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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的想象与构建
——汪曾祺小说批评
□席建彬（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多年来，“诗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决

定着汪曾祺文学批评的范围与结果，强化了文学

的诗意风格，突出了经典性的审美体验与文学意

义。然而作为一种批评话语，研究未能有效规避

诗性理论与作家创作实际之间的冲突、错位乃至

脱节等批评融合问题，或者说将之降解到一个合

理的程度、范围之内。依托于《受戒》《大淖纪事》

等小说作品的经典批评存在着阅读选择的特定

性与局限性，乐于谈论和谐诗意、文人情怀等内

容，不大看重汪曾祺小说创作过程的阶段性和特

殊性、主体性和矛盾性，诗性风格的流动性、复合

性并未获得充分观照。事实上，面对一位善于

“思索”的作家，说他古典与传统，主要是指文学

资源的利用和艺术表现上的一种取向与意味，而

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定位。同样，言其诗性，也应

该是一种有所阈定的风格论断，而并非对作家风

貌的简单化约。在某种意义上，汪曾祺研究仍然

属于一种“有限的批评”，至少在诗性视域中，仍

有待于突破《受戒》、“和谐”等经典批评的主导与

“覆盖”，关注风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进一步构

建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呈现汪

曾祺小说及其批评的旨趣和意义。

里下河写作应该与时俱进
□张映姝（《西部》杂志副主编）

对于作家，尤其是乡土、地域性写作者来说，

我们的“身”更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生”，出生地

的“生”，生活之地的“生”。童年的经验和居住地

经历，是作家写作的富矿。比如高密东北乡之于

莫言等等，不胜枚举。里下河作家群在乡、望乡、

归乡这三种状态的写作，佐证了这一点。面对工

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消解，现代化进

程的不可阻挡，我们生活的地域越来越同质化、

模糊化，里下河作家要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

更为迫切、突出。一是今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写

作如何体现地域性，里下河的文学地理学如何书

写；二是里下河的文学书写如何体现当下性，这

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里下河地貌特征
与里下河文学现象

□子川（原《扬子江诗刊》执行主编）

里下河是一个极其低凹的水网地区，这里曾

经出门是水，到处是水。在地理学上，里下河不

是一条河流，是一个由无数条河流组成的偌大水

网。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在没“有”的外部环

境，在低凹的土地上，“无中生有”，“走出凹地”，

“大于零”，大约是与生俱来的起着潜意识作用的

原动力，也是里下河人的奢想。“无中生有”是难

事。“走出凹地”更是难事。当代里下河作家群的

诞生，首先在于我们都面临一个好时代。以“文

革”结束为标志的新时期，是一个恢复政治清明

的历史时期，一时间，鹰击鱼翔，物竞天择。当

然，如果没有汪曾祺，后来的里下河作家，大约还

没有可比照的坐标。毕竟作家梦容易做，把梦想

兑现成现实不容易。在汪曾祺之前，我相信这片

土地上一定有过许多迷恋“无中生有”、做文学梦

的潜在作家，像那些“系水”攀高的鱼群，遗憾的

是，他们大多被时间清零。当然，不是因为有没

有汪曾祺，更多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政治生态环

境。到了新时期，汪曾祺恰到好处地现身。《受

戒》打动了无数读者，尤其是里下河有文学梦情

结的人。

地理意象与人物形象
对于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功能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里下河的文化特征已经在汪曾祺的大淖和

薛大娘、毕飞宇的平原与端方、刘仁前的香河与

柳家父子等地理意象与人物形象那里获得了基

本的描摹。那就是突出了自然环境与人的精神

状态之间的和谐生态，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掘进的

路向，事实上，这也与里下河地区还在进行中的

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能够形成齐头并进、相互促

生的效应有关。里下河地处苏北，与苏南地区颇

有不同，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

“苏南模式”，那么有没有可能提出新语境中的

“苏北模式”？如果提出，那么它的文学表现应该

是什么？“苏南模式”中曾经出现了高晓声的陈家

村中陈奂生这样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改革开放中

农民及农民生活的变迁，从而成为一个典型人物

进入当代文学史。新世纪的里下河能不能出现

一个体现出既有地域特色又能折射出时代精神

的人物形象？这是我对未来里下河文学的一个

期待。另外一个期待是，我希望能有一部作品将

里下河晚清以来的历史做一个描写，因为这个地

区在近现代史的转型中尤为重要，盛极一时的盐

商，还有造成晚清帝国转型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

响，以及后来的区域经济政治生活形态的变化等

等。这个风起云涌的过程如果能通过文学形象

表现出来，一定是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史诗。

建构“新笔记体批评”
□傅逸尘（解放军军事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文论与批评，总

算争得了文学中的一席地位。文章鉴赏与品评，

说起来并非易事。古文论的妙处是与诗文同样

具有文采，我们把它当成美文来读，也是自然之

事。这样的传统到了今天不幸中断，实在是遗

憾。当然，学习与借鉴20世纪西方文论是必不

可少的；问题是我们的批评家似乎忘了，批评之

旨归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创造。具有两千多年历

史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更不

能放弃的丰富而伟大的思想理论资源，我之所谓

建构“新笔记体批评”的妄想似乎也离不开那样

一个宏阔而深厚的底蕴支撑。中国古典文学批

评总体而言是一种诗性的随感式批评，无论是理

论还是思想，都寄寓于文学性极强的或对话，或

序跋之中；他们甚至以诗评诗，以骈文论文学，可

以说是世界文学批评史之奇观，他们的浪漫与想

象力，他们的率性与自信，是今人无法企及的。

诗性写作的几个维度
□吴佳燕（《长江文艺》副主编）

一是极简与复杂。文学评论也是密度极大

的写作，要求我们尽快地进入批评本体内部，进

行言之有物的阐释评论（如汪政的评论）。复杂

的诗性与有意识地建立写作的难度有关。于评

论而言就是要突破个人的惯性写作，更为丰富、

多元地去把握和理解评论对象。二是温暖与黑

暗。有温暖的诗性写作，比如汪曾祺的小说，诗

性在人性的暖意中滋长。但那些以黑暗为主题

的小说，对人类绝望、阴冷、死亡的生命体验的感

同身受，也会从黑暗抵达光明。三是抒情与深

刻。文学评论的抒情主要指它的主体性，写作的

温度，文字的感性，对批评对象的直觉把握和强

烈情感。深刻的诗性当然尤为重要。它是评论

者对自我理论资源库的检索、匹配和化用；是镜

与灯，对作家作品的理性阐释与层层照亮。丰富

与精准。丰富的诗性跟语言的摇曳多姿相关，与

文采修饰相关。即便是评论文章，也可以用比

喻、排比、象征等多种修辞，但是评论者在分析文

本、阐释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切中肯綮，一语中的、

一针见血，要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并借此表达评

论者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远俗性与历史

感指的是诗性写作要与当下大众的接受美学拉

开距离，不能把文学标准让位于大众审美趣味和

资本市场的运作。除了现实的远俗，写作的诗性

还与历史感相关。时光的隧道在历史的纵深中

无限拉伸，增加写作的厚度与诗性。

原道、征圣、宗经，然后可与论文艺
□刘涛（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时代在变化，文体有兴替，但对文艺的根本

理解从刘勰至刘熙载一直不变，盖时虽有古今，道

则共之，中华民族之稳定性亦由是可见。今言文

艺，各执异辞，或言艺术本体，或强调商业价值，或

谓意识形态属性；或宗西尊苏、崇日哈韩，或尚古轻

今、重今轻古；或左、或右、或中。纷纷纭纭，莫衷

一是。何故？中西相遇，中华民族处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道、圣、经”体系破裂，迄今未能重建。

道无一统、圣不一定，经未固定，故文艺不知原乎

何道，不知征乎何圣，不知宗乎何经。文艺理论遂

有各种“主义”之争，互相攻讦；或愈发琐碎，穷于

应付层出不穷之文本；或陷入代际研究，论说各种

“几零后”。吾生也有涯，具体文本也无涯，作家艺

术家代出，若为牵动，怠矣。文艺有源流，若“各照

隅隙，鲜观衢路”，则难明文艺变迁之大势。若能

秉本知要，不出户可知天下，十世可知也，文艺何

难之有。君不观乎《艺概》，因为知本，所以能论定

“艺”；因为秉要，故能以“概”见详，以简明繁。今

之文艺，虽乏道、圣、经体系基础，但今日论文艺，

尤当立足于道、圣、经之体系，尤当着眼于道、圣、

经体系之重建。此今天观夫《艺概》之重要启示。

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
□饶翔（《光明日报》“文化周末·文荟”专题版副主编）

检视近30年来的文学批评，会发现里下河

批评家群体的独特性——尽管文学批评界风起

云涌，文学理论批评潮流潮起潮落，好不热闹，然

而，置身这样的场域、氛围中，里下河文学批评家

群体却表现难得的超然与淡定。他们或许从来

都不是引领潮头者，却是持之以恒、静水流深者，

一如脚下这片土地，虽没有气势磅礴的大江大

河，却有着悠久的源头与发达的水系，平静、充

沛、永不枯竭。这种“不变”其实是有文化自信的

体现，而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底气，来自于深厚

的文脉传统。与这方水土的风俗人情保持着可

贵的一致性，里下河文学批评家群体有着对于日

常生活、人性人心、作家作品的关爱与体贴，这使

得他们的文字在锋芒中有一种温润感，他们的文

学批评总体来说是“知人论世”。孟子的“知人论

世”说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脉优良传统。里

下河的文学批评家们很好地发扬了这一传统，他

们深知，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人的个性一样，很多

时候很难在“好”与“坏”的层面去简单评判，而是

需要尽力把握并理解其丰富性。所以好的文学

批评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丰富的而非简

单粗暴的；它应该是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

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评判。批评家不

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他必须克制

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

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面对并尊重文本的真。

里下河文学的精神
□李墨波（《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面向未来，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采取一种积

极建构的态度，提出一种价值主张和期待愿景，

也就是说，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能够输出价值

观。而输出什么价值观是需要仔细斟酌的，在此

过程中，我们要警惕一些倾向。比如，里下河文

学所代表的文学主张不应该是一种固定的单一

的创作模式和创作风格，那会干涉里下河作家创

作的独立性，同时会对里下河丰富多元的创作现

状形成遮蔽。里下河文学这面旗帜所代表的更

应该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态度。这种文学精

神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回到传统文化。从汪

曾祺先生的创作中我们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这种魅力既包括古典的文学语言，也包括一

种中庸、平和、内敛、恬淡、雅致的美学风格，还包

括传统文人的人格魅力。当代作家需要重新接

续之前曾经断裂的传统文化的文脉，重新发现传

统文化，深入开掘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资源。其

次，回到土地，回到田野，回到第一手的真切的感

受和经验。第三，用诗意和审美化的眼光去观照

日常生活。第四，回到对人的关注，回到超越了

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第五，努力保护文化的差

异性和多样性。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全

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不同地域在文化上的差异性

变得越来越小，地域文化的同质化是一个不可阻

挡的大趋势。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里下

河文学流派就显得尤为可贵。

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丛治辰（中央党校讲师）

汪曾祺先生有一本评论集《晚翠文谈》，其实

很大一部分是汪老的创作谈，但也有对沈从文、

邓友梅、林斤澜、阿城等作家作品的评论。汪老

的评论很有写作者的特点。他很喜欢谈小说的

语言，但是语言不好谈，真要从语言分析出其中

美感之所在，难如登天。但是汪老深入文本，分

析贴着人物和情节，话不一定多，却能一针见血，

让人茅塞顿开，这是必须有创作者的灵气才能做

到的。汪老还喜欢谈结构，但这结构也和西方文

学理论中那个结构不一样，更近于中国传统的文

章学，也是从写作者的角度谈的。除此之外，汪

老还特别喜欢谈小说的风俗画意义，他强调文学

贮存地方文化与市井记忆的价值，强调文学的人

间烟火气。汪老的文学评论强调文本分析，强调

古典意义的才情，强调地方性，也强调知人论

世。我以汪老为基础，去看毕飞宇的《小说课》，

在以上几个方面，他和汪老颇有相通之处。我

想，这还是里下河这方水土养成的特殊品味。

据此我再去读很多里下河走出的批评家的作

品，如费振钟、汪政、王干、曹文轩等，发现也都

有一致的地方：这些老师都熟稔理论，但是更重

视文本，更重视才情，而他们的文笔也是摇曳多

姿，不像一般理论批评文章那么刻板乏味，这就

是才子气。

思想与文学
□黄玲（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干部）

历史上，从施耐庵到刘熙载，从作家到文艺

理论家，里下河地区是一个文脉非常深厚的地

方。思想上，著名的泰州学派就创立于此地，作

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

派，它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对晚明

以后的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都很大，它对本地的影响

当然是尤为巨大。一个地方的思想要影响文

学，一般不会是直接影响，你要随便问个里下河

作家或评论家他受什么思想影响，他也许说不

上来，因为思想往往是以人们习焉不察的方式，

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种民风习俗、地方制度、

生活方式等无数中介，先影响个体，再通过个体

被建构到文学或文学评论中来影响文学，这是

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里下河的思想传统都

在自觉不自觉中成了今天里下河文学的理论资

源。思想影响文学，不仅表现在对文学作品内

部的叙事特点、审美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或者

是对文学批评家理论供给方面的影响，它也会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生

态。里下河文学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背后有着

更庞大的基础文学爱好者，正是这些无名的

业余写作者默默的写作行为，更好地体现和

诠释了一个地方的文学风尚。在里下河，文学

不仅仅是在描写日常生活，而是真真切切地影

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了有些人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

神面貌。我觉得这才是里下河文学最值得骄傲

的地方。

里下河文学：继承与突破
□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在《里下河文学》2017专刊里，收录了毕飞

宇的讲稿《倾庙之恋》，这是他对名篇《受戒》的解

读，也是他对同乡汪曾祺的致意。令我印象很深

的是毕飞宇曾经说过一句俏皮话：“汪曾祺是用

来爱的，不是用来学的”。毕飞宇的《小说课》恰好

证明了这一点，既有对外的学习，也有对内的回

溯。我们的“里下河文学”也是为了“对整个传统

的再确认”。我们处在一个贪婪的消费社会，我们

读文学作品也贪多、贪艰深，我们希望现学现卖，

能够在言辞之中展现自己的眼力之独到与视野之

宽阔。我们信奉外来的和尚，却忽略了近处的风

景。《倾庙之恋》展现了一个作家对前辈的爱与学

习，他的谦逊和骄傲都在其里。他也谈到汪曾祺

的“风俗画”，那是非常迷人的，是汪老对故乡里下

河地区的款款深情。如果说毕飞宇在小说创作上

的进步是弯道超车，那么我觉得这得益于他对经

典的细读，得益于继承而不是叛逆。他的《小说

课》全面呈现了他的继承方式，他对《受戒》的反复

把玩和妙悟也是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三玩味的，这

或许正在融化为里下河文学的新鲜血液。

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
大背景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打造
□郑润良（武警广州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生态经济区的一大产业是旅游产业，在旅

游产业的策划与建设中可以融入里下河文学品

牌的元素。比如，以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作家

命名的文学馆等，在各旅游景点以图片、小册子

等形式宣传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同时，

要有意识地将里下河文学流派成果转化为文化

产业，促进生态经济区的整体文化建设。比如

汪曾祺、毕飞宇、鲁敏、刘仁前、庞余亮等人的

作品如何打上里下河文化的品牌以影视的方

式推广，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在生态

经济区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里下河文学流派

打造还需要强化对当下现实的“正面强攻”意

识。以往里下河作家的作品多以怀旧为主，但

文学真正的力量还是体现在对现实与未来发

言。未来里下河作家的创作应该瞄准生态经济

区建设的大背景，结合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

思考。近年来，一些里下河青年作家也开始转

向关注里下河新农村建设，比如周荣池的《李

光荣下乡记》，这种趋势很好。此外，在生态经

济区示范区建设大背景下，里下河文学流派打

造需要强化生态文学意识。生态文学于上世

纪中叶首先在西方兴起，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

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里下河作家生活在这

片美丽的土壤上，天然地养成了生态意识。这

种意识在未来里下河作家的创作中应该予以强

化。生态意识应该成为里下河文学品牌的题中

应有之意。

里下河文学批评“地方性”
的历史边界及其困境
□何同彬（《钟山》杂志编辑）

在现代文学阶段，巨变的现代性实际上已

经逐步瓦解了“乡邦文化的小传统”，文学创作

的地域性因为地理学和文化的显著差异，还能

维系基本的地方性，而文学批评的地方性则渐

趋式微，因为文学批评话语已经被现代性剔除

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是西方的，知识分子放眼

世界，不再局限于地方性知识，而文学批评者也

不再像传统文人那样从事地方性历史编纂，诸

如地方志、乡贤传、耄旧传之类的地方知识生

产。而以吴义勤、丁帆、费振钟、王干、汪政、何

平等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批评群体，他们的地

域性、地方性仅仅是身份上的、一般意义的地理

学上的，而他们所使用的文学批评话语和理论

资源基本上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产物。因此，

他们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地方性批评传

统，其显在的地域性背后其实包含着另一个地

方性空间：高等院校（及其衍生的师生、同学、同

门等各种关系）。这仅仅与知识生产有关，而其

生产的知识并非地方性知识，所以这种地方性

空间不具备真正意义的地域性。返观当前的里

下河文学批评传统，它能否在将来继续传承某

种辉煌、现有的传承中是否能保有必然的地域

性，或者回到费振钟老师的愿景：重构诗性批

评，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在凸显着种种有关

地方性知识生产的困境。

里下河文学的批评资源
与诗性建构

□叶炜（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

里下河文学流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学流

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创作与批评的同频共

振，批评与创作的交相辉映。应该重视对这些

批评家的研究，包括他们对里下河文学的贡献、

他们的批评范式、他们的批评美学等进行梳理，

这不仅对于里下河文学，对于整个批评界都是

很有意义的。当下，里下河文学批评诗学建构

恰逢其时，顺应了文学研究的趋势和时代发

展。里下河文学批评的资源有很多，我们至少

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展开。一个是里下河批评家

的批评。比如费振中、汪政、吴义勤、王干等，他

们的批评是里下河文学批评的主要构成，也是

里下河文学批评的主要建构资源。一个是里下

河作家批评。在里下河文学中，像汪曾祺、曹文

轩、毕飞宇等都有很多可以看作批评的文章和

论断。比如汪曾祺先生的印象式批评，曹文轩

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毕飞宇写作学贡献等。基

于以上理由，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批评可以建构

两种诗学。一是里下河批评家的批评诗学建

构。对里下河文学批评家进行系统研究，从方

法到内容，从范式到经典，建构起里下河文学批

评的诗学主体。二是里下河作家的批评诗学建

构。对里下河作家的批评散论进行整理，对他

们的创作批评理念进行研究，对他们的写作学

方法进行推广等等。

水土交融 诗思齐飞
□王彦（《中国国土资源报》副刊部副主任）

在中国当代地域文学书写中，里下河文学

流派是独特的一支，可以说是创作与评论并进，

诗意与哲思齐飞。文学评论是里下河文学重要

的组成，无论是从全国文学评论阵地建设的大

本营，还是透过《里下河文学》年刊、里下河文学

流派作家丛书、《文艺报》里下河研究专栏等小

窗口，我们都能感受到里下河文学评论的力量，

特别是吴义勤、丁帆、汪政、费振钟、王干、何平、

周卫彬、汪雨萌等老中青三代评论家在全国的

声望，让我们看到，里下河文学评论既有深厚的

理论建构，也有紧贴文本、富涵诗性的细腻解

读。从里下河文学的旗手汪曾祺，可以看到泰

州学派、扬州学派，以及中国古代以扬州为中心

的市民文化、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文化等精

神资源对里下河文学的渗透。此后，丁帆对乡

土小说理论的建构，王干对文学思潮和文学运

动的引领，这些评论大家在全国文学建设中的

示范以及对家乡发展的积极参与，进一步扩大

了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精神滋养和社会影响。

对于里下河“70后”、“80后”年轻评论家来说，

他们的理论背景更为广阔，除了传统文化资源

的继承，还包括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把握，以

及在学院、期刊等平台的大量文学实践，都成

为他们更为丰富的学养支撑。里下河文学评

论不仅有“高峰”，也有一片蓬勃生长的“高

原”，老中青三代评论者之间良好的代际传承、

思想碰撞和语言互动，让里下河文学评论之河

源远流长。

挖掘个性化的文学理论资源
□姜广平（教育学者）

一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成长的共性与个

性的差异性研究。这里的差异性，既可以是代

际的差异所形成的文学资源的差异，也可以是

作家个人独特风格的差异所形成的文学资源。

对这种极具特色的文学资源的研究所获得的成

果，我们认为，可以视为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理论

资源与诗性建构的元素。二是对流派里所有作

家创作过程中的个性化体验与作品所具有的个

性化美学风格的研究，也可以形成非常独特的

文学理论资源与诗性建构的重要元素。对此进

行研究，可以成为里下河文学评论的理论建设

的重要内容，也可以成为培养新一代作家与评

论家的重要的文本与文献资源。三是评论家自

身的风格、理论建设、研究领域，同样可以是后

续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评论家与作家们的理论

资源。

从理论资源言说到诗性建构
□孙建国（泰州学院教授）

里下河地处苏中、苏北，兼融吴楚越之韵，

汇聚江淮海之风，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其中

包括丰富的文论资源。北宋教育家胡瑗提出

“明体达用”，“体”即伦理纲常，“用”即生活实践

（包括诗性情怀）。明代泰州学派王艮强调“百

姓日用即道”，以市民趣味为基础，以感性欲求

合法性（包括诗意想象）为出发点。清代文艺理

论家刘熙载《艺概》认为，“诗为天人之合”、“诗

者，民之性情也”。诗歌是天理与诗人性情的融

合，是老百姓真性情自然而然的流露。清代李

渔写作《闲情偶寄》，核心就是“因情立体”：正是

真性情的融入，绚烂绮丽的意象才有生气，才能

够饱含诗性地予以审美呈现。这些诗性的文论

基因，内化为里下河文学理论的审美潜质。里

下河文学评论方兴未艾，诗性建构任重道远。

从长篇大论，到评点随笔；从理论建树，到文本

剖析；从里下河文学史编撰，到作家作品个案研

讨……里下河文学评论要力求视角多元，论域

宽广，趣味盎然，温柔敦厚，展示令人深思的文

学思辨诗性风格，拓深当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视

野、价值建构、美学形态，进而促进里下河文学

与当代文学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融共生”。

日常生活的诗意叙述
□卞秋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

一是关注日常生活的叙事视角比起关注历

史本身，里下河流派的作家更热衷于描画在历

史长河中沉沉浮浮的个人生活与命运。关注凡

尘俗世中的普通小人物，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声

色光影，展现生活的繁密与岁月的悠长，书写人

生恒常与不变。提炼冗长而重复的家常生活中

所潜藏着的精神底蕴，发掘寻常乡村城镇普通

百姓生活中的诗意品性与和谐之美。二是如诗

如画的风景叙事（尤其是对于水的描写）。风景

在里下河文学中绝不仅仅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

景或自然环境而存在，它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

独特的意蕴与格调。水文化成为里下河文学流

派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底色。三是彰显乡村

道德规范的叙事旨归。独特的地域特征和长久

的生活磨难形成了里下河人特有的生活态度与

文化性格：和善、坚韧、隐忍。这样一种略显古

朴的道德规范捏塑了静穆淡远的审美情感与诗

意想象。此外，这种道德规范并不仅仅局限于

乡村，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

作为一种现象级的剑拔弩张的城乡对立模式在

里下河文学中似乎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与融合。

在曹文轩、顾坚、刘仁前、庞余亮等作家笔下，从

村到乡到城，城更多的是乡的延伸与扩展，是乡

间的道德规范所安放的另一个家园。

里下河文学批评的诗性建构
□周卫彬（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刘熙载的《艺概》对后来里下河文学评论中

的诗性建构影响深远。我理解的“诗性建构”是

指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汲取营养，同时发挥

批评家体察入微的感受力，并且痛快淋漓地将

灵性的闪光表现出来。歌德早有所言，“理论是

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固然，我们应该建立

自己的理论体系，将经验加以归纳、提炼、总结，

但是反观中国古代以至五四时期的批评，确是

文质兼美，丰沛华瞻。古人的文学批评虽然没

有长篇大论，大致是序跋、书简、短论乃至评点，

有的甚至是即兴或者兴趣使然，似乎也没有一

心想要做批评家的意思，然而留下来的却是流

传千古、深得人心之作。即便那些很像批评家

的批评家，如写《文赋》的陆机、写《诗品》的钟

嵘，乃至写《艺概》的刘熙载，都没有显示出想要

成为职业批评家意愿。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

如刘勰、金圣叹等，然而即便如此，其文论与点

评也没有高度的学术化，而是文采十足、沛然神

旺。我们看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如吴义勤、丁帆、

费振钟、王干、汪政、何平他们的评论作品，就会

发现他们的评论继承了里下河古典文艺理论的

资源，既高屋建瓴，又典雅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