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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技术

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

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

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

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

论什么？

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一

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动了你内心的

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

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

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文学批

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

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

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

入后者，那就好比还不会走就想跑。真不能

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

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

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

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

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

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

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

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

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

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

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

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

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

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

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

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

《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

么东西。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

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

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

错了。有人担心批评家批判错了挫伤了作家

积极性的严重后果，但我认为更需要担心的

是表扬错了的严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错

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

高的赞美都不会使作家愤怒，就说明他们抗

赞美的能力是很强的，心态是不错的，内心是

坚强的，那么，略微有点假以辞色的批判，也

不至于使他们瞬间脆弱下来以至于一蹶不振

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赞美的能力来抗批判，

绰绰有余了。既然错误的赞美不会使作家愤

怒，错误的批判理应不至于使他们不快。

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也在经历着大浪

淘沙的考验，不必担心，是金子，终究会留下

来的。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

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

“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摘自《文学批评的平常心》，李美皆著，
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小说叙事的奇妙之一是，百

年前的未竟事业，仍然可能是它

的关注热点；50年前的文化遗留

问题也可能依然是它故事的中

心；即便两三年前、刚刚发生的

观念冲突问题，不能构成完整的

故事，但也绝不意味着小说叙事

是自我封闭的，恰恰相反，小说

叙事更愿意看到观念冲突的历

史症结。

那么，使小说叙事服从于当

前政治经济逻辑，进而撰写指定

目标，终于成为流行文化价值观

本身的这个流行价值预期究竟是

什么呢？我的鄙见，大概有突出的

两种。

第一种是文化传统主义价值

倾向。这种倾向在一线作家和批

评家中占有大多数。他们认为，今

天的中国现实，今天的中国文化，

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学，的确正在

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把

观察现实、时代及民族问题的视

角，不约而同地内置在中国传统

文化所缔造的民间秩序中。这时

你就明白，他们笔下的人物为什

么到最后总是那么游刃有余、干

脆利索，总是那么不约而同地删

繁就简、返璞归真了。以终极反过

来决断初始，作为小说或一种人

生观念，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只有

初始，而终极却一直摇摇晃晃很

不确定之时，这种“后见之明”有

没有理据呢？

第二种是隐秘知识或隐秘主义倾向。这种倾

向的创作和评论，好用“隐秘”“私密”“边缘”“偏

远”“私人”“少数”等知识和经验。按照美国学者克

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

集》一书的论证，或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权力

话语理论”的视野，这种倾向的叙事和批评，其实

正是现代性思想得以贯彻到民间社会结构，并以

怀疑姿态重构人本身的努力，乃至于通过人的普

遍自觉，建立现代社会机制，从外在力量来保障和

监督人性的劣根，它的叙事能量和批评能量，理应

得到足够重视。然而不巧的是，这一类叙事和评

论，并没有充分吸纳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崛

起的中国先锋文学思想资源，而是直接采取与现

实和解的姿态，于是解构主义被消解了。只剩下了

个体私密化地方知识、经验和乡愁，因无法内在于

现代社会，个案也就很难构成普遍意义。消费和观

看之余，它的思想能量也就微乎其微了。

之所以说，以上这一路小说叙事，是通过不同

角度研讨同一个问题，是因为这批小说并不满足

于眼前的现实问题，也不是急着给流行文化价值

观中的个体找出路，而是企图通过叙事学的凝聚，

反复验证当下问题的历史根源。至少，他们本质上

不是深入地解释当今人们普遍的焦虑和无助，而

是基本信奉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就是营造一个人

性的、人生的乌托邦归宿。甚至觉得把个体推向传

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上与下的尴尬地带，便证

明我们的现代文化之所以有问题，问题只在个体

的人为选择，而不是其他。

（摘自《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批判》，
牛学智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找不到一部伟大的战争小说！

阅读中国小说史，会发现我们有的是对暴力文化的简单

张扬，而缺乏对暴力的深度思考。

我们知道优秀的战争文学都是反战的。我国最早的兵学

著作《司马法》曰：“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也认为战争是不得

已而为之，并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提出了战斗中遵守的

武德：“哀怜伤病”“争义不争利”等等，让我们感佩不已。至于

像红柯所写的马仲英，在历史上就更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

么仁义之师，充其量就是一个喜欢杀戮的土匪流寇而已。这一

点有许多例证。即便在小说中这是一个虚构人物，作者的写法

也让我们无法接受。他对马仲英的美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军

人，他的部队开到湟源、永登、民勤，百姓死难上万，这些地方

成了瓦渣滩，可在红柯笔下这都是他的部下所为。这样的细节

在小说中非常之多，所有的罪行都是部下的，尕司令永远是

“唐僧”，仁义心肠。为了美化马仲英，红柯不惜采用神话般的

传奇描写，比如马仲英全军覆没，他一人骑黄骠马，“雄狮一样

的尕司令从山崖上跳入滔滔大河”，等等。

尤其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作家对血腥的战争场面的激情

洋溢的描写，似乎那不是战争，而是一次次狂欢。是的，战争本

来就有与狂欢的内在相似性，但作为一个作家不能把自己淹

没于其中。

战争是复杂的，战争中的人也是复杂的，红柯用自己的想

象简单化战争的同时，也违背了一个潜在规则：所有的战争都

是违背人性的。而作为优秀的战争文学艺术作品，除了反战这

个主题外，还应该做到挖掘人内心的黑暗，追索以残酷为乐的

深层原因，探讨人类为什么喜欢做与看恐怖、杀戮。快意杀戮

难道是人类的真实心灵吗？

我现在明白了我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

我们的作家对血腥如此迷恋，对暴力如此热爱，对没有

“文化”的战争“爱好者”如此崇拜，甚至对“战争”也是这般情

感投入，根源就在于他们的心灵中，缺乏一种人类情结，一种

人文关怀。

（摘自《批评的思想之光》，杨光祖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
11月出版）

文学研究大致分为文学理论、文学

史、文学批评三大疆域，它们各有侧重又

互为关联。前二者的学理性不言而喻，其

“文体”相对稳定相对成熟。作为针对当

下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发言的文学批评，

因批评主体成员的广杂、批评对象的当下

性，其文体问题就显得突出一些。时下对

文学批评的某些不满，称某些批评不像批

评，即包含对批评文体的困惑和质疑。

比如，过度阐释式批评。过度的“跨

文本”分析，理论淹没了批评。新名词狂

轰滥炸，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比如借此言彼式批评。借文学所涉

及的社会现象，抛开文学之虚构、审美、语

言艺术这些核心要素，对社会发言，其识

见并未超出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的

既有成果。

这两种批评，看似学术性强学究气

浓，其实言不及物，不及文学之物。

又比如个人感想式批评。眼里无大

师，心中无经典，不顾及中外优秀文学之

伟大遗产，仅凭个人好恶、个人的审美趣

味品评创作现象，臧否作品高低，随意性

很大，难有说服力。

上述诸种批评，显现在文体上的缺

憾明显，或生涩难懂，或呆头呆脑，或不

知轻重。

应该说，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早已有之，于今为甚。

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文学研究界对批评文体轻慢已久。鲜有对批评

理论包括文体理论的深入探究，以至于批评文体这一概念

的含义含混不清。

其二，当下学术体制的限制。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在

高等院校，重厚实的学术成果轻当下批评乃大学通病。许

多文学批评文章发表在创作类报刊上，无引无注，字数有限，

在高校不算“成果”，倍受轻视，使批评界疏于对文体的经营。

其三，文学批评队伍广杂，难以达成关于批评文体的

共识。除大学的文学教授外，作协系统有专职评论家，新

闻媒体、文学爱好者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学院派重

理论阐释，作协派重前沿跟踪，传媒专注于热点事件，文学

爱好者喜表达个人喜好。批评文体亦是五花八门，差异很

大。当下文学批评文体相对驳杂，因此，强化、重塑文学批

评的文体意识十分必要。

（摘自《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刘川鄂著，作家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当前长篇小说面临的首要歧路是越写越小家子气。我们

发现，如今长篇小说虽然越写越长，动不动就写成一块厚砖

头，但小说的气魄和胆识却越来越小，十几二十万字的小说像

一个得了软骨病的人，肉有一大堆，就是坐不起来，立不起来，

所以我们也读不起劲来。小说的气魄和胆识是小说的“魂”，是

支撑小说行进下去的“精神动力”，长篇小说丢了“魂”失去了

“精神动力”，实际上是写作者在小说中失掉了基本的人生态

度，我们捧起一本小说的本意是向它寻求积极的人生充实感，

它却让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又一次坠入云雾里，不知所

措。一句老话讲“文学是人学”，但当前70%的长篇小说中

“人”的判断和情感都没了，哪里还有什么“文学”，一个词似乎

可以形象地概括当前长篇小说在“精神动力”方面的缺失，那

个词叫——行尸走肉！作者在长篇小说里边基本的人生态度

退隐之后，就只剩下琐碎的日常生活了，一些毫无悬念的吃喝

拉撒、打情骂俏披着小说的外衣在字里行间大行其道，一股透

着小心眼和自私的小家子气便氤氲于长篇小说中。

我重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每一次读来，我的心都因

为与在孤寂中期待的翠翠不期而遇而变得感伤起来，她让我

的情感像雨季来临一样湿漉漉的，这是《边城》赐给我的一份

阅读的幸福感。我们为什么会被触动？就是因为作者的“不可

言说的温暖”，作者的“这点感情”通过翠翠的故事触动了我

们。《边城》是一部扫光了小家子气的“大”小说，大悲怜、大温

暖、大希望便是这部小说的“魂”和“精神动力”。

对于长篇小说的气魄与胆识，还是伟大的托尔斯泰说得

简洁明了，他说，一个人想要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需要的条

件很多，但基本的就是三样：这个人必须站在他那个时代最高

的世界观水平上，这个人必须深刻地体验过某种感情并希望

将它传达出来，这个人必须在某种艺术领域具有非凡的才能。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个智慧，中篇小说是一个故事，那么

长篇小说则是一个世界。长篇小说应该像波澜壮阔的浩瀚大

海一样，对每个读者产生磁石般的吸引力。

（摘自《批评之剑》，石华鹏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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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切

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

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以对中国

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集中展示有力

量、有风骨、敢说真话、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

创作与评论是文艺的一体两面、左膀右臂，自古以来二者相辅相

成，唇齿相依。“文脉”牵着“国脉”，“文运”连着“国运”，文艺评论工作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

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

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

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文艺批评是

文艺创作的镜子。当文艺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乱象丛生、迷失方向而不

自觉不自知时，就需要严肃的文艺批评及时站出来，发挥其引路导向、

“剜烂苹果”的重要功能。

这套丛书的策划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应运而生。它采用了开放式

的结构，以期推出可持续的、恒定的、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更扎实、更

切实地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

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

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

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

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

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

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有争议，不是所有人

都认同，选文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但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

值得肯定的，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

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

们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积极营造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应运而生的导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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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川
鄂

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
□杨光祖

长篇小说的歧路
□石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