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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岁末，曾见学者著文，对当下被“理性的、
思辨的、论证式”文字占据的“学院派”文学批评表
示遗憾，并表达了对“充满个性、满载蓬勃生命活
力的率真表达”的怀念之情（张维阳，《好似与老
友闲聊，自在而从容——呼唤“有我”的美文批
评》）。该文试图解剖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
批评”，认为“为了凸显文学批评的客观性与学
术性，批评者普遍努力淡化作为批评主体的

‘我’，使批评看起来端庄稳重、严谨客观，却消
除了批评者的性情与风格，弱化了批评的激情
与锋芒”。正如作者所说，学术论文样式的批评
文章理论与注释详赡，却在高谈阔论间回避了
艺术鉴赏与文学性表达，文学批评的感染力和魅
力多有丧失。

但该文所言也多少言过其实，或者说是没有
找准靶子。并非全部文学作品都适合进行艺术鉴
赏，文学研究/批评宜对症下药，为不同的作品找
到最合适的进入方式；考核制度下诞生的理论及
其注释翔实的文章，亦可葆有批评者的“性情与风
格”，体现批评主体的“激情与锋芒”，魅力与严谨
并存的学术文章并不罕见，若不在“学院批评”真
正卓有建树的一侧谨慎推敲，则这般“指认式批
评”意义甚微。

其实，上文作者所指认的早在近20年前就已
有争论及解答。南帆《“学院派”批评又有什么
错？》一文将“学院派”定义为知识团体与理论形式
的两相结合，他们在从事文学的理论阐释时不完
全信任所谓的“个性”与“自我”，并非逃避现实，反
而“远比不少貌似狂狷的人激烈”。学院派对“未
经论证的知识”无法给予足够的尊重，对那些靠

“一点才情、二两烧酒、三钱想象”外加“忧郁的表
情或泼皮的腔调”炮制出来的所谓的印象主义批
评更看不上。在南帆看来，学院派批评要有广泛
的视野、丰富的内涵、多元的思想。

文学观念的不同导致了文学研究/批评文章
研究范式的不同，显然，这并非一种可堪调和的矛
盾，更恰似缪斯下凡后有不同面孔。相较于其他
群体，“学院派”重视知识领域中共同体的基本准
则，善于戳破话语的权威与伪装，但这并非最重要
的，正如南帆所说，“重要的是，这一切如何真正启
动了思想，并且支持思想持续地向纵深展开”。最
近一段时间赵园、戴锦华、吴秀明、於可训、吴晓
东、程金城、李继凯、王春林、何平、刘大先、张莉、
黄德海等学人见诸报刊的若干篇对话文章，各自
梳理了他们的求学路径、治学侧重，也与各自的问
询人一起就文学研究/批评的现状、问题、方案交
流了看法。面对“学院派批评”文风文体的争论，
听治学方向不同的“学院派”们开口说话，更清晰
地言明不同的文学主张，有利于公众对于文学研
究/批评更深一步的理解。同时，高效、真实的思
想碰撞，本身就是值得记录的文学研究/批评形式
之一种。

“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
者也。”回顾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批
评，王国维的代际观不过时。赵园记忆中1980
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学术共同体的样
子”，同行之间能够就相关问题相互应援，是一种
颇为“激动人心”的经验。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
文学学科的重点在于重新发现五四，并与新文化
运动遥相呼应。再启蒙的盛况后来不再，学界中
心散点化，曾经的集聚式的学术激情也再难现。
不过，赵园反对将80年代理想化，“人文知识分
子的怀旧，往往出于对当下的不满。一代人有一
代人面对的问题。80年代的经验不可能也没有
必要复制。”赵园认为，自己一代所谓的成功与
1980年代文学研究的机遇有关：“文化环境整体
的活跃，对‘新人’大力度的支持；荒芜已久，使

‘新人’容易得到承认；同行间较少竞争的压力；
体制经历了破坏来不及重建，留出了大块空间任
你挥洒……”

1978年赵园师从王瑶先生攻读硕士时，吴晓
东还在上小学五年级。“记得是一个大雪天，父亲
对我说，你将来要上北大中文系，帮我从小就树立
了一个具体的努力目标。”幸运的是，他能从父亲
的书架上翻阅“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和10卷
鲁迅译文集，还有不少现代文学作品”。吴晓东也
将1980年代概括为“人文主义的时代”并受惠于
此，在一种延承五四、渗透西学的总体性文化氛围
之中，文学仍然停留在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段之
中。“文学真的构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认知、历史
认知，甚至精神结构，而对个别人来说，影响的还
有情感结构。”当时知名作品《晚霞消失的时候》让
吴晓东印象深刻，一种新的历史观和宗教感在对
他完成了文学启蒙的同时，也完成着思想启蒙。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
阅读具有前沿性，加缪、萨特等存在主义文学大师
对那一辈学子影响深刻，“现代派文学也许在某种
意义上催生了文学界对‘纯文学’的理解。”借助文
本细读的过程将现代派文学中理论、思潮、阐释视
野呈现出来的过程，对吴晓东代人解读中国现当
代文学文本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不断更新的观
念洗礼下，他们很快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
义再到解构主义的思潮转向。

与吴晓东在朦胧中选择走上文学研究道路不
同，王春林在1980年代曾经“狂热地做着文学

梦”，“迫切地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小说
家”。他说自己曾经大量追踪阅读当时小说家的
最新作品（这一点已经成为顽固并令人叹为观止
的习惯保留至今），并炮制了不少“自以为是”的
小说，还“乐此不疲”地四处投稿。何平也有文学
青年的经历，他自述“文学青年期是蹩脚的诗人
加拙劣的先锋小说仿写者”，但这段野蛮生长或
自由写作的经验对其日后的文学批评生涯至关
重要。在何平的1980年代里，张贤亮、张洁、王
蒙、铁凝、贾平凹等同代作家伴随着他的精神成
长，“包括青春期爱与性的启蒙也是从《小月前
本》《祖母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获得
的”。这也是一代“学院派”的特色，成为批评家
之前漫长的前创作史，使他们对文学从何发生、
怎样发生更有心得，能更好地庖丁解牛，从而在

“解牛”的积累上善于发现，不断找到新一代文学
的可能性。

2022年，《名作欣赏》杂志的“第七代批评家
访谈系列”由“80后”青年批评家周明全主持，他
与年龄相仿的同道们进行对话，在已经见到的三
篇文章中，他分别向刘大先、张莉、黄德海询问了
新世纪学术培养机制与青年学人成长之间的关
系。回忆自己所经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
究员培养机制，刘大先说，“文学馆的培养机制则
是将不同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同代人聚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情感、思想与观点上的交流与碰撞，并且
带有引导性地让大家对某个重大议题展开讨论，
从而形成一种争鸣交锋、取长补短和彼此启发的
良性生态，我觉得这一点对保持批评与研究的活
力和创造性非常重要。”黄德海则就《南方文坛》

“今日批评家”栏目对他提振信心、展示自我所起
到的作用感慨万千，“通过这个栏目，我借机回顾
了自己算不上成熟的批评观，也从师友的文章中
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短板，有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
启发。”《南方文坛》的优秀论文奖、青年批评家奖
也是他开始写作后“获得的头两个奖项”，对他的
信心有着“极大的鼓舞”。

从赵园到黄德海的几代学人，入行时都有着
独特的际遇与经验，也都面临着不同的危机与挑
战。随着学术评价机制的日益苛刻，赵园一代学
人日益远离有关文学现场的学术生产，面对当前
高校学者“项目化生存”的问题，她表示“不知道如
若还在文学研究所，以我的工作方式，该如何生
存？”王春林曾长居太原，近两年才主持西安的
《小说评论》杂志，远离京沪等文学繁盛地的经历

让他对“边缘化写作”有着认同，“距离拉得开一
点、边缘一点，可能观察得会更客观、冷静一点，判
断可能会更准确、到位一点。”

世界芜杂美好，也得磨合文化、
警惕失语

文学的外部环境变化往往会引发内在治学方
式的变化。随着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在中国
文艺界的广泛传播，戴锦华的影视研究中也增加
了这一维度。恰巧的是，戴锦华的成长困惑与女
性主义的相关解释互为表里，更加普遍的性别遭
遇让她意识到“‘女性’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事
实或状态”，她很快便将阅读经验沉浸于女性主义
研究中。近几年，通过对“耽美”网文的阅读，戴锦
华发现在这一题材写作中，女性愈发能举重若轻
地再现男性逻辑，这让她更清晰地意识到文艺作
品中过于清晰的性别特征的自我设限性。戴锦华
观察到，互联网上的性别获取仅是对一个ID的性
别勾选，人的性别角色变格为需要扮演的角色。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折的到来吗？”面对新
的外部环境，她正开始尝试新的探索。

作为后起的知名女性文学研究者，张莉常被
采访者问询相关命题。“今天强调女性文学的意义
在于拓展、在于反拨——因为女性的生活、女性的
表达在此之前是被严重低估和忽略的。”结合大量
阅读，张莉认为尽管今天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有所
进步，但较之韩国、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女性文学
来说，尚不尽人意。面对当下网络文学女性作者
群庞大的现实，张莉有着质疑。“真正的蓬勃在于
出现能引领女性精神和女性气质的、有广泛社会
影响力的女性作品。”同时，对于针对中产阶级女
性写作遮蔽真正女性意识的言论，她也持不同观
点，“一些女性声音没有被足够宽广的人群听到，
我想是发声的渠道没有那么广阔，这导致我们只
是看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女性写作。”

“这个世界多么丰富、芜杂、辽远和美好啊，它
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对峙。”在对女性文学
如何参与文学生态多样性进行解释时，张莉作如
上言。“丰富、芜杂、辽远和美好”背后，是各种文
化/文学的交流、磨合与汇通，同样可以形容一切多
元多姿的文学研究/批评面貌。李继凯近年来从文
化视野观照文学，从文化思潮角度观照文艺的发
展变化，提出以“文化磨合论”辩证看待文化的互
补、平等、对话与共享等为要义。他认为，中国的人
文学科自五四时期以来，就有着在众说纷纭中崇

尚独立思考的传统，“新文学”从内容和形式上看，
也是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磨合”中诞生的文化产
物，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整体追求。

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亦在文化磨合之中，
这一结论或许在文学历史化的研究范式中更为明
显。吴晓东认为，在文学性的描述方式耗尽了自
身的能量之后，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研究的学术
转型本质上就是一种由文学性研究范式向历史化
研究范式的转向，其中包括关于心态史、文化史等
方面。当然，历史化的文学研究范式不满足于纯
粹外在于文学的历史阐释，它实际要求“形式化的
历史”，即有意义的、“内在化为文本世界中的、真
正决定了文本的形式和文本内文学图景的具体生
成的历史形式”。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避免在
范式转型的冲击中沦为其他平行学科的附庸。但
即使如此，随着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蔚为大观，面对
重回文学本身、强调新感性的声浪，吴晓东对现代
性装置生成的所谓的“内在的人”亦保持着距离，
并对长时间远离历史远景保持警惕，面对人类社
会突如其来的格局变动，大叙事能确保可以言说
的可能。

历史及历史化研究在本质上由不同个体的叙
述构成，所以个人叙述必然参与着历史叙述。在
一则对话中，吴秀明认为，既然“进入历史的文本
是人创造的，我们便不能不将探究的眼光穿越文
本而指向人”。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在历史与现实
的双向互动中，达到阐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但
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研究者的亲历经验对研究有
着决定性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十八日》中对当时的波拿巴政变的阶级分析那
独步古今的历史经验总结一样，“同时代人”往往
能够跨越所处时空，以超越时代的理性审视避免
时代进程中不易详查的局限性。“我们需要有属于
自己的方法论。”吴秀明说。

（本文为原文上半部分节选）

对话中的“学院派”声音——近期学人访谈观察

白纸一张
北京一个小胡同里，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院，四周立着

几层红砖楼，绿漆斑驳的一扇扇木窗映着堆满的书和植物。
牛仔裤帆布鞋，亮黄色外套，头上一顶毛线帽，石一枫和人聊
着天走过来，七拐八拐把我领进二楼，《当代》杂志为数不多的
屋子之一，石一枫就来《当代》工作了。

对文学的很多看法，石一枫都是在编杂志中养成的。最
初不知天高地厚，写什么都照玄照大了抡，后来发现反思现实
比超越现实更有意思。到《当代》后，他慢慢知道写作源于观
察生活，这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兴趣和意愿。

生活处处是学问，在编辑部尤其如此。大部分时间大家
凑一块儿就是聊，文学热点社会生活日常变化。石一枫屋对
面是老编辑洪清波——1992年，去西安从陈忠实手里接到
《白鹿原》手稿，一路热气腾腾揣回北京，现在退休了依然每天
过来，成了习惯。俩人常一人一个沙发，一聊小半天。

这些年，对石一枫影响最大的就是当编辑，过去写东西，
显摆的心态多，你看这话别人说不出来吧？现在明白，在“别
人说不出来”之前，得先追求“别人看得进去”，文学是读者的，
老编辑说好小说的标准是可读可感可想，他觉得这近乎真理。

文学改变命运，对石一枫，好像是反着来的。1979年生
于北京，1998年考进北京大学，2005年起当文学编辑，“没赶
上揣本油印刊物就能骗吃骗喝的好时候”。改革的同龄人，不
少同学成了高管或仕途得意，他自己都感叹，干别的没准哥们
儿早发了。

2011年前后，石一枫先后出版《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
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等小长篇，多聚焦“80后”
青年成长史。那年他32岁，最大变化是从“自然人”变成“社
会人”了，要从个人情绪中挣脱出来，用有所担当的眼光看待
自己与他者。同门师兄、文学评论家李云雷给他做了一个访
谈，叫“为新一代顽主留影”。彼时谈到写作，石一枫个性十
足，面对传统文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既自卑又自负，“我能
写的他们提供不了，他们提供的我写不了。”

10年过去，早已告别青春和青春文学的石一枫承认，那时
写作状态比较懵懂，老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
有意识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
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以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构
筑的现当代文学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如何作为现代的中国
人看待现代的中国？“那个传统正是我们在今天需要强调的”。

误打误撞
高中时，石一枫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说，题目叫《上

学》。家人拜托当时的邻居，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指导。作家
说不错，推荐给了《北京文学》。

出生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石一枫算得上正经部队大院
子弟。那时部队大院出了很多搞文艺工作的人，王朔、姜文、
崔健、冯小刚等，写作拍电影玩音乐，样样不落。那位推荐石
一枫作品的，就是同住一个院的作家余华。

成长于大院，语言浑然天成受地域文化影响，石一枫写作
和说话一样，活蹦乱跳，荤素不忌。这方面王朔对石一枫影响
巨大：“在他之前都是装着说、绷着说，他改变了传统的说话方
式，先说人话，再说有意思的人话。”有读者认为行文风格轻
浮，石一枫也认了，他希望用大家更易接受的方式，“人已经很
不容易了，再哭天抢地说自己不容易，也挺腻味的。”

在安逸环境中，文学成了石一枫的精神追求，并且愿意通
过写作保持。正因为看重这一点，杂志社才把他留下来。

回看学生时的作品，“辣眼睛，那真没法读”。创作需要
人生阅历，石一枫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抒发
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别人的价值观，在复杂互动中形成新的
价值观。

近年来，关于纯文学式微的讨论不绝于耳，石一枫觉得，
恰恰因为这样的处境，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文学最
独特的价值所在。“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娱乐形式比，文学因
为远离大资本大工业运作模式，才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
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石一枫硕士论文做老舍研究，“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王朔
之所以是王朔，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也不仅仅因为
他们呈现出北京老市民怎么说话吃饭过日子，还是因为他们
写出了一个时代最突出的发展和矛盾。”

改革开放涵盖了迄今以来石一枫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变
化。时代给他的切身体验是飞速前进，人与人关系和生活的
变化成为深刻的时代烙印。石一枫承认，比起以前，年轻一辈
作家的东西普遍发“甜”，透着没经过事儿，哪怕多么深重的绝
望往往也有装腔作势之嫌，但他觉着没什么，能意识到“甜”从
哪儿来、将来有没有可能继续“甜”下去也就够了。

温柔的蝉噪
去年中旬，石一枫完成新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出版的

热乎劲儿尚未开始，年底新作品又快完成了。他不熬夜，第二
天早上要和孩子同时起床让他养成11点睡觉的健康作息。
他没那么勤奋，笔耕不辍好几个小时在他看来不可思议，“低
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能写好吗？”

多想一步，简单的事可以变复杂。在石一枫看来，好小说
的标准只两条：能不能把人物写好？能不能对时代发言？

有次看电影，镜头拍人到窗口取骨灰盒，石一枫想，怎么
确定这个是？于是有了领错骨灰盒为起点的《漂洋过海来送
你》，以“酱油厂老职工、殡仪馆司炉工、抗美援朝英雄后代、国
外务工人员”为锚点，将“抗美援朝、国企改制、汶川地震、国际

设施援建”等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紧密串联。
各形各色的普通老百姓出现于石一枫的故事中，对文字

风格他有准确认知：我这么一个笔调，小人物写好了更有成就
感，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样子，写不好就进不了人们心里。

印象挺深的是《特别能战斗》这篇小说，最初石一枫只
觉得精力旺盛疾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很有趣，没深想这类人多
适合写成小说，后来发现从她们身上能看出新旧两种体制的
错位。中篇小说《地球之眼》的人物李牧光，石一枫本想让
他代表资本之恶，后来思考，这种人是不是也有他的情怀乃
至无奈呢？影视改编时他建议，李牧光最好能拍出点儿悲壮
感来。

“人物越琢磨越复杂，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复杂吧”，石
一枫说。

对小说中的人物，石一枫给予足够平等和尊重。让我们
洞悉人物的困境，也允许伪善者为自己辩护。对具体的人，尤
其是一个小人物，他恨不起来。即便要批判，也是对事不对
人。“社会问题、时代困境、精神困惑，都可以揭露、批判，但对
人，他们只是朴素活着，或者想活得更好的人。”

吕魁曾和同为青年作家的马小淘谈起一篇小说，说写得
特别好，像《世间已无陈金芳》那么好。这篇《世间已无陈金
芳》石一枫写于2014年，小说在4年后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
奖。一个从农村转学到城市的姑娘，历经跌宕起伏的人生，石
一枫将她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又让她重重摔了下来。

陈金芳对石一枫意义特殊。直到大学，石一枫才算彻
底走出大院，进入社会。因为封闭、见识少、脱离生活，石
一枫以前觉得陈金芳这种人是生活的非常态，年岁渐长
后，才明白人家是常态。整个过程有开眼看世界的感觉。
但常态一定合理、必然、天经地义吗？石一枫想通过写作寻
找答案。

孟繁华认为，石一枫继承了新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道路，
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面中国精神难题，构成了中国文学正在
隆起的、敢于思考和担当的文学方向。

有段时间，社会刮起气功风、传销风，尤以中年妇女为主
要受众，一时间关于大师、养生、诈骗的新闻层出不穷。石一
枫写了长篇小说《心灵外史》，主人公大姨妈从民间土方到气
功大师到传销团伙信了个遍，石一枫不想探讨“信”的对错与
价值，“如果人在精神层面上相信什么，这种相信本身比无所
相信更值得尊重”。

细枝末节与沧海桑田
由于爱人精通古汉语和版本学，石一枫曾沾光一起赴美

访学。爱人每天去图书馆忙得不亦乐乎，看他穷极无聊终于
鼓励道：写写东西嘛。跟你名字挺像那个诺贝尔奖作家，石黑
什么来着，据说长期就在阁楼窝着。

石一枫最大的毛病是坐不住，他深知这个习性不好，有时
候发狠用老腕儿的话勉励自己：有本事把我抓起来，关三年没
准儿写出《红楼梦》，最起码也是一《飘》。现在倒好，试想长此
以往，有没有可能离写出心仪的作品更近一步？

答案是否定的。太闲太静了，石一枫也许真的会修身养

性，打磨掉那股自己都看不过去的毛糙劲儿，从而更接近心里
“艺术品”的状态。但问题又来了，“那样的话，我究竟还能不
能继续写作，所写的又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石一枫认为，文学有两股劲儿，一股是从里面来的，一股
是从外面来的。他的那股劲儿，似乎是对别人的生活，对中国
社会有了研究的愿望，才确定能够认真写点儿东西。

有段时间，他重读中国经典短篇小说，发现前辈们能顺畅
地把集体性的“中国故事”和私人化“个人故事”结合起来。“然
而在今天许多作品里，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愈发泾渭分明。
一个人的故事很难再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甚至社会上的
一个族群。”

“惯性让我们试图用一个或几个观念和结论解释现实。
如果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仅停留在概念层面，那么错失的将是
更错综复杂、更一言难尽的真实。”

水面之下
马小淘在不少活动中遇见石一枫，拎着据说是夫人淘汰

下来的红箱子，穿着各式花里胡哨的牛仔裤，发觉他确实是个
“有点分裂的人”。

抛开文学，石一枫欢脱随和，热闹得一个人像一支搞笑队
伍，一触及文学，立刻端方犀利，孜孜不倦。马小淘还记得，一
次颁奖会上石一枫以庄严、虔诚、近乎老实巴交的态度发表获
奖感言，并认真谈了小说创作，和前一天在机场像吃了兴奋剂
一样手舞足蹈的状态比，简直算道貌岸然了。

谈及文学生态，石一枫很犀利，“一方面在进化，一方面也
在退化”——作家写作水准变高了，对生活的洞察能力、揭开
生活真面目的勇气变少了。

写作他算是下笨功夫的，习惯在作品中塑造一个贴近生
活的人物，或者游手好闲的文化混子，或是大城市知识分子，
通过这样的“我”作为桥梁，实现对现实逻辑的审视和反思。
后来逐渐意识到，这恰恰是一种有缺憾的叙事策略。

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的写作，初始动机就是想解决问题：
写第三人称不灵。石一枫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最大障碍是
不能以第三人称叙事。“还有点追求的话，就尝试改改，别以特
点当借口。”

石一枫二十几岁时最烦的就是现在的自己。那时他没想
过当作家，有空洞的理想，觉得自己特厉害，轻轻松松就能伟
大，具体怎么伟大也不知道。经历了20岁、30岁、到现在40
岁，生理和心理年龄都在逐步成熟。

“他有好几层”，杨新岚告诉我。石一枫理想的一天是中
午去吃首都机场的汉堡王，晚上飞到成都吃回锅肉，所谓人生
幸福时刻。“跟他相处久了会发现，除了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绝
对还有另一个他。”

海胆里面软，外面都是刺，扎手。石一枫像翻了面的海
胆，表面嘻嘻哈哈，他的锋芒与稳重藏在内里，藏在生机勃勃
的文本中。在写给孩子的成长小说《白熊回家》里，石一枫以
正义与反抗、美善与邪恶为主题，讲述了三种社会结构形式。
同儿童文学一样，应该写什么？说点能听懂的话，讲点能认同
的理，是文学面对读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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