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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可以快，

唯文学需要慢下来

作家刘醒龙做客 2016 年南国书香节，
在谈到文学写作和文化传承以及与当下
社会发展的关系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什么都可以快，唯文学需要慢下来。”
作为文学，在文化基因的传承上，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要放在中国
文化特定的血脉之中，才能体现中国文学
的特定意义。“世事都有主流，文学也如
此。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有些主流的东
西需要重新被唤起。”“最可怕的事情是我
们自己对自身文化的异化和误读。”

对于现今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作家来
说，选择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随波逐流，
要有自己的判断。现今文学的发展环境
是“社会在快速发展，什么东西都在变
快，但只有文学需要慢下来。唯有慢下
来，文学才能往更深处发展，才有存在下
去的理由”。

这里首先要讲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
题。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怎样传承的？文
化，是我们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
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这里面，有历史，
有人文，有人的精神，有生活的积淀，有
静水流深的心灵滋养。唐诗宋词，成为我
们民族永远开不败的花，是因为它经过
了历史岁月的洗礼和磨炼。四大名著，在
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越发凸显其经典、
传统的价值。农耕文明，这种历史创造的
文化，在工业化时代，其价值依旧不能被
忘记。就像我们手工做的活儿，当都改成
机械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机器做的活
儿更好、更有规则。可真正到了工业文明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手工做的活儿才更
有味道，因为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
这其实就是文化的积累、代代传承、慢慢
发展的过程。所以，真正的文化要做精做
细，就是需要慢下来、沉下来。这是文化
的属性、文化的发展规律，也是文化的品
质。这也就是如刘醒龙所说的，在中国文
化的传承上，“需要重新被唤起的主流的
东西”。而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
下，文化需要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作
家就应该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刹车
系统。

目前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现在的
文学的问题，是文学写作者对于文学写作
不够严谨、不够重视，写得太快了，出书太
多、太快，看都看不及，就像中国的发展一
样快。一些作家不再信守“板凳要坐十年
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是把“畅销”、

“版税”、“点击率”当成目标，通过文学的
“流水线制造”方式，以期尽快兑换成市
场利益……所以，刘醒龙说，“什么都可以
快，唯文学需要慢下来”，这首先是倡导和
推崇一种“慢写作”。所谓“慢写作”，就是
文学写作者要远离喧嚣的现实生活，追求
安静的心灵生活，文学是本位，写出好作
品才是最大尊严。这是一种文学态度的反
映，是一种写作精神的坚持，更是一种文
学信仰和尊严的坚守。这体现的是文学写
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在当今网络时
代，随着纸质书地位的江河日下，今天已
不是文字和书还被敬重的时代，文字的神
圣性也逐渐失去，我们怎样才能保证文字
的神圣性、叙述的神圣性以及文学的价
值？

如今，存在着各种文学态度和观念
的碰撞、冲突和对立。而面对这种冲突、
对立，不随波逐流，继续坚守文学精神的
正直高尚，保持文学的良心和尊严，追求
文学的严肃性、精神性和崇高性，这应成
为文学写作者的文学自觉和文化担当。
文学写作者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建立起对
文学的精神信仰和价值意义追求，相信
文学品格和人的品格的统一。这就是文
学写作的“主流”，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这就是文学的“尊严”。

每一个文学写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
文学存在方式，但不变的是，要有自己坚
守的文学态度和写作立场，而喧嚣、浮躁
的文化大潮退去，必将凸显其所追求的
文学理想、文化人格、精神品质的光芒。

【文学论坛】

□杜浩

不知从何时开始，“宝
宝”一词在中国的使用频率
开始急速升高。在王宝强还
没闹离婚、给“宝宝”赋予新
的含义以前，“宝宝心里
苦”、“气死宝宝了”等词汇
已经广泛流传于年轻人群
体中，成为他们表达自我情
绪的口头禅。其实，不仅是

“宝宝”，环顾四周，你会发
现眼下广大“奔三”群众几
乎在利用一切手段让自己
努力回到童年时代。无论是

“蹭儿童节”，还是在朋友圈
里自拍卖萌，抑或翻出幼年
时的动画片、小人书、零食
以示“怀旧”。80 后、90 后们
似乎在“装嫩”的轨道上越
跑越疯狂。投资商们也纷纷
推出“青年怀旧电影”、“成
人儿童节礼物”等听着就别
扭的产品，投其所好。在这
场群体的狂欢中，人们似乎
都忘记了时光在无情逝去，
我们离那个已逝的童年越
来越远。

其实，当下中国这种群
体性“装嫩”的思潮，在国际
上并不鲜见。上世纪初，苏格
兰小说家詹姆斯·巴利创造
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小飞侠彼得潘”，后来，心理
学上就多了一种疾病叫“彼
得潘综合征”，用于特指惧
怕成年社会竞争、渴望回到
儿童世界的成年人。此后，
德国作家格君特·格拉斯的

《铁皮鼓》中也塑造了一个
“不想长大”的主人公，因此
又诞生了“铁皮鼓心态”，用
以解释成年人的幼稚心理。

如果说欧美文学和心
理学为成年人“装嫩”的现
象提供了最初的个体模型，
那么，该现象的社会化模型
则是日本人创造的。早在本
世纪初，日本就出现了大批
年轻人“不想长大”的情况。
这种现象迅速对文化造成
了影响，动漫、轻小说大行
其道，而在这些年轻人所喜
欢看的动漫、轻小说中，主

人公的年龄大多被“锁死”
在 17 岁左右，这一规律被
媒体戏称为“永远的 1 7
岁”。与此相伴的则是结婚
率、生育率的直线下降。日
本学者研究后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 这些“不想
长大”的年轻人，刚好是在
日本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最后一波“婴儿潮”中
诞生的。而在日本等级森严
的社会结构当中，这一代人
在传统行业中的上升空间，
被前两次婴儿潮中诞生的

“团块一代”和“团块二代”
死死地压住。而向后看，由
于此后的日本生育率直线
下滑导致市场萎缩，本应属
于年轻人的“创业市场”成
为政府口头许诺的一句空
话。沉重的现实压力让年轻
人大量罹患了“彼得潘综合
征”。日本社会开始出现“飞
特族”(因找不到稳定工作，
长期打零工，拒绝结婚生
子)、“尼特族”(拒绝工作，
在家啃老，沉溺于动漫、游
戏世界)等群体。而这类群
体的壮大，又客观上加速了
日本的“少子化”进程。

对比日本“永远 17 岁”
的现象，中国的“宝宝”热潮
就很好理解了。对比中、日
人口增长历史，会发现中国
的人口增长曲线差不多是
日本的翻版，只不过推迟了
十年左右。由此说来，中国
的 80 后、90 后的处境，大
约刚好与日本高喊“永远的
17 岁”的那一代相当，都赶
上了本国最后一代“婴儿

潮”，是上升空间匮乏、创业
市场尤其难混、压力山大的
一代。前几年，中国网络上曾
经热传过诸如《泪奔吧 80
后，中国最苦的一代》之类的
帖子，认为 80 后遭遇的“房
贷车贷一大堆，职场、婚恋、
养孩”等压力都是空前绝后
的。这类帖子可以被视作这
一代人非正式集体性抗议，
而在抗议无效后，人群则必
然发生分化，当一部分人选
择继续前行，走上就业工作、
结婚生子的成年人生活时，
另一些人想的则是退却，像
小飞侠彼得潘一样退回童年
的精神世界——— 也许还有更
多的人选择了兼而有之，在
朝九晚五、还房贷、养孩子之
余，捎带手发两条“宝宝心里
苦”、“宝宝不哭”之类的朋友
圈，或到电影院里看两场“怀
旧”电影，感叹一番自己再也
回不去的童年。

不管怎么说，长不大的
成年人的确正在中国形成
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我们
不应该对这种现象感到惊
讶。人类的年龄层次是随着
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的。近
代以前，人类没有中年，古
代中国男子过了 35 岁直接
自称老夫。100 年以前，人类
没有青春期，十五六岁的孩
子算成人，直接被推入洞房，
或拉到战场拼命。由此观之，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装嫩”
的成年人们，也许是在用他
们的“卖萌”为人类打造一个
新的年龄层吧……我们叫
它“嫩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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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玄幻剧“霸屏”的
暑期档，电视剧《小别离》意
外出现，在两家卫视和一家
视频网站播出没多久，就成
为话题之作，在豆瓣网上获
得的评分达到 8 . 3。这是最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产剧获
得的最高分。

《小别离》引发热议，固
然因为几位主演的精彩演
技，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现实
的关注。它以小留学生为切
入点，探讨当今社会最为热
门的教育话题，触动了当下
的热点和痛点。小别离，小
切口，辐射的却是整个社会
对孩子成长教育的种种反
省。也正因为如此，在网络
IP 当道、现实主义缺席的
当下，它的出现以及围绕它
产生的热议，有着特别的含
义。

毫无疑问，电视剧《小
别离》是“现象级”的，因为
它将镜头对准了当下社会
正愈演愈烈的低龄留学潮。
相对于“亲子剧”这个标签，
我更愿意把《小别离》称为
都市家庭伦理剧或情感剧。
它改编自鲁引弓的同名长
篇小说，准确地说，是改编
自《小别离 1 》。毋庸讳言，
从文本扩容为电视剧，内容
的相对稀释也是在所难免。
比如三个家庭的社会层次、
孩子学习成绩的设置，表面
看有利于故事的编写和主
题的凸显，但其实并不完全
代表当下整体的教育现状，
反而有单一化、刻意化之
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主
题深层次的展现。在一些细
节处理上过于巧合，这在表
面看来是为了帮助电视剧
剧情快速推进，仔细琢磨，
就会发现略微经不住推敲。
但观众仍然给它打出了近
期国产剧少见的高分，可见
是瑕不掩瑜。在当下充斥了

玄幻剧的荧屏上，《小别离》
的出现无疑是一股清流。它
如同一架显微镜，伸入三个
家庭，表面上看是在说要不
要让孩子小小年纪就出国
留学，实际上却折射出了当

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
虑。因此，作为当今通俗戏
剧的主流品种，电视剧《小
别离》不仅在李渔认为必备
的情节性上超了标，而且并
不像李渔本人的作品那样
有情节而无品位，换句话
说，并不像李渔的戏那样失
之于高格调的缺失。故事的
明快节奏和人性的脆弱、羸
弱形成有机律动，是“小”与

“大”的结合、“内”与“外”的
结合，也是“纵”与“横”的结
合。如果说原著作者以智慧
的眼光和圆融的思维较完
美地实现了自身二十余年
媒体经历的文学化，以小说
的形式实现了与公众的对
接，那么，同名电视剧以看
似平常实则奇崛的专业技
巧成功实现了小说的电视
剧化，坦然面对更多的公
众，更接地气——— 自首播以
来，该剧吸引了众多粉丝，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
小学生——— 他们本来是来
看 TFBOYS 的，没想到却
看到了说出他们心声的方
朵朵和张小宇，立刻锁定了

《小别离》。
这也就是说，除了剧中

家长们的职业、脾性各异，
言行比较符合设定人物的
身份、性情和故事场景，形
象比较真实可感以外，《小
别离》在初中生形象的塑造

上也较立体丰满，偷偷写小
说，偷偷去听偶像的演唱
会，偷偷把同学的宠物抱回
家 ，偷 偷 隐 瞒 测 验 的 成
绩……这些当下孩子们经
常干的事情，在剧中不仅得
到了细致的表现，还得到了
某些家长一定程度的宽容
和谅解甚至纵容。这对于小
观众来说，不仅真实性很
强，令他们产生很强的代入
感，而且他们还仿佛看到自
己的妈妈像“海清”一样不
断唠叨孩子卷面上不太好
看的分数，更希望自己的爸
爸像“黄磊”一样，偶尔偷偷
地找借口把孩子从课堂里

“救”出来，去游乐场！这也
许是在目前的教育状况下
他们放松减压的上佳良方，
会成为他们最宝贵的记忆。
编剧借剧中人所揭示出来
的教育现状和教育理念，不
仅直击人心，亦发人深省。

《小别离》这个名字，很
容易让人联想起《目送》。如
果说学习目送孩子长大成
人的背影是为人父母者的
必修课，那么，别离则是人
生的必修课，不仅可以是本
剧的主题，即父母与孩子的
别离，也可能以其他的形
式体现出来，比如，除了生
离还有死别。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小家庭是社会的
折射。显然，题目里的“小”
和社会形成对立统一体，
反映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
景，触及当代人内心深处
的纠结、挣扎和不甘。该剧
承袭了原著主题的敏感性
和当下性，以小见大，力图
一窥低龄留学潮之一斑而
见当下社会之全豹，从寻常
小人物、市井人家入手，折
射时代的大变局以及众生
百态，暴露人性的软弱，也
不回避社会现实。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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