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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枫是这个时代散文创作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
家，她每部作品的问世都会成为一个话题。在同龄的散文作
家中，周晓枫几乎是唯一的。因此李敬泽说：“就中国现在专
写散文的散文家来说，周晓枫是最为才华横溢的一位。她有
一种对于自我的满含着痛感的追究，同时，她又能够用非常
有力的、才华横溢的文字去书写。周晓枫的文字，我觉得是
第一流的，很书面化。她像一个水晶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向
四面折射着光芒。”这是对一个作家诚恳的评价。张莉说周
晓枫是“散文家中的散文家”，一如有人说陈寅恪是“教授中
的教授”，这是对周晓枫极大的褒奖，或者说，周晓枫在散文
家中出类拔萃，是可以给散文家上课的。谦虚“羞涩”的周晓
枫未必认同这些说法，但它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周晓枫在
散文创作上的成就和地位。

实事求是地说，周晓枫在创作包括《巨鲸歌唱》之前的
作品，批评界很少有异议，少许批评构不成伤筋动骨。因此，
周晓枫获得过诸多重要奖项。当《有如候鸟》发表以后，批评
界有了不同的声音。批评主要是针对《有如候鸟》中的《离
歌》。《离歌》是对散文文体结构的大胆改造，它以屠苏之死为
基本线索，然后旁逸出与之相关的各种人与事，分析了屠苏
的悲剧人生以及导致悲剧的个人性格，用小说的结构、散文
的笔致，对人性和价值观做了深入的讨论。持有异议的看法
认为，散文是不能虚构的，如果散文可以虚构，散文与小说便
失去了边界。周晓枫在《有如候鸟》自序中说：“希望把戏剧元
素、小说情节、诗歌语言和哲学思考都带入散文中，尝试自觉
性的小说与散文的跨界——掏空小说的肉，用更坚实的盾壳
保护散文，向更深更远处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我支持周
晓枫的新探索。中国散文最早的范本《史记》，被列为“二十四
史”之首，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
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鲁迅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史记》的“虚构”随处可见。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只要进入叙事，就是一种虚
构。因此，周晓枫的探索是有价值的。对不同的议论，周晓枫
有自己清醒的认识：“我不太信空谈，我信频繁错误中摸索
的道路，我信头破血流后的醒悟。我知道自己是个特点和缺
陷同样突出的写作者；或者说，我是一个由缺陷构成特点的
写作者。不着急，我慢慢努力，为文字服役，也为行枷减重。”

周晓枫散文创作的特点，是在散文创作整体格局的比
较中体现的。当下散文就其风格和文体特点，大致可以归结
为生活化、思想化、趣味化、历史化等等。周晓枫的散文则在
心灵化方面独树一帜。她的心灵化从两个方面得以彰显：一
是她的表达方式，一是她的表达对象。在表达方式上，她是
语词的侠客，在表达对象上，她是“众生”的情人。说周晓枫
是语词的侠客，一方面她仗剑而行，只为心有意气难平事，
她对人性的批判之剑寒光闪闪手起刀落；另一方面，她也衣
袂飘飘柔情似水。她的文字，一如她在熟人面前的话语，有
一种一览无余的“光焰”。这是燃烧的光焰、变幻的光焰，它
炽热，绚丽，冲天而起或从天而降。这光焰有如她的性格，也
演变或幻化为她的文体和修辞。《幻兽之吻》是她新近出版
的一本以动物命名的散文集。她的作品多以动物命名：《斑
纹——兽皮上的地图》《鸟群》《巨鲸歌唱》《有如候鸟》，童话
作品《小翅膀》《星鱼》等等。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世界远比人

类想象的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简单和本能，它魅惑人类的
好奇心，因此也更加可爱。那么多人迷恋与动物相处，他们
追踪、观察，然后写出不同的与动物有关的各种著作总有他
们的道理。周晓枫对动物的理解是：“它们的美，它们的暴
力，它们身上无穷无尽的谜……因为超出想象而几近幻
觉。”于是，她在《幻兽之吻》里酣畅淋漓地写流浪猫，写自己
圈养的土拨鼠，也写沼蛙、蚁群、兔子、蜻蜓、豆娘、狮虎兽，
写与他们的相处，生离死别痛不欲生，写他们的性爱、等待
和耐心，写人类不具有的各种行为和表现。她观察之细致、
体悟之深刻、情感投入之热烈，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周晓枫的“幻兽之吻”，是我读过的对另外一种生命
书写最具人类之爱的文字，她召唤出了那样多的动物，将其
开辟、发现和变幻成另外一个神奇的世界，在书写和情感投
入过程中，也实现了人与“幻兽”的对话。无论周晓枫深情款
款、怒不可遏、喜上眉梢还是从善如流，不同的情感态度都可
以理解为与幻兽的对话。她表达了人对“众生”——另外一个
生命群体的态度，也让这个群体感知了人类的喜怒无常——
与它们本能的同质性。比如有恃无恐、倚强凌弱、弱肉强食，
当然，我们也从周晓枫对动物的态度中窥见了我们自己，“我
们自身的角色，是主人亦是宠物。或者说，我们既是宠物样的
人——奴隶，我们也是人样的动物——禽兽。”或者说，人与动
物可以互为镜像，互相照见自己的模样。有趣的是，周晓枫自
己养不好猫、鸟、兔子或狗，她却可以与土拨鼠相依为命同室
而居。老百姓有句话：“什么人玩什么鸟”，土拨鼠和周晓枫的
深情款款也是一段两种生命的绝妙佳话。

“幻兽之吻”是周晓枫与“众生”的对话，这里的众生，不
止是人类之外的各种“幻兽”，同时也有周晓枫的同类——
那些大名鼎鼎的女性作家。如果说“幻兽之吻”表达了周晓
枫在动物题材上的拓展和深化，那么，《雌蕊》则表达了周晓
枫在思想上所能抵达的深度。她先后写了玛丽莲·梦露、萨
冈、杜拉斯、西尔维娅·普拉斯、弗兰纳里·奥康纳、茨维塔耶
娃、苏珊·桑塔格、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安吉拉·卡特、西蒙
娜·德·波伏娃等十位超级“女性”。这些“雌蕊”是“另一种人
类”，是人类中的“幻兽”。他们以不同的极端化的方式表达
着她们的生命及其过程。她们绚烂如火焰，如彩虹，如喷发
的火山，如翻卷的流云。她们似乎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
能忍受碌碌无为的平庸。她们触觉发达、想象充沛，她们是
人类的“幻觉之兽”。那个似乎全身都是性符号的玛丽莲·梦
露，男性对她想入非非，是因为她是“性感女神”的代表，可
是，人们究竟对她有多少了解，说了解对她而言过于奢侈，
多少人有走向她内心的愿望。在周晓枫看来，她“奇异地结
合着女人的诱惑与儿童的天真，介乎纯洁与放荡之间——
很奇怪，她就是具有一种孩子气的美貌，具有一种无辜的魅
惑”。但是，这位性感女神的自传《我的故事》里，彻底颠覆了
世人的想象：“我为什么是妖女，我完全不是，我脑海里没有
一丝关于性的念头”，无论对男性还是对女性，她从来没有

“占有欲”。这就是被男性想象和媒体无端包装为性符号的
玛丽莲·梦露。事实的确如此，细思极恐的是那个茨维塔耶
娃，一个誉满天下的大诗人，她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之神。周
晓枫对她做了这样的评价：“她是那样一个女人：多情、主
动、直接、感性、彻骨、咄咄逼人……她的内心像个总在发情
期的母兽，感情骤然，充满蛮力。很多人的感情储量恒定，舀
去一勺就减去一勺；而她是个魔碗，即使被掠走一半，剩下
的马上长回碗沿。无论有多少次经历，也不能积累为经验，
她永远是幼稚的、急迫的、糊里糊涂的、掌握不好火候的、迷
失而狂热的。远距离的关系似乎更适合她，她与许多人几乎
没什么实际接触，就已结成精神上的同盟。她为生死未卜的
丈夫写诗，为遥远之处的某个人写信……触不可及，正好让
现实构不成干扰，她的想象强大到足以制造一个比现实更
结实的建筑。她热情，几乎等不及对方回复，就已完成对感
情的自我美化与肯定；假设对方的回应挫伤了她的自尊，她
可以另换人选，以重新开始这样的程序和循环。茨维塔耶娃
并不长久忠诚于某个具体的爱人，她终于爱情本身。”这还
不是人类的“幻觉之兽”吗？然而，在全世界的读者那里，茨
维塔耶娃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诗人，何况是天才，无论做

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写出了传之久远的艺术王冠
上的诗歌。周晓枫也概莫能外地赞赏有加甚至艳羡不已。其
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自己难以做到的，总是试图将自
己的愿望幻化到一个理想的对象上。这些“雌蕊”，都不是等
闲之辈。因此，作者在谈论她们的时候多有谨慎和尊重，她节
制又谨小慎微，仿佛是彼此欣赏的同类在互诉衷肠。实事求
是地说，《雌蕊》是一篇少见的能够表达周晓枫思想深度的作
品。这是一篇随笔式的评论，面对这些身份不同大名鼎鼎的
女性，一个女作家当然有先天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不能
替代她完成这十个杰出女性的“评传”。更重要的是，周晓枫
的讲述和评论是如此透彻、确定。她不王顾左右，更不遮遮
掩掩。她敢于下断语，敢于面对真相。这一点，我不仅钦佩，
而且需要学习。

周晓枫谦虚地说自己一直是一个“新手”。新手是什么，
新手就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新手就是初生牛犊横冲直撞，
没有负担便也处处方圆。她是语词的侠客，她如此精心地照
料语词，不曾有一丝马虎。她被诟病之处，恰恰是她的优长
所在。她华丽的语词是如此地令人着迷，她对“众生”的描摹
或讲述，无论是对自然界的“众生”幻兽，还是对人类“众生”
中的精英分子，她的关注和投入都有如情人无微不至。因
此，周晓枫的文字是她心灵激情的外化，是她对这个世界诚
恳态度的表白。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这位“散文悍将”，我们
这代人的评价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写出了与前辈作家不同
的体验或文字，获得赞许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他们是否能够
得到更年轻作家的喜爱、着迷甚至崇拜。后来我读到了一篇
马小淘写的文章《我的爱豆周晓枫》。她说：“有一个当代作
家的作品我全读过，这个人就是周晓枫，就像粉丝收集爱豆
的资料，周晓枫所有的书我都有。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塞林格、三岛由纪夫、周晓枫”。更重要的是下面
这段文字：“我中学时候第一次读《鸟群》就落下病根了，那
种波诡云谲的语言，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孤绝的外星人，从此
对周晓枫式的表达方式深深迷恋。尽管全世界有格调的作
家都在强调动词多高冷多难能可贵，我多年来神往的却一
直是周晓枫将形容词和修辞赋予魔法，倾家荡产、同归于尽
的表达方式。那时候我有一个本子，抄满了唐诗宋词和《鸟
群》里的句子。她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学习的榜样，不是多快
好省就以为自己可以追上的人。她是非常遥远的存在，像狮
身人面像或者亚特兰蒂斯，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幻灭感。时
至今日，我看她的书有时候会想把书吃掉，那种复杂的感
受，是既欢喜又绝望，既渴望占有，又充满了敬畏。周晓枫的
才华，不是努力就可以达到的，好像上帝造人的时候特别随
性，把整条街的才华都给了她。吃得苦中苦可能会成为人上
人，可是还是无法变成周晓枫。”可以想象周晓枫读过这段
文字的表情或感受。这感受肯定不止是“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欣慰，也不止是高山流水彩云追
月的绝配知音。这是一个年轻作者对一个文学前辈由衷的
礼赞，是一个后来者对那个难以企及的“遥远”偶像的膜拜，
她是用“绝望的”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方向和目标。这才是周
晓枫真正值得骄傲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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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诗与思索者姿态
□钟世华

■关 注周晓枫散文集周晓枫散文集《《幻兽之吻幻兽之吻》：》：■新作聚焦

晓苏的短篇小说集《花眼时钟》收录了作者新世
纪以来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晓苏的短篇小说，一向坚
持和发扬中国传统小说“传奇体”“故事体”的优秀传
统，同时也注意吸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批判性的“荒
诞”“黑色幽默”，歌颂美好，但是不圣化、不造神；批判
丑恶，但是仍然有温度、有期待。短篇小说集《花眼时
钟》具有特别的价值，那就是重拾、坚持、发展一种“清
澈”的写作，不浑浊、不渲染、既不“灰颜”，也不“美颜”。
晓苏的短篇小说，取材都围绕着两个“园”——家园和
校园。家园折射着乡土中国，校园折射着文化中国。这
些小说首先都有着极强的故事性、情节性，既坚持中
国传统小说的白描、线性故事结构，又融汇多角度叙
事等西方现代的叙事技巧，形成了推陈出新的“晓苏
体”，总体给人清澈见底的阅读感受。然而，清澈却绝
不等于肤浅，清澈就好像一杯清茶，是可以回味的，
在回味中不同层次的气息依次浮现。

这种“清澈”的写作，其实正是文学之发乎真情
的“初心”，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晓苏
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急转直下
的出人意料的情节趣味，充满了巧合、尴尬、穿帮、报
应、圆满的故事趣味，充满了夸张、调侃、讽刺、反讽、
铺陈、勾勒画像的语言趣味。如《传染记》《看稀奇》
《回忆一双绣花鞋》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文学各
门类中，小说最初就是以故事和趣味赢得大众的喜
好，天然具有平民性、民间性。晓苏在谈到自己的创

作心得时多次将“有意思”放在创作追求的首位，这
正是在小说的叙事层面“不忘初心”的体现。

同时，晓苏能直面人的欲望，继承了从《诗经》、
先秦文学直到现代的乡土小说、地域文化小说中质
朴、火热的性与情的优秀传统。晓苏歌颂、同情一切
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与金钱与权力无关的纯粹的
性与情，在性与情的纠葛中，发现“至情至性”的闪光
点，鞭挞讽刺那些成为工具、成为手段的扭曲的性与
情，即便后者看上去比前者更合乎所谓的道德。这是
对人的最本真的生命活力的弘扬。如《粉丝》《卖豆腐
的女人》《道德模范刘春水》等均是这方面的佳作。

最后，晓苏是不忘根本的善恶与作家的使命。生
活固然有其复杂之处，善恶有时候或许也并不那么
纯粹，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
士，而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可是现在有许
多小说，好人和坏人是模糊的，分出好坏甚至被视
为一种幼稚。然而，人物形象可以复杂多面，但是基
本的善恶却需分清。晓苏笔下的人物，不论是家园
里的农民还是校园里的知识分子，或真诚或虚伪，
或老实或诡谲，或忠实或背叛，或执著或投机，或温
情或冷漠，在曲折的情节和吸引人的故事中总是会
显现出人性基本的底色，并由此体现出作者鲜明的
好恶价值判断，《酒疯子》《保卫老师》《夜来香宾馆》
便是这方面的力作。这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尤其可
贵，体现了作家对时代应有的担当。

明素盘的诗就像她的笔名，明了、朴
素，仿佛那些撒在碧玉盘里的珍珠，晶莹透
彻，让人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她的诗不故
弄玄虚，语言干净，并且情感饱满。《我和我
的河流皆爱你》集结了诗人近5年来创作
的诗歌150余首。这些诗歌以短诗为主，且
都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

明素盘的诗意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她
对生活的诗性感知，小到“尘埃”、“小草”，
大到“天空”、“大地”，都藏有她的欢喜与悲
哀，真实与自然。“我走过安静和陌生的词/
被植入身体的/还有一部分天空与水/没有
痕迹地放置了/我遇见更多时候的我/像只
小虫的挣扎/风吹过/我有大欢喜，也有小
悲哀/逐渐地爱上尘埃、小草、蚂蚁和树
根……”（《我悄悄地走过大地》）在她的诗
歌中，抒情主体总是在场的，情感是表达的
核心。明素盘的用词是干净的，没有太多晦
涩的词，诗歌中的意象多来自于“情感”的
提纯，这让她的抒情更像是流动的溪水，灵
动而又清澈：“远山和树木是被唤醒的身
体/它们和我一起，安静/不动声色，裸露在
抖动的光斑里/折叠、舒展，被光包围/……
现在，我在光里/我是光的一部分”（《经过
红河州时》），远山、树木、光是再寻常不过
的意象，但因为寻常，所以它们带有明确
性。意象的明确性与诗歌中此时“我”的安
静心境是契合的，“我”与“物”成为一体，我

成为“光”的一部分。读这样的诗歌，很容易
便被带入诗人的情感节奏之中。

虽然说在诗歌中过多地抒情是危险
的，但这并不是说诗歌不能抒情，恰恰相
反，诗歌的抒情性一直以来都是诗歌创作
所讨论的重点。虽然《我和我的河流皆爱
你》中的诗歌以感伤的抒情居多，但明素盘
并非空洞地抒发情绪，她一直都没放弃探
寻生命的价值、人的意义，没有放弃人与世
界的对话。所以读她的诗虽会感伤但不绝
望，虽感到人的渺小但不卑微，疼痛的背后
往往展现的是更为明亮、坚韧的精神指向：

“一个人的时候，喜欢与大海对望/像某种
空虚被折断的防线/沉湎于浪与涛的映像
之间……/此时，你不能忽略心底的忧伤/
光从看不见的地方延伸/哦，那些渴望/你
会察觉，走近它时/它才会成为你想要的样
子”（《海边的房子》）。明素盘一直生活在靠
海城市广西钦州，或许是长期与大海对望，
让她具有了一种孤独意识，一种面对辽阔
而产生的生命之渺小的感悟。在她看来，生
命的光明（意义）不来自外部世界，而取决
于自身的追求，只要去接近光，光便会成为
你想要的样子。“很多事物无法进入/大海
只收容鱼、月光、鸟影……/是什么直抵人
心/他经历过的漫长仍在继续/他不能拒
绝，在/一个人的海里呼吸、凝听/并赞美生
命”（《一个人的海》）。“大海”在这里成为这

种精神隔阂的投射，但明素盘没有陷入一
种悲剧逻辑之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并不
能阻止她去享受生命、赞美生命。在此，人
的生存依靠的是内在的精神自足，这种指
向内在精神构建的诗歌虽感伤，但是不消
极，反而展现具有一种积极的信念。

敏感的诗人持有这样一份信念，虽总
是被感伤的情绪所困，但却从不停止思索，
诗中的“我”即是一位抒情者，同时也是一
位思索者：“在潮湿的夜里/青苔与石头彼
此慰藉/我听见一些呼吸，在寂静的天空/
穿过更黑的视野，是石头/在落日的怀里痛
哭/两手空空/告诉我——/什么是真实与
存在/信仰中，是否曾有渴望/在炽热的爱
里生出翅”（《翅）》。如果青苔与石头拥有意
识会怎么样？在诗人看来，它们也会被“存
在的意义”所困扰。思考存在问题是痛苦
的，可“我”依旧选择继续追问“痛哭”的石
头，在“我”追问之时，心中“存在的意义”早
已有了指向——爱的存在，爱成为生命的
指引。从总体看，这首诗的感情基调是感伤
的，但是在抒情主体的不断追问与思索下，

“我”对生命与存在的感悟，呈现出明亮、坚
韧的精神质地。

在诗歌创作中，明素盘总是遵循内心
的情感，去抒发自我，但同时又保持着思索
者的姿态，去重新认知这个世界。追求知性
与抒情的统一是明素盘的诗歌理想，这种
理想追求，使得《我和我的河流皆爱你》里
的诗歌除了给予读者感动之外，更引导着
读者进行一种生命的思索，诗人在诗意中
寻求到自我的精神信仰，这样的“我”即使
是位于黑暗，也依旧可以召唤光芒。

王威廉的写作存在着多个面相，包括荒诞叙
事、灵魂叙事、历史叙事等等。大学曾就读于物理
系的王威廉，对于科幻与人类未来有着持久的追
问。近年他又集中创作了一批人文科幻小说。与一
般科幻小说不同，王威廉的这些小说虽包含科幻
元素，或置于未来时空展开，但实质始终在于对现
实的反观和对生命可能性和应然性的追问。《野未
来》是王威廉2021年推出的科幻系列中短篇小说
集，收录了包括《野未来》《城市海蜇》《地图里的祖
父》《不见你的目光》《退化日》《草原蓝鲸》《幽蓝》

《潜居》《后生命》《行星与记忆》等10篇作品，集中
显示了王威廉写作中的科幻面相。

王威廉一直执著于面向变动不居的此在和未
来探索小说叙事新的可能性。这里的两个关键词，
一是深度现实，二是未来诗学。在某种封闭的现代
主义观念中，现实常是被排斥的，但王威廉并非如
此，在《写作的深度现实主义》一文中他这样说道：

“我从来不会反感‘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尽管我的
写作常常被认为是有点儿‘现代主义’的，但很显
然，‘现实’比‘现代’的覆盖面更广、内涵更深厚。

‘现实’也许可以拆解成两层意思，现在、此刻的即
时性，以及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规律。那么‘现实主
义’的写作便是着力于抵达此时此刻的事物本身，
具有相当的现象学味道。但是，抵达的曲折过程、主
观的局限理解以及世界本身的变动不居，都让现实不是不言自明
的。”我们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作家如果真正具有现实情怀，
就会知道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现实等着艺术去领取。艺术必曲折
求变，才能有效提取世界内部的真实，这是王威廉的现代书写作为
深度现实主义的内在因由。不妨说，在《野未来》的科幻叙事中，未
来想象与深度现实依然是一体两面。

在我看来，还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看王威廉的科幻
系列小说，这个视野或许应延伸到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我们
知道，在后现代的知识背景中，人文主义是被反思甚至解构的。人文
主义最核心的价值便是确认了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地位，其中虽然
也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需要反省，但近600年来人类难道不正是受
惠于人文主义对人的庇护而有了今天的世界吗？人文主义话语有一
个突出的特征，即是对于人精神上的独特性、不可取代性的信仰，因
此人文主义相信：人不同于动物，也不应成为机器的造物；如若人的
思想可被机器取代，那便是人的严重异化。这可能是今天人文主义
话语在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面前显得保守的原因。人类的未来
会往何处去，我们并不知道。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就在于，它要把这
个问题提出，并尖锐化。王威廉的科幻系列小说有两个着眼点，一是
反观现实，一是指向未来。《城市海蜇》的科幻性并不突出，但它以“城
市海蜇”这个介于透明塑料和生命体之间的意象切入并隐喻了剧变
中的当代社会的病灶。《野未来》《后生命》等则以未来时空为叙事平台，
不屈不挠地为人类灵魂索求一个未来世界的位置。事实上，人的危机
或人话语的危机并非始于今日。文艺复兴是人类从匍匐于神脚下的
中世纪挣脱出来，为人类主体性赢得合法性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此
后时代，人类一直在与外部的异化力量作战。在浪漫主义时代，诗人
已经敏感地感受到大机器生产的威胁，但浪漫主义迸发出更高昂的
内在激情，这种高温的激情虽为当代人所陌生，但无疑是对人话语
的确信和捍卫。现代主义时代是第一个真正的人学话语的危机时
代，在20世纪被二次世界大战折磨得奄奄一息之际，人的理性不能不
备受质疑，遂生挥之不去的荒诞感。现代主义因此生出了两种面相，
其一是揭示荒诞，另一是超越荒诞。前者揭示了世界的剧变和人话
语的危机，后者则在危机中追求人再次得以确认的可能。

值得留意的是，今天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文话语其实面临
着一次新的、更大的挑战。因为挑战人的不是战争等明显恐怖的对
象，而是披上了人类救星外衣的科技。在祛魅和逐神的时代，科技
被放在了神的位置，技术神学化的实质是人类的聪明才智为自己
创造了一个使自身再度匍匐甚至囚禁的神。今天，科技产品已经遍
布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科技让世界更便捷，让人更舒适，这当然
是事情重要的一面；但技术不仅因此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更在悄
然地改写我们对人的定义。今天，人为了舒适而越来越趋近于机
器，而机器则因为智能而越来越趋近于人类，这种趋同必将逼近科
技和伦理的临界点。如果诚实一点，我们会承认，今天科幻小说作
为一个类型的大热，其背后是一种“忘在”意识形态的结果，一方面
是将科技和未来维度释放的叙事可能性嫁接于消费性阅读中，另
一方面则是一种无枝可栖之后逃往未来的叙事策略。当此之际，
人将何为？这就是王威廉这批人文科幻小说的追问，这种追问其
实跟他在《非法入住》等现代主义的荒诞书写中的追问一脉相承。
王威廉不仅在追求一种小说的思想表达，也在追求着思想表达的
诗学化，我相信其价值会在未来的时间中越加显现出来。

“初心”写作的三个维度
——读晓苏小说集《花眼时钟》 □金立群

《幻兽之吻》插图 欧阳鹏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