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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写作”
关于《应物兄》，我们将为它的奇异与驳杂而吸引。在当下

浩如烟海、鱼龙混杂的小说创作格局中，李洱的叙述个性而独

特，那是可以打上“高辨识度”的“李洱式”书写。对于“知识者”

的钟情专注，与身在其中、眼饧耳热的书写姿态，让读者感受到

了他手中之笔既描绘破碎又勾勒整体，既委顿于现实又刺向现

实，既反叛传统又茫然无期。

李洱说，“由于历史的活力尚未消失殆尽，各种层出不穷的

新鲜的经验也正在寻求着一种有力的表达，如布罗茨基所说，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我们是否可以说有一种新的写作

很可能正在酝酿之中？”李洱的写作过程及至《应物兄》的出现，

正是他始终探索与实践着的“新的写作”，而他也在努力，试图

成为那一个负载使命的“骑手”。无疑，这样的实践并不容易，

也很有价值，正如《应物兄》磅礴浩瀚的体量、直面时代的勇气

与所呈现的纷繁芜杂的问题，李洱的严正与雄心赋予了它无法

被忽视的“实感”；但亦如所有带有“新”之属性的事物一样，它

也必将是富于争议的，如有的批评家所言，这是一部阐释空间

非常辽阔的作品，它将带给批评家们高度的兴奋。

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应物兄》面世后的读者接受似乎也

在映照着《应物兄》的殊异，当然，作品完成之后，短期内读者的

接受与作品创作成效的考量功用之间并不构成正相关或必然

性，因为时代性、社会性、政治性、市场性等不同因素总在制约

与平衡着评价标准，形塑着个体接受趣味。但完全忽视读者反

应似乎也取消了文本所面对的客体、对象，毕竟真正的“孤独之

书”是无法获得存在之重的。而《应物兄》的接受形成了一个十

分有趣的现象，评论圈的狂欢与大众的接受无力呈现出较明显

的两极分裂；未出版前的圈内叫好与出版初期的众声喧哗转向

客观中和；“作家之书”的诱惑，与诗人、作家对该书的热烈拥护

不断昭显着这部作品所带来的多重阐释维度。

二、类型、接受分化及问题
《应物兄》是李洱在创作实践上的集大成之作。以济州大

学“太和”研究院的筹建为中心，在应物兄的视角下，三代知识

分子洋洋洒洒登场，程济世、姚鼐、乔木、双林院士、芸娘等在机

锋交织的言语世界里不断呈现历史、世事、文化，进而通过一些

细小的世俗化故事设置，以学界为中心延伸至栾廷玉、雷巴山、

铁梳子等政商界人士，形成复杂的社会观察场，情节也在不同

的空间与时间维度里折叠穿梭。小说在以非线性叙述语流、大

量的文献知识引证、庞杂浩瀚的问题思辨，融入片段式、分解式

的生活感受中，夹杂喷涌而出，形成对当代正面强攻的书写。

面对如此复杂磅礴的鸿篇巨制，评论圈普遍报以热情的期待。

在《应物兄》刊登之前，历经13年长跑的《应物兄》在作者交际

的文友圈内已经获得许多关注，李洱在《后记》中说，小说不断

自己生长，“当朋友们问起小说的进展，除了深感自己的无能，

我只能沉默。”李洱之前创作形成的良好口碑与身处文学中心

的位置，都带给他的创作更多注视与目光。

2018年《应物兄》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上刊登时，附

带的评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及其他——从李洱长篇小

说〈应物兄〉的开篇方式说开去》（王春林）与《临界叙述及风及

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王鸿生）在两卷上同步刊发，由此关于

《应物兄》的各种评论在文学圈内正式开始登场。该年年底，人

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应物兄》单行本。12月24日，程德培、金宇

澄、吴亮、王鸿生、何平、金理、张定浩等评论家、作家对《应物

兄》展开热烈讨论，首先在上海批评界引发震动。“《围城》升级

版”“现象级作品”“注定要长期占据书架”等评价扑面而来。很

快，这部小说先登上《收获》年度长篇小说榜首。12月26日，长

篇小说《应物兄》发布会在京举行，李敬泽、潘凯雄、周大新、臧

永清等作家、批评家围绕该书的写作态度、叙事特质、阐释空间

等对《应物兄》作出了高度评价。2019年1月，《扬子江评论》

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应物兄》荣登榜首；2月，该刊“名

家三棱镜”栏目推出程德培《众声喧哗戏中戏》与李宏伟的《应

物兄，你是李洱吗？》两篇风格独特的评论文章，程文对李洱从

《花腔》到《应物兄》的创作进行了与其小说具有同等诠释特质

与哲学思辨的长文，李文则以戏仿的方式直接给“应物兄”写信

交流，应物兄、李洱与李宏伟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再次穿行。随

后，文学研究类刊物《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文艺论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等纷纷组织专栏对

李洱的新作予以关注，囊括了孟繁华、贺绍俊、谢有顺、敬文东、

马兵、项静、熊辉、徐勇、邵部、李音等一众老中青批评家，他们

从《应物兄》的知识分子写作题材、百科全书式写作风格、在中

西文化融汇创新上的巨大成就、解构主义与忧患意识、诗学问

题、世俗生活建构、儒学传承等不同层面展开全方位立体化的

剖析，肯定了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2019年8

月，《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带来的话题与关注

持续发酵，直至当下。

值得一提的还有，除评论圈的热议外，李洱还获得了作家

同道和诗人的热切反应。在《应物兄》之前，魏微写作过的《李

洱与〈花腔〉》盛赞其创作。《应物兄》面世后，诗人杜绿绿的《李

洱和他才能的边界》再次肯定“李洱小说的出现，对于提升中文

品质”的意义。至此，《应物兄》从登场直至摘得茅盾文学奖，在

文学圈内获得了相对较为一致的肯定。

与文学圈与批评圈的拥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应物兄》在

普通读者接受上遭遇的滑铁卢。在普通网民云集的读书平台

豆瓣和知乎上，对于《应物兄》的评价相对较多地呈现出否定

性。豆瓣短评内点赞数最高的短评中，punkpark写道，“李洱

的确设下了某种野心版图，但也仅限于此。这是一本专门写给

评论家，以至于可以让评论家借题发挥自己理论知识的小

说……”；而长评中，宝木笑在《从围城到失败之书：谁动了当代

知识分子的书桌？》一文中写下“《应物兄》确实很尽力，但天命

之年的李洱想要追求那种跃迁——凭一己之力写尽世间百态，

实在是个充满暧昧诱惑但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的指标”。其他还

有诸如“一部非常奇怪的小说”“难免匠气”“在整体上作为一部

长篇小说是先天不足的，并且后程确实乏力”等带有负面色彩

的大众阅读评价。当然，也有肯定之语。“对中国传统文学继承

与发扬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是未来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

可能”“一部我们时代的大作品”等，但相对还是处于弱势的。

《应物兄》的读者接受的这种鲜明反差本身构成了当代文

学“生产—接受”环节的一个有趣现象。在这些批评、叫好与接

受中，我们正得以窥见当下文学创作的分流曲线，这既是学院

化教育作用的结果，更是文学观念与价值多元化导向的解构与

失重。

三、李洱的“文学观”之于读者接受
作为“60后”的小说家，李洱曾被归为“晚生代作家”中的

一员，他对自己这一代人以及经由学院式教育造就的明晰的文

学意识有着深入思考，而这些思考在其写作风格与写作气质上

则形成了坚固的意识堡垒。

他在理解“60年代作家”这一整体时将其定位为“有希望，

没确信”的“悬浮的一代”。在谈到文学创作的叙述方式时，他

认为“没有受过现代主义训练的作家，无法成为这个时代的现

实主义作家，而这个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一定会具备着现实

主义精神”；他放弃“对世界的整体性感受”，认为“作家进行情

感教育和道德启蒙的基石被抽走了”“整体性的感受如果存在，

那也是对片段式、分解式的生活的感受”。同时，他拒绝线性的

叙述，拒绝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他认为，“完整地讲述一个故

事所必须依赖的人物的主体性以及主体性支配下的行动，在当

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具备典型意义”。他十分钟情于文本间性造

成的相互阐释，对于将注释引入小说创作中，他始终乐此不

疲。他曾说，“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附本构成，有无数的解释，

有无数的引文，解释中又有解释，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从树

上摘一片叶子，砍下一截树枝，它顺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

根，长出新的叶子，新的树枝。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

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而他也确切地在《花腔》与

《应物兄》中实践了这一理念，可以说，注释这种行为与对非

线性叙事的坚信、对反讽的力量认可、对道德书写的摒弃，

形成了其形式探索、叙事方式与对小说之“道”、对现实与真

实等内外两层的思考。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李洱在以《问答录》为主体的书中

所呈现出的文学认识与创作思想，是因为李洱不仅有着清醒的

写作意识，同时也有着深刻的阐释意识。他的文学实践与文学

观念之间形成了鲜明的交互性，而这种交互经由他的自我认知

与阐释，已经在文本层面和理念层面构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在

当下的作家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类自发性创作，这类作家经

由生活经验、地域性滋养与丰富的历史时代因素催化，最后交

由天性的敏感与后天的培植形塑呈现其文学创作的最终景

观。而另一类作家，拥有传统主流的写作意识，主动拥抱文学

的道德要求，在文学观念上有思考但深度不够，其创作往往也

时有与观念不协调之处（往往是观念大于创作）。而李洱显然

与前述两类均不同，他的文学经验更多交由理性思考处理，在

不断重组、割裂与对话中，将意义与价值“提纯”，并以此提供了

一条当代作家超越由经验有限性所造成局限的路径。可以说，

这类写作在李洱这里不仅形成了完备体系，同时在文学观念与

文学实践上也表现为总体同步，对于文学写作思想与技术手段

的思考，在小说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呈现，并使得其小说具有

极鲜明的“研究特质”。

无疑，《应物兄》是李洱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布尔迪厄在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提出具有“二重性结

构”的文学场域概念，一个专为同行精英进行创作的“有限生产

场次”，一个面向普通大众的“大生产场”。“有限生产场次”的自

主化追求“通过形式的功能在美学上创造一切”，而这两种场域

也会型构文学接受与消费上的二重性特征。李洱的创作正好

与布尔迪厄所说的两种文学场域形成对照，即便李洱创作本身

无意于割裂作品所面对的二重性结构。但在作家的“形式功

能”探索、结构创新与超越道德寓言的“创造力”中，其小说的先

锋性是确属无疑的。即便在《应物兄》中他试图通过一个基本

的故事内核调和先锋与大众之间的痕迹，并以此完成对世俗百

态的反映，但其非线性的讲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性、道德解构

完成了“异质性”探索，获得了超凡脱俗的气质——一种区别于

惯常的、传统的“新的写作”。这种写作因无法抹却的先锋性，

成为“大生产场”的逆子，这也就是在读书平台上所说的“读不

下去”“太痛苦了”等评价的根源，同样也是同道、同行高呼的

“不可复制性”与“无限延伸性”的根源。但在其文学观中，所说

的“故事完整性”与作为手段的非线性叙事是否构成逻辑悖反，

小说总体性、道德建构与“情感教育”是否带来小说面对现实的

失效，种种命题依旧值得讨论。

李洱的文学观与李洱的文学观与《《应物兄应物兄》》的接受的接受

沈杏培 …

钟 媛

李洱 (1966～) 原名李荣飞。河南济源人。1987 年毕业于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
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篇小说《导师死了》《缝隙》《寻物启事》《鬼
子进村》《现场》《葬礼》，小说集《饶舌的哑巴》，文学对话录《集体作业》

（合作）等。长篇小说《应物兄》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

李洱小说中的李洱小说中的““费边幽灵费边幽灵””
整体阅读李洱的小说，会发现他的作品有一些相

对稳定或反复出现的元素，比如济源、济州是常见的

地理标识，满腹经纶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教师、诗人

或记者，风流成性的男人和妖娆性感的女人，破败隐

忍充满背叛的婚姻，以及生存的尴尬和精神的悬浮是

常见的“人的风景”。一个职业化的写作者在其创作生

涯中往往会自觉重视自我的内在连续性，这些连续性

和稳定性常常又能通往作家叙事与思想上的总体性。

在李洱从《福音》（1987）至《应物兄》（2018）的写作历

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对稳定的李洱式的写作经

验，比如聚焦或重视日常生活、知识分子、对话关系、

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等内容，呈现反讽、互文、复调、

悖论的诗学特征。李洱曾说，他的小说是相互关联的，

也有某种连贯性，他直言《饶舌的哑巴》《花腔》《午后

的诗学》之间是一种“衍生关系”，他总想在后面的小

说中把前面写作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往前推进一点，尽

量丰富一点。如果从小说人物的连续性来看，费边、费

鸣、孙良、张亮、杜莉无疑是反复游荡在李洱作品中的

人物“幽灵”。相对于吴之刚（《导师死了》）、葛任（《花

腔》）和应物兄（《应物兄》）这些被读者阐释较多的知

识分子形象，边缘人物费边并未得到太多关注。而看

似边缘的“费边人格”与“费边视角”，对于理解李洱的

写作和诗学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在李洱1990年代至今的小说中，《黝亮》《国道》

《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应物兄》中直接出现过

费边这一人物，在这些小说中，费边有时是配角或边

缘人物，有时以费边作为视点人物或小说主角，有时

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我的朋友费边”的生活内容。如

果从人格气质上看，有些小说的人物即使不叫费边，

实际上也与费边共享着类似的人格气质，比如《饶舌

的哑巴》中的费定、《错误》中的张建华、《缝隙》《光与

影》《悬浮》里的孙良。李洱是一个对于文学细节非常

考究的作家，对于小说人名常常不是随意为之，他曾

说，给小说中的人物取名比给孩子取名难，因为小说

中人物的名字要符合特定的环境，还要考虑到小说的

主题、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结构方式。那么，“费

边”这个人物的命名是否也有类似的匠心？这

一人物的气质与小说的主题表达之间是否

存在隐秘的关联？无疑是颇为有趣的话题。

费边，这一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古罗马权

倾一时的贵族费边氏族，尤其是在第二次

“布匿战争”中采用拖延战术打败汉尼拔，

挽救罗马于危难之中的费边·马克西穆

斯。与此相关的是被人们所熟知的“费边主

义”（Fabianism），作为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

英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费边主义”主张知识

人以独立身份参与到社会改良实践中，同时主张通

过理性思考提出解决方法，并提倡渐进实现。那么，李

洱笔下的“知识分子费边”与“古罗马英雄费边”之间

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当代费边在精神气质上与费

边主义是否有赓续或历史反讽？

费边之名的来源及其含义在李洱以前的文字中并

没有直接的阐释。尽管“作者意图”被新批评、形式主义

和解构主义视为文学批评之敌，但很多时候知晓作者

意图可以避免不着边际的臆测、过度阐释并带来批评

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因而，我就费边之名问题请教了作

家本人，并由此获得了一些很有启示意义的信息，在此

与读者诸君分享，这应该也算与李洱文学创作相关的

一点新材料或新线索。李洱说：费边这个人物，在几篇

小说中都比主人公年龄小，但部分地参与主人公的生

活。他是参与者、观察者、审视者、分析者，有时也充当

不可靠叙述人。这个名字是一个综合印象的结果。起缘

是格非有一部长篇叫《边缘》。当年格非选择题目时，经

常向我讲起这个词。至少，他当时有边缘、中心的概念，

但我的感觉与他有差异，我觉得，世上没有中心与边缘

之别，自认为处在边缘的人脑子里先有中心的概念，我

们应该废除这种二元概念。没有废姓就取了个费姓。从

李洱的这段叙述可以看出，费边之名最初包含了李洱

对中心/边缘二元论的反抗，这种反抗和拆解情绪被李

洱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并以小说人物之名持续贯穿

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看，费定、费鸣、费礼

也是这种自觉文化立场和反抗意识的派生物。

在另一段话中，李洱坦承了自己为费边这些小说

人物起名的“秘密”，他说：有古罗马的费边，还有一个

数学家费马，我在给人物取名时习惯拿出字典查一下

（当时还没有网络），觉得与我的感觉相符，就把这个名

字相对固定下来。我喜欢给人物起一些似乎有历史依

据，又相对复杂，可能包含解构意味的名字，这使我写

起来似乎能获得一种现实感。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用孙

良这个名字，后来知道有个画家叫孙良。《花腔》里，有

名字叫白圣韬、田汗，大致都出于这种考虑。由此可以

进一步看出，李洱的“费边”不仅有“废除”某种二元文

化意识的诉求，更有与历史对话，并在气质、美学和精

神上使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实现接通的意味。李洱对

费边这一人物的命名先有对历史人物费边的文献查

询，再有“与我的感觉相符”，即理想中的小说人物与历

史人物在气质上的接近，这种气质大致应该是指知识

人在真理、精神和话语领域所具有的知识自信和英雄

气场，以及知识精英所具有的分析能力与反思意识。

但很显然，从《黝亮》《国道》《午后的诗学》《喑哑

的声音》中走出来的“费边们”并不是秉持理想主义圣

火与启蒙重任并在社会事务中积极介入现实的强势

知识人。实际上，费边、孙良、张亮们是一群“失败”的

知识分子，他们身上充斥着悖谬与荒诞。一方面，他们

学识渊博，对中西知识话语信手拈来，知识与理性带

给他们一种高贵的精神幻觉，另一方面，丰沛的知识

与思想理性并没有必然为他们带来“好的生活”，这些

“话语贵族”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处于尴尬与困境之中。

言说知识的玄妙自负与现实生活的狼狈局促，语言上

的饶舌狂欢与行动上的无力孱弱，构成了费边们的悖

论境遇。可以说，李洱的“费边叙事”带来的这种悖论

式经验、分裂式知识分子群像、混沌小说美学，形成了

一种新的小说写作伦理。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最为成熟

的“李洱体”，并不是《遗忘》和《花腔》这些文体探索较

强的文本，而是以费边和孙良为人物的

中短篇，因为这些小说内部具有对话性

和反思性。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李洱的

写作总体上是一种智性写作，重思辨

性，关注文化、秩序、时代这些总体性概

念下人的境遇，有时对文化、秩序和时

代的总体性关切成为思考重心，他迷恋

事物的复杂性，人的不平衡性和生活的

悖论性经验成为他经常表述的内容。费

边叙事无疑包含了李洱的这些小说诗

学。费边既联接着日常生活与知识人的

“失败史”，同时又联接着知识者的精神

生活和理性反思。李洱不愿将费边简单

植入到新写实小说那种毫无诗情的庸

常生活里，而是赋予费边“历史理性”与

“诗性自负”的特质。《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抒情时

代》里的张亮、《喑哑的声音》中的孙良，他们在现实中

的失败史或卑污史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但李洱更在意

的显然是他们对“分析”“说话”的堂吉诃德式的坚持。

客观上，这种悖论和不平衡造成一种极强的反讽效

果，带来叙事的张力。但我更愿把费边人格看成李洱

1980年代文化情结的历史余绪。费边长于对生活的

诗性言说和理性分析，他的词语闪烁着智慧，分析包

含着真理。但李洱一定要将费边的这种智性和诗性推

向极致，于是，费边华丽的分析气质在小说里蔓延为

一种无处不在的饶舌，他对事物“条件反射地作出分

析和判断”已有近乎学究的病态。费边这种夸饰性的

知识人气质成为李洱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一种辨识度

很高的特征，在《国道》《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中

是重要的叙事动力或叙事装置，而到了《应物兄》中则

将这种知识饶舌和理性狂欢铺衍成了普遍的人格气

质。费边、孙良、应物兄们试图通过语词重建文明的灿

烂和理性的力量，试图重建一种精神性的自足世界。

实际上，他们无力完成这种形而上的历史重任，他们

发达的智性无益于现实的种种困境。在这种知识分子

的悲喜剧中，我们能够看到李洱对知识分子浪漫理想

和启蒙理性传统的深深的追怀，还有那种难以抵达的

隐痛和哀叹。

费边们是这个时代的“分析者”，他们的清醒分

析、华丽引证和精彩判断使我们误以为他们仍是这个

时代的启蒙者和引领者。但他们身处的20世纪90年

代与新世纪，曾经公共生活中的先锋已经收缩到日常

生活的边缘处。但费边们似乎不甘心从理性世界中退

场，他们在怀疑、反思、分析，这是李洱的反向坚持和

独到思考，即在“知识人的黄昏”时分知识人的生存图

景是怎样的，以及被市场、资本打散了的知识精英，如

何延续或再造知识人的历史传统，成为李洱的叙事重

心。对于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式微”之路，李

洱是非常清楚的。《午后的诗学》中多次提到法国的

“五月风暴”。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这场学生运动，在

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被视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这

场风暴标志着“预言家知识人的黄昏”。很显然，李洱

内心是有精英主义情结的，对于知识精英曾拥有的那

种乌托邦理想和先知式角色难以释怀，他写出了费边

们作为精神导师和文化自省者走向“黄昏”的生存图

景。李洱并不嘲笑他们，因为费边的文化处境既是费

边的，也是李洱这一代人的。

费边们是“失败者”，但洋溢着诗性和思辨精神，

他们在日常秩序中失位、尴尬，但他们在精神世界试

图重回理性、知识至上的时代。费边是李洱自我精神

的一个“分身”，费边叙事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1980

年代特有的那种由客厅、广场甚至废弃兵工厂构成的

文化空间，这里盛放着李洱对那个年代文化场景和精

神生活的回忆，在这种知识人形成的围炉夜话、集体

作业或是纵情辩驳里，争论的问题无所不包，知识人

的理性与激情得到尽情释放。李洱的精神起点是作为

文化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费边未尝不是1980年代

的精神在1990年代的错位安放，这种错位存在看上

去不合时宜甚至窘态百出，而其深层包含着李洱对于

一代人主体精神退场的凝视与凭吊。李洱曾说，这类

小说写着写着会觉得“周身寒彻”。在李洱的小说世界

里，费边们的生活史体现为知识分子虚弱的抵抗史，

他们擎着理性火炬与生活搏斗、与自己搏斗，但这种

光似乎没法照亮他们自己的未来，至多偶尔“黝亮”一

下。李洱曾写过一篇题为《悬浮》的情爱题材小说。在

这里，“悬浮”不仅指小说中的情爱、婚姻和他们庸常

的生活，还有他对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自况。他甚至

将“悬浮的一代”归纳为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共性。

李洱说，与下一代作家相比，他们与商业社会有较多

的隔膜，有抵触、有愤怒、有妥协、也有无奈。对主流的

意识形态他们不认同，同时对于反主流的那种“主流”

他们也不认同。他们好像一直在现场，但同时又与现

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感觉、意念、情绪、思想悬

浮在那里，处于一种“动”的状态，而这种“动”很多时

候又是一种“被动”。可以说，受惠于1980年代并由此

开启自己“文化童年”的李洱，通过费边这样一种典型

的80年代气质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对于80年代文化

人格的怀念。费边发达的理性思维和卓越的分析能力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是李洱这代人曾有过的精神的辉

煌，费边叙事里有着李洱对一个光荣时代的记忆。

最后我想说的是，文学能否成为一种救赎力量，

小说能否重建知识者的精神肖像和主体能动性，是文

学值得回应的话题。为时代召唤一种阔达雄强的知识

分子人格，赋予他们社会先知式的“浪漫理想”或是积

极进世的“事功精神”，使他们从费边、孙良这些饶舌

却低能、孤傲却卑微的形象群体中重生而来，也未尝

不是现时代所稀缺的一种写作伦理。我期待费边重

生。我渴望在李洱未来的写作延长线上再次看到这个

出色的诗人哲学家。

李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