃甸，

因为滦河北移而形成的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岛

和广袤无边的滩涂，如今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世

界大港和现代化的滨海新城。这里成了圆梦之地

和时代新声，这一亘古未有的变化对应了整体性

的时代景观以及更为隐秘幽微的个体心灵世界，

这都需要作家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和回答。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文学。这既关乎整体的文学和文化景观

产生的深层动因和内在结构，又与具体作家的创

作个性和总体时代风貌丝丝相连。杨立元先生正

是从此出发对具体的作家和文本进行了地方视

野以及诗性和史学的多维关注，令人信服地确立

了与曹妃甸地方知识、文化根系和新时代精神相

连接的独特的文学景观。

《曹妃甸作家论》是研究者对地缘文化的深
度观照和内在揭示。

确实，曹妃甸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特殊的经济

地位造就了曹妃甸独特的地缘文化和地方风貌。

自古这里就是文化的走廊，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

化的交汇点，是东北文化、京津文化、老呔文化、

中州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河海文化、海洋

文化的融汇之地和荟萃之乡。尤其是新世纪和新

时代以来，曹妃甸更是创造了大工业与大农业完

美契合的独特景观，这是历史和现实的交响。尤

其是曹妃甸多元文化的激活，对新时代曹妃甸的

作家群是新的机遇和挑战。杨立元正是及时地抓

住这一关键的文学基点，深入剖析了文化和时代

融合视野下曹妃甸作家的个性风貌和整体特性。

杨立元先生强调曹妃甸的作家群落被新时代语

境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大变化所鼓舞和感

染，以情为墨、以笔为旗，写就了一部部心灵史、

地方风物史以及时代发展史，成为曹妃甸建设发

展的生动写照和诗化记录，这是曹妃甸文化发展

繁荣的文学档案和时代证明。

《曹妃甸作家论》印证了深厚的历史容量和
鲜明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这部书对历史和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

谨严的阐释，在纵深向度上归结了曹妃甸文学的

历史背景、时代现状、发展规律和创作特点。正所

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

龙·时序》）。墨西哥伟大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说

过“我们都是时间”，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

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这一“时间”和“记

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

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新的时代境遇和现实

场域也必然要求作家们打开眼界进而拓展文学

多样化的应对方式。无论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

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作家都不可能做一个完

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的梦呓者。《曹妃甸作家

论》这部书既有厚重的历史色彩和历史人文主义

的观照，也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人物内在灵魂的

呈现。曹妃甸是一个充满厚重历史积淀和神奇浪

漫色彩的空间结构和场域。唐王东征、曹妃为国

为民献身的婉丽凄美的故事广播人间，成为人们

耳熟能详的美丽传说；晚清年间法本和尚在曹妃

甸建寺修行、燃指化灯、修建灯塔导航的传奇，后

人有口皆碑。历史最终进入了档案，而“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如今的曹妃甸人以“锲而不舍、勇于

开拓的创业精神”演绎了当今“精卫填海”的神话。

曹妃甸作家对历史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进行了

精神重构，对绚丽的新时代景观予以血肉丰满、灵

魂丰赡、格调高昂的深度描述。在这部书中杨立元

先生把曹妃甸的历史传奇与曹妃甸时代开发建设

交叉融合，建立了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机制，历史和

现实的通道予以语言化、精神化和思想化的打通。

杨立元先生尤其注重文学的历史观照和时代表

达，在不无准确的描述和深刻的评说中揭示了曹

妃甸作家群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禀赋，通过这一作

家群的“时代构造”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

国梦”、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和大力发展“一带一

路”的思想，积极颂扬了曹妃甸建设者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

无论是史诗还是颂歌其首要的前提必然是真
实和现实感，是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深度契合。

可以说，《曹妃甸作家论》这部书是一部曹妃

甸建设的恢弘史诗，是一曲曹妃甸精神的壮丽赞

歌，对于“彰显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促进当

前乃至以后地域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

意义”。在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涉及

的相关作家是对时代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以及理

想主义情愫的，他们的作品也大抵是真诚和感人

的。尤其是他们在处理现实题材和时代重大命题

的时候呈现出了作家应有的求真向善的精神，当

年的米沃什在谈论波兰诗歌的现实题材时就强

调“它是个人和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

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

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

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废墟与诗歌》）

而我们衡量一个作家以及作品的重要性，显然是

要置放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中，也就是说

既具有美学的有效性又具有社会学的重要性和

令人信服的现实感。这同时印证了作家以及批评

家都应该具有回应现实的思辨意识、精神视域以

及思想能力。

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

导精神。这部书既具有深刻的历史理性，又有丰

富的人文精神，理性和人性由此成为文学的核心

要素。曹妃甸作家和作品的强大底蕴和生命力就

在于作家对国计民生的挚爱和关注，对国家和社

会的责任和使命感——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责任

和使命感还体现在作家的语言良知、人性操守和

及物性的文化关怀。他们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

了现实，而且“以热情为元素”把生活的愿望和理

想景深也展现出来，表现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精

神的契合以及诗性和人性的统一，因而有了较高

的思想质量和人文品位。这部书揭示了曹妃甸作

家群通过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筑起了文学的价

值体系，并在“历史理性存在着人文的维度，人文

关怀存在着历史的维度”，实现了“真”与“善”两

个价值取向的交汇和共振。

具有穿透力的人文情怀是《曹妃甸作家论》
的精神底色。

曹妃甸是一块充满浓厚的人文精神以及绮

丽的自然风光的海岛和海湾，这是自然性和人文

情怀的融合。先有曹妃为救黎民百姓于水火而香

殒古岛的牺牲精神，今有曹妃甸人勤劳勇敢、公

而忘私、助人为乐的时代情怀，有着“人性、社会

性与自然性的调和”。曹妃甸作家群所体现出来

的鲜明的文本征候和时代色彩无一不显示出浓

郁的人文情怀以及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内涵。这部

书对此进行了生动的解读和阐释，并提升到了理

性和诗性的高度。

概而言之，杨立元先生的《曹妃甸作家论》是

壮阔恢弘和厚重深邃之作，是至性至情、亦诗亦

史之作，是多年淬炼、厚积薄发之作，是面向时代

命题的求真意志之作。

这部书不仅万花筒般地涉及各个文体的曹

妃甸作家，是研究曹妃甸作家群落和文学生态不

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和解读入口，而且也是曹妃甸

文学的丰赡史书和文化档案。它的意义不只在当

下，更在以后，它们的读者不只是这个时代的，更

是属于未来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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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看，张远山先生的《相忘于江湖：庄子

与战国时代》可能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一件大事。

历史上有很多人格、精神、产品……被淹没的

现象。陶渊明在当时人眼里，只是二三流的诗人，

《诗品》的作者把他列为中品；六七百年后，到了宋

代，陶渊明才真正跻身一流诗人的序列。直到今天，

墨子这样的思想家、冯梦龙这样的作家仍是被大大

低估的人物。历史的接受之路并不平直，而是曲成

万物。对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丰沛的存在而言，

老子、庄子一类的道家学派人物的被低估也是一个

重大的历史事实，它反证中国文化在最近的两千年

间为儒法等精神趣味绑架。

出于对庄子的兴趣、发现，张远山花费了20多

年的时间从事他的“庄子工程”。自2008年起，《庄

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先后问世，最近的成果，

则是这部《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在当代

社会流行成功的“镀金时代”，远山先生以一己之

力，寂寞地为庄子作注、平反、作传，是对我们汉语

世界真正的安慰。

《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以编年史体和

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

生平。从中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厚，传统叙事在他

笔下得心应手，而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跟我们相通。

这部作品的创新显而易见。战国时代变迁与庄子一

个人的人生轨迹，时代的风云与历史人物们的表

现，新的变化与思想家们的应对，以及人物的悲欢

离合的细节……栩栩如生。它还原了战国时代，使

《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春秋》《国

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献鲜活起来，

经典真正还原为历史叙事。

作品里叙写了不少人的丑陋、罪恶，也写了不

少人的思考，读来令人拍案。

由于秦国吞并巴蜀，有了粮草接济，东方战争

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必春耕秋战，而能连年久战了。

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加剧，到战国动辄“斩首”上

万，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在对人性的思考中不再

停留在孔子“乱臣贼子”阶段，而开始质疑人性本身

的善恶。而像匡章那样的人开始不臣天子、不友诸

侯，后来为了保家卫国，一步步走入庙堂，前后判若

两人，也成为当时人思考的对象，说明“庙堂争权夺

利毫无底线，乃是逆淘汰的大染缸”……这些现象

都为作者捕捉到，并写进了作品。

历史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在作者笔下，它已经

更多地属于背景，真正烘托的，是时代一流人物们

的生活和思考。甚至儒墨的竞争也多属于背景，作

者着力叙述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们的生

活和思考。在孟子的义利之辨外，在墨家巨子的变

异之外，道家人物冷眼旁观世道人心，而活出了尊

严。这个尊严，即是书中一再称赞的“真德”。在时代

社会的热闹之外，作者高扬了人的尊严。

这种尊严，是还原，又是追认。即在春秋战国泥

沙俱下中，在人命如草芥中，在处处有篡改、歪曲

中，庄子们保全了人性的真。在君臣父子快成为天

经地义的罗网里，庄子们活出了自由，自适其适，活

出了尊严。这一尊严在后来两千年大盗、乡愿合谋

的中国生活中，尤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

实美好。

这种尊严感，无疑更是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显然，《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跟当下的

戏说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也跟知识界的影射写作判

然有别。戏说历史者求利，影射写作者求名，都不过

是挟自以为是的“知识正确”去裁剪先人著作。更不

用说，那些借古人名头说事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

他们都以今人之心去轻薄古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

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

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

的写作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心思长

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

在分科分工的当代，这部作

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

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

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

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

了汉语的尊严。在理性主义的眼

里，中国早期君主的重要讲稿《尚

书》实在“诘屈聱牙”，记录历史的

《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即使

群经之首的《易经》，也是要么晦

涩，要么托命一如游戏……先秦

在不少人眼里，既无古希腊人的

理性，又无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

至于高居庙堂的儒学占据知识界

主流的学术，充斥市井的文艺，也

是跟西方的理性、自由和个体本

位大异其趣。但张远山的作品，则

向我们表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

国思想家，在先秦所抵达的成就足以证明，汉语自

有风骨、理性和关怀。

如作者《后记》所说，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

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

“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

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

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作

者感叹：“隐于江湖的庄学，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

于心。”

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存在状态与

其整体相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二者异质同构。是

以中国人规模之巨，百年来千年来能称得上独立个

体的人屈指可数。庄子说：“无知众人，因其无名无

功而自卑，不敢因循内德，自适其适，而是迎合外

境，适人之适，以便求取功名。适人而无技，必定无

功无名，仍为无知众人。适人而有技，必有小功小

名，于是成为小知。适人而有术，必有大功大名，于

是成为大知。小知之学技，大知之学术，都是老聃所

言‘为学者日益’，因而自矜其知，自矜功名，对下则

自得而役人，对上则自卑而适人，仍是终身迎合外

境而适人役人，不能尽其所受乎天，只能亏生、迫

生，乃至受刑早夭。”将庄子这段话跟百年来中国的

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大部分人抽离了现代化的

真精神，即自由的、尊严的精神，即“真德”，而落入

到各类现代说辞中去了。

远山自承他的愿心是“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

史谎言”、“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接续

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这是一种大时间

观。市井文化多失去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通泰、美

好。用庄子的语言，这是一种“小年生存史观”。但远

山的工作是“大年”大时间观照下的个体安顿，这一

工作如燃灯，如报春的燕子，是贞下起元的先声，他

传达的是春天的消息，是元气淋漓的自由人生。

诗性与史学视野下的地方文学景观诗性与史学视野下的地方文学景观
————关于杨立元新著关于杨立元新著《《曹妃甸作家论曹妃甸作家论》》 □□霍俊明霍俊明

近几年，高维生在关注人文美食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新

出版的散文集《南甜北咸》摆脱品尝的浅意层面，通过食物这一横断面

对地域文化进行思考。如今，吃已不再是难事，可现实的表象下，人们满

足口腹之欲，又有多少人知道食物中蕴藏的地域文化呢？

我与高维生相识近20年，每每到济南，他都会约三两知己，去他家

品尝酸菜火锅。1983年，高维生随同父母从东北延吉搬家到山东，几十

年生活在泉城，却依然习惯家乡的味道。

读到《酸菜缸》感受最深，作家写道：“阳台角落，在这个家中五十多

年的酸菜缸，积满灰尘，从母亲去世，再也未渍酸菜了。”缸幸运地辗转

大半个中国，完整保存下来。他几次调换工作，从滨州到淄博，后来到济

南。走到哪里，酸菜缸就会带到哪里。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饮食习惯无法

改变，深入血脉中。每次去他家，他都会从缸里涝出渍好的大白菜，菜叶

滴着汁液，口感清新，清脆爽口，吃一次赞不绝口。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与饮食密不可分，回味一道菜，如同阅读记忆，

从中寻觅或深或浅的情感线索。我们无法想象，三十几年前，他们搬家

携带一口大缸辗转多地有多么不易。这让我不禁思考，人的故乡在哪

里？毕竟，他走到哪里，酸菜缸就跟在哪里。故乡是舌尖上的味道，口味

里有永恒的故乡。

读高维生散文集，他把视线无限延长，将人生经历、生命体悟以及

情感交流融进每种食材之中，诠释出生活的滋味。甜与咸，宛如一个大

家庭，既相互抵触，又血脉相连。高维生通过对食物的记录与梳理，挖掘

出地方食材的多样性，南北口味的多样化，反映出美食作为民族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所承载的特殊意义。

高维生书中有一篇《八月桂花香》，书中写道，“北碚路边种有一排

桂花，空气中弥漫花香。桂花因为叶子圭，

而称桂，树的纹理犀角一样，又叫木樨。桂

树清新雅致，谓之为仙友、花中月老。称仕

途得意、学业有成为折桂，桂花象征友好、

吉祥和光荣。”桂花生长在南方，北方鲜为

少见。在南方，学子考试之年，人们赠送桂

花糕，图个好兆头，寄寓美好祝愿。把桂花

香称为“天香”，与其说作者阐明了学子同

桂花的关系，不如说他道出了一个地方的

风俗和传统。

北方菜咸是出了名的，鲁菜颜色深，味

道咸。春秋时期，鲁地被称为“咸”。人到了

陌生之地，融入当地的习俗，并非易事。高

维生在北碚的日子，自己下厨烧制北方菜，

从菜市场买回荸荠，用北方的做法，把荸荠

剁碎做馅儿，包水饺吃，这种大胆尝试，味

道不错。南方人出了水果店拎着一袋荸荠，

边走边吃，从北方而来的高维生，对兼具水

果与蔬菜双重身份的荸荠充满好奇。

每道食材，像大自然的风雨和阳光，有

它的味道与气息。《南甜北咸》里，每个文字

也都带有自己的味道，它是食物精神的表现，体现着作家文本的个性。书中描写食物的诗

性语言常通过联觉抵达味蕾，与情感碰撞，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跟随高维生的文字，食材散发出酸、甜、苦、辣、咸的味道，搭建出时间的秘密通道，他

让我看到人间烟火源于大地，而文学是大地上的精神殿堂。

大生存史观中的个人大生存史观中的个人
————评评《《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庄子与战国时代》》 □□余世存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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