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文学大家的纪录片

周梦蝶、王文兴、杨牧、
黄春明和痖弦，当这几位台
湾文学大家的名字出现在两
辑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
中时，很多大陆读者顿时深
受震撼，惊叹原来“岛屿”还
有这样的写作者。他们在大
陆文学圈里早有名气，但对
普通读者来说，毕竟是第一
次见到其人其作，而这也恰
恰折射出台湾作家作品在大
陆读者群中仍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陌生”。

对此，学者申霞艳认为，
相对于白先勇、洛夫等，黄春
明和痖弦知道的人的确更少。

“文学传播不仅跟时代因素有
关，也跟艺术技巧和审美趣味
有关。比如黄春明在台湾本土
文学史中地位很高，成就很
大，是乡土文学运动最重要的
代表，但在大陆出版的东西并
不多。”申霞艳表示，痖弦是台
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流传
却不如余光中、洛夫广泛，“我
觉得可能诗歌传播主要还是
韵律的原因，朗朗上口的诗歌
容易传播。现代诗往往追求难
度而不讲究韵律，流传就会受
影响。”

谈到大陆读者对台湾文
学的集中了解，则不得不提这
十年来的“港台文学热”。在这
股热潮中，朱天文、朱天心、蒋
勋、张大春、骆以军、舒国治、
杨照这些作家都让大陆读者
如追星般地捧了一阵。出版人
杨静武在2009年左右开始真正
关注台湾文学和出版，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杨静武指出，如
果从广泛的文学范畴来讲，像
琼瑶、三毛、朱德庸、痞子蔡等
作家的作品都算热门。但是，
如果要说有一些作品的传播
没有达到一个很大的范围，这
跟文学属性有关。在他看来，
还有很多高端严肃的文学，其
接受程度远远不够。

尤要一提的是，尽管“港
台文学热”曾经拉近了大陆读
者与台湾作家的距离，也推动
了一批台湾文学作品在大陆
的出版。但是，随着近两三年
来这股“港台文学热”的降温，

曾经备受读者青睐的几位台
湾作家“幸运”地被渐渐深入
了解，但实际上还有大多数

“应该出名”的台湾作家却不
像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
少数作家一样享受同等“接受
待遇”。

台湾文学经典30部

在上世纪末，台湾曾评选
出“台湾文学经典30部”，山东
大学黄万华教授专门撰文，认
为这30部文学经典为审视台湾
文学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

台湾文学经典30部中，创
作时间最早的当推吴浊流的
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台
湾文学经典以本土作家的长
篇创作为起点是颇有意味的。

《亚细亚的孤儿》诞生于日据
后期台湾进步作家的秘密写
作状态，吴浊流闭户秉烛，书
稿秘藏于炭篓之中，完稿一批
即被秘密转到乡下。

入选的台湾文学经典中，

跟吴浊流遥相呼应的该是简
媜，因为她是入选作家中最年
轻的一位，且在钟情传统上有
独异表现。简媜在描绘台北时
曾有入骨的剖析：“台北打破
四季，模糊国界，兼具最草根
的古典与最前卫的现代，勇于
嬗变，拙于处理变化所带来的
灾难，终于出现了独树一帜的
台北逻辑。”简媜的散文自然
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但她的
创作所呈现的中华传统性和
台湾草根性的一致，则给人许
多前瞻性启示。

白先勇的《台北人》在该
次“经典评选”中以第一高票
当选，因为《台北人》虽然写的
是台北，却也可说是他对整个
历史、文化的哀悼和反思。展
开来看，从吴浊流到陈映真、
七等生、李昂，台湾文学一直
显示出很强的叛逆性，这种叛
逆性有侧重指向政治层面的，
如陈映真的《将军族》；有侧重
指向伦理层面的，也有侧重指
向人性层面的。

入选“台湾文学经典”的
29位作家，或寻求社会使命
感和文学创新意识的沟通，
或超拔于世俗世界，探索人
类生存本体，他们都具有很
强的文学主体意识，却将拓
宽、深化社会的文学审美品
位视为根本。以诗为例，作为
最纯的文学样式，“台湾文学
经典”新诗类选入了痖弦、郑
愁予、余光中、杨牧、周梦蝶、
洛夫、商禽7人的诗集，或古
典，或现代，或传统，或西化，
但都极端个人化。此外，各种
文学的“异数”也都可能被容
纳，赖声川的剧作“成功结合
了精致艺术和大众文化”，而
王文兴《家变》那样极具实验
性、前卫性与争议性的作品
也在经典榜上有名，都可以
说明这一点。

“台湾文学精神”是个大
话题，30部“台湾文学经典”使
我们再次思考台湾文学精神
的内涵，包括它对中国文学精
神的丰富和调适。 （宗禾）

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的
上映似乎又点燃了人们对梵高的
热情：组成电影的65000帧画面全部
由手工油画构成，包括梵高本人的
120多幅画作和125位画师绘制的模
仿梵高风格的画作。早在1929年，
著名画家丰子恺曾编著过一本传
记《梵高生活》。在丰子恺的笔下，
梵高是一个宗教上的圣徒，艺术上
的赤子：

1888年2月，梵高到了地中海边
的法国小镇阿尔。从阴湿的冬的都
会逃出，来到这南国地方，早已是
骀荡的春日了。太阳的恋人欢喜至
极，不知不觉地叫道：

“这里同日本一样美丽！”回顾
三百里以北的故乡，只觉得一场悲
哀旧梦。他就写信给贝尔纳：

“此地空气的透明，与愉快的
色彩的效果，无异于日本，真是美
丽！水在景色中，犹如我们在‘锦
绘’（Nishiki-e）中所见……壮丽的
金黄色的太阳！——— 然而我还没有
见过此地的最美丽的夏景。女子的
服装很美观。尤其是在星期日，可
以看见非常简素的、美好的色彩的
配合。到了夏天，也一定更美。”

不久夏天到了。他写给贝尔纳
的信上这样说：“我在这里比在北
方健康得多。我在正午的烈日之
下，也在麦田中工作。像蝉一般地
欢喜它。唉！我悔不早十年，二十五
岁的时候来这地方！——— 那时候我
只晓得欢喜灰色，或竟是无色。”

他在灼灼的太阳之下，一刻也
不休息地描画。偶然遇到事故而不
能工作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苦
痛。凡有太阳的时候，他的画笔未
尝停顿。晚间，或天气不佳，而太阳
不出的日子，他就利用这时候写信
给远方的朋友——— 弟提奥、知己贝
尔纳，报告他的制作的经过、计划、
技巧上的问题，以及关于自然、人
生、艺术的感想及信念。有时把日
常生活中的琐末的事故都详细地
报告他们。作品与书简，一样能发
泄他胸中的感情。

夏日的阿尔，每天赤日行空，
没有纤云的遮翳。生于北方的梵高
身体上当然感到苦痛与疲劳。然而
日出的期间，他从不留在家里，总
是到城外的全无树影的郊野中，神
魂恍惚地埋头于制作。他呼太阳为

“王”！制作中反把帽子脱去，以表
示对太阳王的渴慕。

梵高初到阿尔的时候，借宿在
一所饮食店内。每天付宿食费五法
郎。不久又节约生活，减少为每月
四法郎。这数目在现在看来真是极
微，然而在三四十年前的当时，又
在他的不如意的境遇之下，是很不
容易的事了。他常常在给贝尔纳的
信上愁穷。他在这饮食店内滞留约
数月之后，觉得生活费超过预算太
多了，写给弟的信上有这样的话：

“只是费用增大，而画全无可观。这
是我的悲哀！”

然而他并不失望，因为有极美
的自然展开在他的眼前：“久留在
南方，我相信早晚必有成功的一
天。我正在接触此地的新景象，而
研究它们。幸而身体健康，想不致
有失望的结果。我因种种理由，想
在这里找到一所隐居的房屋。”

到阿尔后两个月，梵高果然找
到了一间空屋。这屋傍着街道，前
面有蓬蓬的草地，地点接近铁路，
火车的声音时时飘入窗中。隐居处
已经确定，他就欣然从事制作。关
于这房屋的事，他曾写过许多信报
告弟和贝尔纳，有时在信中加描说
明的插图。生活常是拮据。这不但
是贫乏的缘故，根本上由于他不会
处理现实生活，没有冷静的判断所
致。他只知信任自己的善，直道而
行，不知顾虑他人。

丰子恺笔下的梵高

曾呼太阳为王

【人物志】

短短11个小时，喜马拉雅
第二届“123知识狂欢节”就追
平了去年全天的销售总额，而
最终成绩更是以1 . 96亿元实现
了近400%的增长。当知识付费
来到2017年，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特别是90后开始愿意为内
容买单。

别人晒双十一、双十二的
购物清单，供职于外企的小李
却说，这两个节日之间还有个
节———“123知识狂欢节”，习惯
在上下班路上利用碎片化时间
的她，早早领了《蔡康永的201
堂情商课》5折优惠券并准时下
单。“码农”阿江平日除了写代
码，更关注商业金融信息，一直
在喜马拉雅听免费节目的他也
终于“剁手”，购买了《耶鲁大学
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

从全平台范围来看，“123
知识狂欢节”销售额Top3的课
程分别为：《蔡康永的201堂情
商课》《不一样的新概念》《郭
论：郭德纲首档音频脱口秀》。
其中《蔡康永的201堂情商课》
销售额超千万元，成为内容消
费的“爆款”。从细分榜单来
看，教育培训、人文历史、儿

童、女性情感的课程销售额均
在快速成长，就连00后也已经
开始投入内容消费，在父母的
支持下购买学习类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张
萌：人生管理课》等一些针对
更年轻用户的课程在今年的

“123知识狂欢节”表现突出。喜
马拉雅FM后台数据显示，25岁
至34岁人群在今年“123知识狂
欢节”的参与用户中占比超过
七成，其中90后成为绝对主力，
他们更偏爱购买个人成长类、
商业财经类的课程。对90后来
说，付费阅读、为内容买单、花
个几百块钱来订阅课程，逐渐
变得和为游戏充值、订外卖一
样习以为常。可以说，90后对

“补脑”的需求旺盛，单纯的娱
乐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精神
需求，能实现长期收益的内容
消费开始成为新选择。

有趣的是，在不久前结束
的“双十一”，阿里零售平台上
数据显示，购买植发、护发产
品的90后消费者已占了36 . 1%。
在焦虑青年近来被不断提及
的背景下，这个数据也从另一
个侧面显示年轻人群偏焦虑

的精神状态。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网络

知识付费用户已达到5000万，预
计未来一年知识付费市场的总
体规模将达500亿元。知识付费
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在
经历了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
的2016年之后，知乎、得到、分
答、微博、微信、果壳、36氪、虎
嗅、钛媒体、小密圈……这些平
台火爆的原因都直射出人们思
维转变的体现：在人们物质需
求基本得到满足后，开始转向
提升精神消费。特别是小白中
阶层，为了追求更快的自我提
升，进行碎片化的学习显然很
有必要。而由于免费信息量严
重过载，于是人们就倾向于用
付费的方式筛选自己认为有价
值的知识。

不过，用户付费只是开
始，用户购买的知识是否物有
所值，是否能够深度吸收知
识？不难发现，当下的知识付
费，很多时候只是披着知识外
衣的粉丝经济，其“爆款”产品
都表现出三个特质：一，快；
二，省；三，照我说的做，你就
能像我一样成功。所谓知识，

不过充当了购买者和偶像之
间深度交流的一种媒介而已。

曾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晒
出自己知识付费这两年的账
单：“在知乎上买了46次讲座，
1500元；微信上买了21个讲座，
约500元；在得到上买课程，300
元；参加过两次早睡早起打卡
群，100元……”尽管购买的课
程都是进行时间管理、阅读写
作、高效工作的，可其拖延症
依然严重，写作能力也没见到
提高。这位网友因此总结说，
一切的根源还是在于自己缺
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由此导致
缺少判别力。

就如我们的微信里面收
藏了很多内容，但是后期自己
打开阅读的内容少之又少，收
藏时的“以后慢慢看”变成了
扔进去再也不打开的“黑洞”。
显然，知识付费并没有消除用
户的焦虑感，与其说买的是知
识，不如说是为自己寻求一个
心理安慰或获得感。

因此，如何让优质内容实
现可持续，让知识付费行为变
成用户习惯，成为各运营平台
接下来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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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岛屿写作

14日，著名诗人、台湾文学家余光中病逝，他的代表作《乡愁》又被无数人
随口咏诵。无论是在聚焦台湾文学巨擘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还是在

“台湾文学经典30部”的评选中，都不曾落下余光中的身影。然而，余光中在台
湾文学史中的地位如何?与他比肩的台湾文坛作家诗人还有多少？究竟台湾文
学的完整拼图还有多少是大陆大众读者仍未看到的？

“焦虑”的知识付费
【洞见】

□晓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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