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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明，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
第二十八届作家高研班（深造
班）学员。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
专业作家。兼擅小说、散文和诗
歌，出版长篇小说《拯救河流》，
诗集《时间与河流》，散文集《少
年史》《田野的黄昏》《与父亲的
战争》等多种，逾250万字。作
品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
《全球华语小说大系》等200多
种选本。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
迅文艺奖、首届广东省小说奖、
首届广东省诗歌奖、第二届广东
省散文奖、第三届《文学港》“储
吉旺”文学奖、第三届《广州文
艺》都市小说双年奖。

再续文学的先锋精神——读黄金明“地下人”系列小说 □陈培浩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不在远方在身边
□李学辉

诗意在远方，人在身边。什么时候认

识一个人或读一个人的作品是命定的，

在鲁二十八认识黄金明是一种缘分，这

种缘分源于文学，但交往或多或少有点

相同的癖好。

一南一北，个头不高，不开微信，在

颜值当道和自媒体时代，有着那样一丁

点落伍，或者不可思议，但金明坦然，我

也坦然，于是，我们的大多交流便在散步

时进行。或家庭，或文学，或其他。一个生

活化的黄金明和痴迷在文学中的黄金明

便有了交集。

广东无雪，金明偏爱雪。在北京的雪

意中，他释放出的是对娇儿的爱意，一遇

雪天，他总想拍点照片传给孩子看。“雪

的个头好大”，这样的句子出自他口中，

理所应当。他爱静，有时静得让人产生出

许多联想，这与所谓的宅有着本质的区

别。不睡软床，爱打太极，讨厌雾霾，拒绝

喧哗，这一切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诗意便

拂拂而出。他读书很博，眼光犀利，不入

法眼者不屑一顾，往往又闪现出哲人的

气质。这样的人是心藏锦绣的人。

有两个话题我们讨论了很久。一是

文学中的井底之蛙。我们是多么佩服那

个井底的青蛙，天就那么大，能把那么大

的一块天看穿看透，需要多大的耐力和专

注，又是多么的富有智慧，从中还能体现

出那只青蛙的精神质感和栖息地。二是哪

有那么多经典，别苛求。缘由是走向自己

太难了。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忠于自己内心

的表达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后来看北京

卫视的一档《中国意象》节目，此语陈道

明先生亦庄重提出。看来，每个创作者都

有自己心中的经典，但经典却并非人人

都能拥有。有时聊到各自的作品，金明毫

不掩饰自己的看法，以诤友直面问题。他

的“小说能否站得住脚”的诘问，往往让

人在下笔时思忖再三。

他的作品是水性的。而我的创作则

属于土性。王十月曾云：“金明小说好。难

得还有时下少见的低调。”低调是一种姿

态，更是一种智慧。金明寄送了《田野的

黄昏》《与父亲的战争》《拯救河流》等书给

我，我便往往沉浸于他经营的文学氛围

之中。那个叫凤凰的村庄，曾承载着他的

忧患童年；那个叫广州的城市曾沉淀了他

多少伤感的梦想。我常常想，黄金明生于

斯，奋斗于斯，不想成为一个作家都难。

在鲁院，我曾就金明的作品写过两

段阅读札记：

寻觅中国好小说，不可不读黄金明

的小说。黄金明的笔下有一个无限的世

界，他在这个世界的空间和时间中驰骋

出一个迷宫，让探索意识天马行空。扑朔

迷离中，一个博大想象具有未知可能的

隐寓如万河之流相互搏击缠绕。“他和他

的舌头就像两匹马在青草繁茂的原野上

相互追逐，像鹰隼和它的影子一起穿越

了密匝匝的云层……”像这样较具复调

意味和乐感的句子在现今诸多作家的作

品中已很稀有，这才是具有奇质的文学

语言。黄金明认为自己有散文传统，其实

这与传统无关。散文易写难攻。他的笔

下，无论家乡抑或广州，山水河泽，无不

洋溢着现代观感的阵痛与自虐，使人惊

心动魄。能把物象穿透，而用宽域或反复

的文字表达，父爱与自悟叠加，这乡村世

界便变得虚无空荒。他的笔下有江河奔

流之势，挟裹思绪一泻千里，或锦鱼跃

面，或黑鲨噬吞，让人在心惊胆战中目穿

一种幽邃。动辄浮漂的怪异意象，绕水而

突。黄金明颇得里尔克、博尔赫斯、纳博

科夫、帕维奇等人的真谛，以无限的可能

性让小说和散文互动。

黄金明的小说有一种可贵的探索精

神，他的“地下人”系列小说中的前瞻和

隐寓，把一种病相和时代对接，有中国式

卡夫卡意味。他脑中装着一个支离破碎

的世界的拼图，用文字语言作为线条和

色彩，以有形对无形，以无形对虚妄，人

游走其中，犹如鬼魅，但又贴在现实的盘

上，人性在干枯中如叶般无风自落，有种

彻骨的冰凉。从中国被贯之的先锋小说

发轫至今，如此逃离和自建者不多。他的

切割，把现实截开断面，让爱一片一片叠

加，不堪重负的爱轰然倒塌，附载的精神

在虚无中游荡，形成了黄金明式的魔法。

根城溃崩，屠户爱画，这世界在捉摸不定

中把古今能相缀的东西全熔在一起，产

生了琥珀效应。那个藏在洞城的人，早已

有了翅膀。只是，外面的人听不到他绝望

的呐喊而已。

可惜，这样能碰撞出火花的日子实

在太短。因而，我们更加感谢鲁院。我知

道，一个讨厌雾霾的人内心肯定向往一

片晴朗。后来，因市文联换届，我把后面

的任务托予金明，提前一周离校，但那不

是最后，而是新的开始。鲁二十八结业

后，他回了他的广州，我仍固守在武威，

为文学，为生活。想他了，便发条信息，他

回复也快，内容依旧简洁，但多了温暖的

问候和祝福。他仍在写他的小说，我也努

力地写我的小说，只不过关注的视点不

一样罢了。

□黄金明创造另一个现实 ■印 象

我羞于谈论我的小说（写创作谈的乐趣相对较少；谈创作让我胆怯、厌倦乃

至恐惧；我不在我喜欢的小说家之列，也不是谈论的合适人选；我热衷于文本实

验，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朝三暮四的理论或观念；我的小说难以谈论）。我不自

信。但没有谁比卡夫卡更不自信。这就可能不是问题。我为提及卡夫卡脸红，不

是要高攀，我为对不自信偶感怀疑而羞愧。博尔赫斯在《另一个我》中讲述，他在

剑桥遇到了一个年轻得多的“我”。现在，我遇到了作为作者或叙述者的我，还将

遇到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的我。这些“我”的聒噪让我不安。

《花城》（2006年第1期）“花城出发”栏目做我专辑，我撰文说：“我要的是另一

种小说。我要的小说很难完成，我准备好了失败与耻辱。”11年过去了，这印证了我

的“失败与耻辱”，也看清了成功学的虚妄。这些年来，我究竟写了什么？我将这些

小说的作者视作他人，才能大言不惭地对其品头论足：《我们的弱点》讲在实行爱

情配给制的荒诞社会，恋人必须戴着镣铐相爱，叛逆者为了自由而自囚于树洞。

《挖洞记》中有人穷极一生在挖掘一个庞大的洞，仿佛在创造一个伟大的零。在“地

下人”系列小说中，这个洞被扩大成了地下天空。“地下人”系列虚构了未来世界的

地下城。地上城和地下卫星城犹如树冠和树根，互为倒影。由于生态恶化，灰霾肆

虐，城市的天空、泥土和植物都消失了，人类不见天日，而古老的奴役与反抗仍然

存在，并花样翻新。该系列杂糅了科幻、侦探、悬疑、言情、革命等元素，也融入了生

态主义的探讨及对科技主义的反思，对人类未来生活进行了反讽性书写。这是一

些充满狂想而不可理喻的人。我在创造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可能的、潜在的、想象

的、对立的、分裂的、反面的、异端的、还未成形的或不存在的自己。我在创造另一

个我吗？犹如雕刻家通过石头中剥离的雕像而完成自己。

我希望每篇小说都有其面目乃至有文本上的多重属性，这些孩子不像兄弟

也不像父亲。我对写下它们及当时书写的自己略感惊异，就像父母面对难以理

解的孩子（对一字不识的母亲来说，我的小说是她无法进入的世界）。我对这种

谈论感到困难。我作为小说家略感尴尬。这是自找的，也就没有挫败感。正如弗

罗斯特《未走之路》一诗云：“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

截然不同”。

我看重现实感。现实瞬息万变，难以捉摸，呈现出钻石或棱镜的立体感及复

杂性。小说不是镜子，不能满足于反映；也不是奴仆，不能被现实呼来喝去。当

下，各种事件及信息铺天盖地，小说家必须有所发现并挖掘其精神性。我对影像

记录般的小说敬而远之，也不信任一竿子捅到底的线性叙事。好的小说反映现

实，更好的小说揭示现实乃至创造新世界。也许，现实主义是“无边”的。谁能否

认卡夫卡的现实性？他的写作跟他生活的世界及他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巴尔

扎克也是，但他的时代远去了，卡夫卡式的世界仍在持续。

相对于写尘埃落定的现实（只有僵化的文学，哪有定型的现实），我更愿去

写流动的、潜在的、可能的、想象的现实。现成的道路有千万条，但不是我的。形

式是小说的外套、面具乃至面孔，你借用了别人的形式，跟借用衣物没有两样。

那没劲。你得为自己发明一种写法。我重视形式创新。创造另一个现实，是我的

意欲。

1990年代以后，当年热衷于叙事迷宫、形式

试验的先锋小说家集体开始了“现实化”转向，无

论是格非、余华还是苏童，从题材到风格，都有着

明显的“去历史化”之后的“再历史化”倾向。格非

在其演讲“重返时间的河流”中引用了本雅明的

话“你要提供意义，你要提供道德训诫，你要提供

劝诫——要对人对己有所指教”，表明曾经的先

锋小说家从“非历史化”的形式实验激情走向“再

历史化”的现实思考的转变轨迹。这种转变因回

应着复杂的现实、时代和中国小说史的复杂动因

而发人深思。不过，它并不意味着，形式实验已经

不再需要甚至是山穷水尽。某种意义上，“写什

么”和“怎么写”永远是两个交替前进的车轮。我

愿意在这个背景下谈谈黄金明这几年来在《花

城》《芙蓉》《小说界》《广州文艺》等期刊发表的

“地下人”系列小说及其意义。

“小说园”或叙事实验室
黄金明以诗歌出道，近年在散文、小说方面

成绩斐然。他的诗歌具有极强的语言和思想辨析

度；他的散文通过对故乡的深度人类学和存在学

挖掘而别开生面；可是，“地下人”系列小说使他

的文学面目有了更丰富的层次和内涵。甚至可以

说，“地下人”的小说实践使黄金明的写作面目得

到了全新的生成。“地下人”系列包括《剧本》《寻

我记》《实验室》《蝉人》《看不见风景的房间》《倒

影》《小说盗》《讲故事的人》等8篇，约30万字。

小说采用了橘瓣式结构，每篇各自独立又相互渗

透，想象了人类在21世纪中叶的生存境遇、精神

生活及其出路。“地下人”系列小说既通过对未来

世界的空间及变形想象（胶囊公寓、人造天空、人

造宇宙、逆进化的人等等）而包含了对现实的寓

言化指涉；同时，这批小说由于内在的多声部复

调特性和对小说本体的探讨而具有相当强的实

验小说、元小说特征。某种意义上说，“地下人”系

列的最大价值恰在于它的现实关怀和实验激情

的融合。在我看来，“地下人”系列的叙事实验，至

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鲜明的套层叙述特征。故事套故事，

或者多个叙事层面的交错是现代小说乃至于后

现代小说的常用手法。事实上，套层故事在古典

作品中也层出不穷。传统叙事虽然常倒叙、插叙

不同时间层的故事，但某个支配性的时间层是清

晰易辨的。可是我们看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寒冬夜行人》《宇宙奇趣》等作品，会发现叙事时

间层的等级性和秩序性被一种后现代的文本嬉

戏热情所消解。不难看出黄金明对卡尔维诺的服

膺。多个叙事时间层的交错和“倒影”关系的设置

正是“地下人”系列孜孜以求的目标。卡尔维诺的

小说基本是一种二级套层：马可·波罗向忽必烈

讲述东来旅途所见的55个城市奇观（《看不见的

城市》）；两个图书馆读者的阅读串起的10部未

完成的小说（《寒冬夜行人》）。黄金明则将这种套

层叙述变得极其复杂错综。《剧本》中，第一叙事

层是2066年文青陆深在海葵胶囊公寓邂逅剧作

家莲花；第二叙事层是莲花创作的剧本《白房

子》，剧本讲述了女油画家维拉创作古典主义绘

画《白房子》，画作被某神秘富豪以天价买走，之

后维拉奇怪地丧失了作画能力，并极力寻找旧作

的过程。在两个时间层中又各自展开了不同的故

事层面：陆深既结交莲花，又在陈家祠广场邂逅

一美好女子；第二叙事层中莲花的《白房子》又是

一个不稳定叙述，既有莲花的原创版本，也有蒋

导演的改编版本。这些不断展开的叙事枝桠使得

作品变得游移而错综，成为召唤读者进入的“可

写的文本”。相对而言，《剧本》《寻我记》的叙事层

次还比较清晰，《小说盗》则将叙事实验贯彻得更

加彻底。《小说盗》第一层：洞城的陆深先生被各

种小说灵感所袭击，写下并发表了一个又一个小

说。后来却被揭露这些小说均系偷盗了别人正构

思而尚未写出的作品。为此，陆深致力于写出一

部属于自己的小说，一部创造现实而不仅是反映

现实的作品。在此过程中他被海黛导引进小说

《绿色秘史》中，成为一个小说人物。作为小说人

物的陆深在上司鹰眼的指挥下协助炸掉洞城广

场。《绿色秘史》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二层。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双时间层并非俄罗斯套盒

的结构，而是庄生梦蝶的互为倒影结构。对于一

般套层叙事来说，外层、次层、内层的关系是清晰

可辨的。可是，在《小说盗》中这一切被颠覆了：我

们既可以说陆深是由现实而被导引入小说；也可

以反过来说“小说盗”陆深不过是《绿色秘史》中

的一种情节，协助炸毁洞城广场的任务才是陆深

的真正真实。这种互为“倒影”式的叙事套层关

系，同构于后现代幻影重重的镜城意象，呈现了

鲜明的去中心化、去秩序化的文化症候。

其次是博采众收的复调性和形式探索性。地

下人兼容了科幻、侦探、反乌托邦等元素，它有现

实关怀，但并非荒诞现实主义小说。这些小说最

大的特点是兼融性，它并置了大量小说类型而成

为抵抗分类的文本。以《看不见风景的房间》为

例，一开始张子房（陆深之化名）在身体上建房子

而成为网络红人，一方面受到追捧和关注，另一

方面则受到城管的驱逐。我们以为这是一个荒诞

现实主义小说；张子房和女城管榛子戏剧化同

居，榛子作为萤火人是当局用于抓捕自由主义者

而生产出来的。这里有着“反乌托邦小说”的味

道；张子房和记者舒舒遍览各种建筑形式并讨论

宗教、建筑哲学时，它又像是文化哲理小说；当我

们发现张子房原来是果城派往洞城的卧底时，又

变成了科幻加谍战小说；最后，当张子房化身屠夫

和快递小哥对生活大彻大悟时，作品又俨然是一

部成长小说……作品一次次颠覆前定的设计，这

种博采众收的形式探索使小说呈现了鲜明的开放

性和实验性，成为能指滑动的“快乐的文本”。

再次是探讨小说本体的元小说特征。《小说

盗》《讲故事的人》虽然和其他小说共享着“地下

人”系列的未来主义的叙事框架和荒诞科幻的风

格特征，可是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谈论小说的

小说。《小说盗》将写作想象为小说园中精心培育

的小说果。指出一种“巴尔扎克之果”一直占据主

流市场，可以称为永恒之果，这显然是对“批判现

实主义”的戏讽。作者想象了一种特殊的小说果，

“有着古典主义的古朴外壳，是用坚硬的楠木做

成的，油漆都剥落了，却又隐藏着浪漫主义的机

括，安装着解构主义的齿轮，各个部件之间，拧紧

着隐喻和象征的螺丝钉，被荒诞主义的轴承及表

现主义的链轨所带动，镶嵌着现实主义讲究实用

的锋刃，闪烁着存在主义的光芒”。这个“小说果

因自身的美学张力四分五裂，像一个在空中爆炸

的气球”，这里显然包含着对先锋小说实验的某

种洞察和警惕。

现代性批判与环境乡愁
先锋小说家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新奇的故

事，甚至也不仅在于通过故事的寓言化去提供一

种感时忧世的现实批判，而在于通过一种形式想

象力与现实忧思的遇合去提供一种文学革新的

动能。黄金明的“地下人”系列奇观般的文本实验

镶嵌着荒诞离奇的文学想象，可是这一切并非空

穴来风，而是植根于作者的批判现代性意识和浓

厚的环境乡愁。

2066年，文青陆深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果

城海葵胶囊公寓谋了一职。胶囊公寓通过文学想

象展示了科技、工业和社会交汇点上的异化现代

性景观。这是《剧本》所提供的典型环境。值得一

提的是，《剧本》作为黄金明“地下人”小说系列之

一，其实共享着这个系列关于未来世界人类的空

间、科技和存在的诸多特殊想象。地上世界被胶

囊公寓所占据，自然植物已经不复存在，几乎一

切都被人造物所替代。地上世界之外有一个被称

为洞城的地下世界，这里不但有摩地大楼，有人

造天空，而且还有人造宇宙公司，有通过试管婴

儿生出的萤火人。小说植根于现实的环境焦虑和

科技想象，为未来世界想象了一个既有现实支撑

又具有寓言意味的典型环境。不难发现，这些小

说其实寄托着黄金明非常强烈的现代性批判和

环境乡愁。

作为一个乡土之子，黄金明曾用诗歌《木头

记》《会议记录》等书写了从乡村走向城市过程中

对现代异化的批判，也曾用散文集《少年史》《与

父亲的战争》《田野的黄昏》等为正在消逝的故乡

和乡土景观立传。作为小说家，黄金明也曾用小说

集《拯救河流》来书写乡土世界的风俗、情爱、伦

常、权谋和现实哗变。“地下人”系列虽以未来叙事

为主要框架，以荒诞科幻为想象特征，但它显然透

射着关于环境破碎、乡土不再的种种现代乡愁。

《看不见风景的房间》《小说盗》两篇中，黄金

明的环境乡愁通过谍战元素的引入而落实在一

个叫绿盟的组织上。《看不见风景的房间》中，绿

盟是一个企图建立脱离果城而独立地下王国的

秘密组织。陆深作为果城特工，卧底绿盟多年，参

与“毁绿行动”而功败垂成，惟一能证明他身份的

上司被谋杀而不得不亡命天涯。《小说盗》中，陆

深为了写出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被绿盟头

目海黛以催眠术引入一部小说中，成为一个小说

人物参与史诗性小说《绿色秘史》的写作。虽然这

些情节推进背后有着极其缠绕的小说逻辑，但

“绿盟”的存在显然正来自于对遮天蔽日的未来

地上世界的忧虑和反思。

《剧本》中陆深在胶囊公寓邂逅了剧作家莲

花，后者创作的剧本中画家维拉的作品《白房子》

也是内隐着一个现代乡愁主题。画中所谓林木幽

深的山麓、清幽如镜的湖泊、芳草萋萋的湖边小

白屋在今天不过是任何风景区都随处可见的景

致，却成了2066年代引发广泛乡愁的艺术触媒。

因为那时的世界没有像样的小树林了，全覆盖着

钢筋混凝土的高大建筑物，而大半又是城堡或圆

塔状的胶囊公寓。小说最后，陆深和莲花都深刻

地意识到“我们不需要一座大厦，更不需要一座

城市，我们的需求很低，只要几株树，一个小池

塘，几畦田地，一座小房子足矣”。但是，去哪儿找

这样的一个地方建造新家园？他们凝望对方，异

口同声说：“去洞城！”迁入洞城在这里可谓曲笔

深心、意味深长。

《寻我记》中，陆深做了一个特别的梦，梦中

他独自在一个洪荒年代的世界游走。不论是通过

做梦把时间上推到人类尚未诞生的洪荒年代，还

是通过想象21世纪中叶的未来；不论是想象一

个鸿蒙未开的原初世界，还是想象一个被人类糟

蹋得体无完肤的分层世界（地上果城/地下洞城/

洞城下根城），其实透射的都是一种环保主义推

动下的批判现代性意识。

未来叙事的现实感和想象力
显然，《剧本》《寻我记》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是

通过想象一个独特的未来环境来落实的；而《实

验室》《蝉人》的现代性批判则融汇了来自于卡夫

卡的“变形记”想象。《实验室》中，迁居洞城的陆

深受人工宇宙公司邀请，到地下城桑之国参加关

于信仰和天空的文化论坛。他受科学家黄晶的邀

约，进入一个只有核桃大的人造宇宙，接受为期

一年的实验监测。这种科学想象的内部，镶嵌着

“变形记”的想象：陆深在这个叫“地球——二○
六六”的实验室中由于误服桑之国的桑叶而化身

新一代蚕王，长出了蚕蛾般的翅膀。这个非常超

现实的情节据说在未来的地下人世界具有现实

性和典型性。由于地下人深居简出，“逐渐向啮齿

类哺乳动物逆进化，譬如鼠类、蝠类及猫科动

物”、“变异者中的极少数，有某种鸟类或昆虫的

特征”，或胁生双翅，或如蝉蛾之蛹，破茧化蝶、背

生羽翼。《蝉人》中洞城男子刘军就变成一个蝉

蛹。这种荒诞变形想象背后的批判性跟《实验室》

如出一辙。

事实上，想象未来并不独特。未来叙事既不

是小说成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它仅

仅是小说叙事的一种方式。值得追问的是，未来

叙事本身是对现实逻辑的一种“逾越”，那么什么

样的逾越会区别于胡编乱造而在艺术上获得有

效性呢？我想，恐怕离不开现实感和想象力这两

个主要标准。

小说家不仅是在现实层面预测未来，也在于

通过想象返观现实。某种意义上，关于地下世界

扩张的想象正来自于对现代生存环境恶化的忧

思。如今，在各大都市的地下铁及大商场，一个个

灯火辉煌的人造空间已然成为现实。谁能保证洞

城和根城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呢？一个离奇的虚

构凭什么引发读者的共鸣？恐怕是因为虚构背后

的现实感。现实的重量并不会被虚构所减损；反

倒会因为插上了虚构的翅膀而获得飞翔的能力。

换言之，现实将因有效的虚构获得助推力；可是，

缺乏现实感的虚构却不免流于凌空蹈虚。假如我

们没有在当下生存中发现“胶囊公寓”、“走鬼

房”、“洞城”等文学想象所根植的现实胚芽，我们

恐怕不会对其有着深刻的会心。假如我们没有深

受折磨于植被流失、雾霾肆虐所带来的环境焦虑

的话，我们便不会觉得《实验室》和《蝉人》中人类

向啮齿类哺乳动物逆进化的想象是具有洞察力

的。卓越的文学作品既源于它跟时代、民族、历史

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也源于它创造了具有相当

自足性的文本肉身。对于小说而言，这种文本肉

身很大程度上便体现为想象力。对于作家而言，

在想象力上借鉴、传承和因袭易，独辟蹊径另有

创制则特别难。某种意义上说，想象力永远是考

验作家的最专业标准。必须说，“地下人”系列汇

集了大量的想象力形式而独具一格，这已相当不

易。但似乎各种想象形式都有源可本，假如黄金

明能像卡尔维诺一样不断魔术般提供独创的文

学想象，其小说价值将更为可观。

结 语
作为文学史现象的“先锋文学”过去之后，如

何再续文学的先锋精神？答案也许众说纷纭，可

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先锋将不再是单一的形式实

验或现实关怀。今天的先锋必须发现一种全新而

综合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将滚烫的现实感镶嵌

于个人的形式创制中，既提供对于文学何为的回

答，也提供对存在者何往的质询。显然，黄金明是

一个综合的写作者，既有着深广的现代/后现代

思想资源，又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和乡土情结。

“地下人”系列以未来主义和荒诞科幻的方式，包

含着作者对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激情，寄托着作

者对于“何谓小说”的本体思索，更投射着作者的

现实关怀和精神洞察力。我们虽不能说他已经是

今日先锋，但他显然怀抱着走向今日先锋的文学

潜力和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