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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己的作品终于被评论家指出问题的时候，作家阎连科并
没有不满，反而眼前一亮。只是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对阎连科作品
的批评，仅仅在一句“阎连科的写作变得更为浮躁”后便戛然而
止，这种点到即止的批评在阎连科看来多少有点“不过瘾”。

这已经不是阎连科第一次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表达不满，他总
觉得现在的文学批评与创作存在一层隔膜，并不时流露出对上世
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黄金时期的怀念。循着阎连科的追问，本报
记者梳理了一些书籍、文章，呈现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

一团和气的文学批评
——— 由作家阎连科的追问说起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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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和气的批评让文坛失去生气
身为作家，阎连科非常看重文

学批评的作用。按照他的观点，文
学的组成包括作家、批评家和读
者，三者缺一不可，“文学批评在一
定程度上不仅会推动文学的发展，
而且会矫正文学的发展”。

在一次接受媒体访问时，阎连
科解释了批评家对作家的重要性：

“批评家首先可以帮助作家读很多
书。其次，作家的理性永远没有批
评家更清楚。第三，与作家比起来，
批评家更具比较性，他们为你的作
品找到位置，纵向上在中国文学史
上处于什么位置，横向上跟国外文
学比较又处于什么位置。”

遗憾的是，现实常常让这位作
家感到不满。阎连科直言，现在很
难看到那种非常热烈的、不同角色
你来我往的交锋。一团和气的文学
批评氛围下，文坛自然少了生气。
虽然问世的文学批评文章不可谓
不多，但大浪淘沙后，能够真正指

出问题的文学批评文章少之又少。
今年 6 月，作家王安忆在复旦

大学出席“新世纪文学理论座谈
会”时，也表达了对文学批评现状
的不满：“今天的文学批评使我感
到恐惧，对所有的批评我都是不看
的。”在王安忆看来，如今的文学批
评家非常强势，众生喧哗之下是铺
天盖地的文章，一些作家的作品被

“蛮横”曲解。
去年初，批评家汪政、晓华的

文学评论集《我们如何抵达现场》
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当下文学批
评的新成果，《文艺报》刊发了书评
人韩松刚的书评文章。在这篇文章
中，韩松刚指出，现在的文学批评
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对文学本
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
解读和分析越来越少。在文学批评
家的眼里，作家仿佛已经“黔驴技
穷”，而文学也到了“日暮途穷”的
地步，似乎已经没有值得去关注的

价值和意义。
阎连科也有相似的困惑，在他

的观察里，现在的创作与文学批评
之间存在一些隔膜，批评更习惯于
归类总结，而对文本作品的批评太
少。这就难免导致批评流于简单的
归纳而缺乏精确的分析，“中国当
代有一批极具前瞻性和独创性的
作家，但是，却缺少具有前瞻性眼
光和独创性分析的文学批评”。

在一些文学评论家看来，如今
的文学评论难度也在加大。文学评
论家雷达就曾指出，在今天做一个
文学评论家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
难。雷达解释说，今天的批评家不
仅要面对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还
要面对一个完全开放的、陌生的、
广阔的世界文化，在应对现实世界
的纷繁复杂的同时，还要面对网络
世界的纷扰，这就导致今天的批评
家要解决的思想问题比过去的批
评家多得多。

宽松的社会环境曾造就了文学批评的黄金期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其著作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指
出，中国之所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
批评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缺
乏有利于批评家正常成长和发展
的环境。“我们生活在一个敌视批
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里。”李
建军在书中说，多数人信奉的生存
哲学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
么，凡事必然都是可以妥协的。这
种思想如果主导了批评界，尖锐的
批评和坦率的质疑的生存空间自
然越来越小，甚至会被认为是“舞
着狼牙棒”的“搅局”，是别有所图
的“人身攻击”。

有感于文学批评的“一团和
气”，阎连科承认，文学和文学批评
已经过了所谓的黄金期。很多作家
和批评家在讲话中，经常会流露出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追忆。如阎连
科所说，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
期，文学批评同样如此，“那个时
代，文学批评帮助了文学，而文学
也带动了文学批评，相辅相成”。这

很像著名学者陈思和描述的创作
和批评的理想境界：“相互较劲，相
互成长。”

几年前，学者查建英的《八十
年代访谈录》出版后，曾在社会上
引发了一股回顾和反思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热潮。在这本书中，查建
英的访谈对象包括阿城、北岛、陈
丹青、甘阳、田壮壮等那个年代引
领潮流的风云人物，访谈进行得较
为深入，展现了那一时期的独特气
质和氛围。《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对
那个充满理想气质和批判精神年
代的追忆与致敬，如查建英所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远非一场
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精英为骨干
的‘文化热’所能涵括”。

1985 年前后，刘再复提出了“文
学主体论”与“性格组合论”等观
念，他的著作《性格组合论》问世
后，迅速成为畅销全国的书籍。彼
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十年
浩劫的创伤，文学的政治色彩弱
化，更强调人文关怀；同时得益于

改革开放后的国门大开，对西方人
文社科类书籍的引介力度加大。文
学评论家王尧在受访时说，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文学具有某种过渡性
质，它告别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过去，恢复的是“五四”新文学传
统，也开始重新与西方文学对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宽松的社会
氛围，也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了
一个复苏的土壤，文化批评家朱大
可就回忆说，当时的社会上洋溢着
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气息。王安忆更
为怀念的是，当时写作与批评同时
发声，双方保持和谐、平衡的关系，
评论界不像现在这般来势汹汹。

文学评论家许子东讲过一个
关于莫言的故事。《透明的红萝卜》
问世后，1985 年，一众作家、评论家
为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莫言开作
品研讨会。“妙的是大家都说《透明
的红萝卜》好，但是每个人都不明
白讲的是什么。”

在这种氛围下，韩少功、王安
忆、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横空出世。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商品化
浪潮下，“人文精神危机”陆续显
现，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
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一些知识分
子和学者的文学理论实践，已经从
人文精神中退场，在商品经济和资
本的冲击下，不再承担社会良知守
望者的职责。

1993 年，一批知识分子曾发起
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曾引起
不小的轰动，但人文精神的缺失在
今天依然普遍存在。

这种风气也直接影响了此后
的文学批评。阎连科说，随着商品
社会的到来，文学和文学批评都出
现了问题，“它们之间越来越分离，
甚至已经各成一家”。

文艺批评家谢有顺曾专门就
文学批评的衰落撰文。在他看来，
现在重提一些业已失去的批评品
质非常重要，它可以防御批评家落

入新一轮的精神腐败之中，“就当
下的批评现状而言，批评家现在最
需要恢复的品质是批判性，即精神
的锋芒”。然而，让谢有顺失望的
是，这些批评品质并没有得到普
及，相反，会议发言式的、不负责任
的吹捧文字却越来越多。

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
敌人》一书中提到过一个故事：在
一个严肃的场合，一位批评家用
夸张的语言评价一部被炒得热火
朝天的小说。不过，这本书在李建
军看来完全达不到这个水平，“批
评家的评价竟然如此出格，如此离
谱”。

在这本书中，李建军语气不无
激烈地说，如今文学批评几乎成了
谎言和欺骗的代名词，作家和批评
家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利益，心照不
宣地利用传媒进行文化欺诈。一些
批评家将粗糙的作品表扬成《红楼
梦》，这种行为在李建军看来，与

“睁着眼睛说瞎话”无异。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阐述

了李建军期待中“真正的批评”：它
应该是充满辩论色彩的争论，可以
直率、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
的攻击，用事实和作品本身说话，
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从功能和作
用上看看，文学批评应积极地影响
读者的阅读和作者的写作……批
评会潜在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
气和精神气候。”

文化批评者凌越则认为，中
国的当代文学批评还有两个特别
的困境，一个是如今的出版呈爆
炸性增长，从庞大的文学垃圾堆
中筛选出几粒小小的珍珠殊非易
事；另一个困境是中国当代文学
整体水准不够高，“既造就不了自
己的文学大师，当然也就难以喂
养出一流的批评大家。一流的文
学家和一流的批评家往往是相辅
相成的”。

文学批评应恢复精神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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