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普遍的认知是线性而模块化的，即伤痕、反思、

改革、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新历史等文学潮流的更替，构成了线索清晰、

逻辑井然的存在。它仿佛在昭示后人：80年代的文学创作就是按顺序在这些板块之下

进行思想演绎与形式探索的。这种“常识”的获得，一方面来自文学史的强大叙述，

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其实来自后者）。

所谓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是指批评家倾向于将一时的文学创作纳入某种特定的文学

潮流中，致力于用某种“共名”①的话题或理论来阐释作品和创作现象。这种批评使纷

繁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某一话语的支持与开发，在凝结成“共同体”的同时，也迅速成

为文坛热点，从而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双双拥有了令人迷恋的前沿品格或革新光晕。

文学批评的“潮流化”不仅为80年代文坛建构了一条发展主线，而且也构成了当时文

学创作的一股强大驱力。与此同时，这种“潮流化”的文学批评也历史性地留下了某

些问题。

斯炎伟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成就和价值无可否认，但其“潮流化”的整体特征，却也历

史性地留下了一些问题。用某种特定的文学思潮收编个人化创作，使文本可能存在的别样意蕴发生了面向

潮流的更替；致力于某类文学的开发与阐释，对“祛潮流”的写作关注不多或准备不足，导致后者意义的

悬置并出现历史化的危机；既注重创作现象和文本自身的分析，也关切社会的发展变化，凸显了批评的文

学性与当下性，但批评的历史意识与科学性等却未得到相应的关注。这种批评的“潮流化”是和当时的历

史情境契合的，它深远地影响了80年代文学史的书写以及后人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中国
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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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的“被入潮”及其意义的嬗变

文学批评“潮流化”的一个结果，是一些作品在发表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某种

文学思潮裹挟，原本不乏个人化的创作动机，极大程度地被该文学思潮的话语收编，

而文本可能存在的别样意蕴，也经这种话语的特定阐释，实现了面向潮流的更替。

这种现象又分不同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强调“革命与非

革命”“道德与非道德”的二元对立思维仍然流行，因此，文学批评对一位作家最大的

压力，或许还不是对其创作水准高低的评判，而是根本性的对创作合法性的质疑。思

想解放的谨慎与迂回，使当时的文学创作屡屡遭遇这种质疑，甚至动辄陷入“生存还

是毁灭”式的困局。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化的创作想要获得认可，其实并不容易。将

作品与那个时代某种颇具感召力的集体话语发生关联，或索性将其定格为该话语的一

个注脚，就成了文学批评帮助作品摆脱尴尬境遇的有效方式。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集体

话语，无疑是依附于新启蒙思想之上的伤痕或反思文学。

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这篇发表于《北京文艺》 1979年第11期上

的短篇小说，被后来的文学史普遍置于伤痕、反思思潮中加以叙述：“在普通的意识形

态的层面上，它反映了对‘文革’灭绝人性的控诉，对‘爱’的自由权利的渴望和争

取。”②“女作家钟雨对那个遭受历史厄运的男主人公的超越一切的坚贞不渝的恋情，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抚慰当时‘文革’创伤的感情载体；因此，这篇并没有直接涉及政

治‘伤痕’的小说，成为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③然而，在后来那些没有多少

历史创伤经验的读者看来，这篇小说是否是面向历史的写作，里面有多少“历史控诉”

的成分，其实令人生疑。在文本层面，它更多的是在人道主义思潮复苏之际，一名青

年知识女性有关爱情与婚姻的个人思考与自我宣言。其中的爱情悲剧虽和革命历史有

关，但与刚刚过去的十年动荡岁月并无直接联系，而更多是爱情与婚姻彼此割裂的疼

痛，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有明显区别，它更倾向于探讨婚姻本身的“残缺”问题。也就

是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游离于伤痕、反思思潮之外的文学文

本，与《班主任》《伤痕》等更具标签意味的小说不同。

“文学史常识”与作品内容之所以存在龃龉，当时的文学批评或许是问题的根源。

《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随即引发关于小说中的“爱情”是否合理的争论。支持

者认为，小说“响彻全篇的旋律”，是“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习惯、情

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些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系，渴求精神生活

高度和谐、高度丰富、高度一致的纯真的爱情”④；批判者则指出，这种“渴求”“无

的放矢”，“其合理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小说只是“论述了一个虚伪的道理”，“作者的

许多优美抒情之笔恰恰是伤人的箭”，作家“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

情绪美化成诗”⑤，而评论家不能“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

唤’那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⑥。在一部作品还难以承受

“道德质问”的历史时期，这种争论对作家的精神和文本价值的判定，无疑都构成了巨

大的冲击。由此，顺应着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文学批评开始从“反思民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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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判封建意识”的维度中去阐释作品的价值。张洁向记者申明：“这不是爱情小

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学问题的小说，是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⑦批评家黄秋耘

当初对该小说反思性的阅读提示逐渐成为批评界阐释小说意义的主要向度：“假如某些

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

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

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

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

排自己的生活呢”⑧。评论者禾子对小说“重要思想意义”的细致演绎，则更为清晰地

体现着这种“入潮”的逻辑：“为什么具有如此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会被人们冠之以小

资产阶级的头衔呢？这不能不联系到我们民族的历史。千百年来的伦理道德都否定人

的天性、束缚人的精神，它是专制的封建制度赖以维持的稳定因素……特别是最近十

年的政治动乱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倒退，某些封建社会的旧意识却贴上了新道德的

商标，继续束缚着人们的精神，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小说——引者注）就是在正

面提出了一个相当普遍而又被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透视了社会的

落后保守面，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这就是《爱……》这篇小说的重要思想意

义。”⑨在有意无意间，这些“入潮”的文学批评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历史合力，把文本

引向了伤痕、反思文学的轨道。事实上，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学批评也并不从

容自如，除了受到以往文学观念的制约，它还被反思文学的集体性思维所主导。这种

批评思维不仅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表现出英雄主义姿态，同时也与批评家检视历史与

释放心灵的时代诉求形成默契。于是，批评获得了强大的感召力，其对作品正当性的

辩护，是那些对小说“感到大惑不解”的评论家难以撼动的。当时《人到中年》《灵与

肉》《绿化树》等作品，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它们被反思文学“拯救”，同时又被反思

文学“规限”。对文学史而言，既然文本被批评家作了如此定位，那么就必须遵从这一

“历史的真实”，于是就出现了有别于文本内容的文学史叙述。

如果说80年代初一些作品的“被入潮”带有某种形势所迫的意味，那么80年代中

期的一些小说被批评裹入寻根文学思潮，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寻根文学之

所以在80年代中期强势崛起，原因之一是它具有某种难以复制的历史优势：既关切主

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焦虑，又回应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诉求。寻求根性文化是对民族现

代化的积极参与，同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又为文学思想与形式探索的多元化

提供了理由。寻根文学无疑为当时创作的局促找到了突围的路径，又因其对民族与文

学的双向关怀获得了强大的号召力。一旦被批评纳入寻根文学，作品将不仅变得安全，

而且陡增了热度，对此，作家一般不会对这类批评加以反驳，有时反而乐见其成。

《棋王》是如何从“别样的知青小说”过渡到“经典的寻根文学”的？阿城是如何

从一个“老老实实”地“写人生”的作家变为一名标志性的寻根文学作家的？对此，

有研究者做过极其详尽的爬梳与阐析⑩，它让我们见识了寻根文学的批评语码形塑作

家、作品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也影响了王安忆《小鲍庄》的批评与接受。这篇小说

于《中国作家》 1985年第2期发表后不久，王安忆在与陈村的一次对话中表示，写这篇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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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最明确的念头”，是“寻找一种与过去所看惯也写惯的截然不同的结构方法，寻

找我们自己的叙述方法”ÊIS。1987年，在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对话时，王安忆对《小

鲍庄》的创作初衷做了更具体的说明：它源于一次采访时“沿途听到了许多故事”，尤

其是“补锅匠”（“拾来”的生活原型）和“小英雄”（“捞渣”的生活原型）的故事，

引起了“我对插队生活的许多回忆”，“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这就是《小鲍庄》的

初衷”。在回答学生提问时，王安忆又说，对写作《小鲍庄》发生影响的是自己的“美

国之行”，而不是当时已被视为寻根文学模本的《百年孤独》，因为异域之行为她“提

供了一副新的眼光”，由此，她“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ÊIT。可

见，《小鲍庄》的缘起没有明确的文化寻根意识，它是散落在民间的原生故事、作家的

生活经验以及那一时期作家特有的艺术眼光共同发酵的结果。应该说，最初关于《小

鲍庄》的文学批评，还能与王安忆的创作自述形成某种对话关系，如吴亮说自己有关

《小鲍庄》“绵绵无尽的思索”，除了“它在形式上给予我新的视读经验”外，还有“为

那些艰难地生活在‘洼地’中的小鲍庄的人们而动情、而感叹”ÊIU；晓华、汪政认为，

《小鲍庄》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容量”层面的“试图从新旧嬗

递的角度对历史的功过作出独特的思考”，二是“叙述”层面的“客观的叙述，尽量避

免着主观介入”ÊIV；李洁非、张陵认为，《小鲍庄》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至今仍然支

撑着我们的‘理论’大厦的‘典型化原则’进行了如此富有幽默感的嘲弄”ÊIW。某种程

度上，这些批评其实都回应了王安忆有关“故事”与“形式”的自述。

然而，1985年毕竟是寻根文学无限风光的时节，就像陈村致王安忆信中所言：“一

代年轻人（或称之为一代‘文化上的杂种’）至少从《商州初录》起开始了‘寻根

热’，开始注意‘文化’这个极通俗又极难捉摸的词。那么，我们的批评家至少也应该

从现在开始目不转睛地注视这一关系中国文学趋向的探索。”ÊIX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

批评家无暇去细细体悟“美国之行”以及那些原生形态的故事之于作品的重要意义。

没隔多久，那些最初的批评连同王安忆本人的创作自述，被更多从寻根文学角度立论

的批评搁置了。以《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发表的四篇批评文章为例。洁泯的文

章开篇就将《小鲍庄》纳入“向着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探求”的创作行列，其对小说诸

多“卓越之处”的“散论”，都放在“民族文化素质”如何得到“独特发掘”这一维度

上进行ÊIY。畅广元的文章谈人物形象的“心理状态”和作家的“审美创造特征”，但其

关注的焦点是“小鲍庄人们的仁义”，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是作者谈论文本的出发

点ÊIZ。陈思和的文章认为《小鲍庄》里存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非现实世界”，

通过解读小说中诸多关乎宗教、人类命运等的“深层象征”，对《小鲍庄》里的“双重

迭影”世界做了极富智性的阐发ÊI[。陈思和关于“神话模式”的分析虽没有把作品归为

寻根文学的明确表述，但这种解读方式其实也是对小鲍庄仁义文化逻辑的生成与衍变

进行历史考察。李劼的文章首先提出一个与王安忆的自述相悖的结论，即《小鲍庄》

“在笔法上”是对《百年孤独》的“临摹”。在指出小说的“个人创造”是写出了“令

人深思的停滞和麻木”后，李劼随即以“改造国民性”话语为尺度，对小说的“光彩”

与“缺憾”进行了评析ÊJR。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改造国民性”

在80年代文坛的重启，无疑联系着当时影响广泛的“文化热”。因此，无论是思维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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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这一被当时包括李劼在内的众多文学评论家所钟爱的理论思潮，都具有明显的

文化指向。类似的批评在1986年流行起来，“民族”“文化”“仁义”等关键词变得炙手

可热，几乎成了批评家阐释《小鲍庄》时的必备符码。与此同时，作家的创作自述及

早期批评文章都被忽视了。于是，“捞渣”从一个神奇的“小英雄”，变成了“仁义精

神的符号”，而作者自己深感“很乱的”文本形态，以及那种“完全不晓得我准备做什

么，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思路”ÊJS的创作情形，则被寻根文学的批评话语做了清晰的解

答。《小鲍庄》的文化寻根意义就此沉潜下来，一部寄寓着作家对小说形式进行艺术探

索的作品，就这样获得了寻根文学经典的文学史定位。

二、“祛潮流”写作的尴尬及其历史化的难题

作品或创作现象被写入文学史，就是开启了历史化的进程。如果说“历史化所做

的就是‘历史稳定’的工作”ÊJT，那么作品或创作现象的历史化，就是经由不断的阐释

与研究活动，沉淀出关于对象比较客观与稳固的共识性表述。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批

评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潮流化”的文学批评通常致力于激活或壮大某种类型的文

学创作，那么它的另一面，则是对游离于这种创作的作家、作品关注不多或准备不足。

也就是说，“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具有吸附与排斥的双重功能：既能通过批评的集体效

应，汇聚某种文学潮流，也能以失语的方式，疏远乃至遮蔽那些“祛潮流”的写作。

“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建构的文学史，难免有更多的倾向性或顾此失彼的意味。或许有

人要说，这是为了照顾“历史的大多数”，但我们也须警惕，这种“大多数”有时也是

由批评本身打造的——批评多了，自然就成了“历史的大多数”。对于那些疏离潮流的

个人化创作而言，它们多少遭到了这种批评的怠慢。

这种怠慢，首先体现在对“祛潮流”写作意义或价值的低估上。“潮流化”的文学

批评在客观上对批评对象划分了等级，那些因不入流而多少显得不够时髦的作品，往

往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其文坛影响力就难以与那些被批评家屡屡谈及的作品相匹敌。

它们经典性及文学史价值的不足，也就在这种状态下变成了“共识”。这方面的典型个

案，或许当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创作自述《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

世界〉创作随笔》可以看出，路遥当初写《平凡的世界》时，是自觉地打造经典并为

此深感焦虑的。之所以选择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创作这部作品，是因为在路遥看来，

当时中国的现实主义仅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远未抵达“精神”的高度，也未迎来

创作的高峰，因而它不是人们所谓的“一辆旧车”，而是“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

当长的时代里”，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平凡的世界》所要追求的，就是“十九

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是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巴

尔扎克和司汤达等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看齐的“经典现实主义”。路遥立志以

这样的高度来进行写作，为此开启了一段令常人难以想象的“早晨从中午开始”ÊJU的苦

难历程。《平凡的世界》当然远非完美，路遥“充满激情”和“拿生命写作”的用力方

式，或许恰恰为文本留下了某些问题，但它兼具史诗性与现实感的农村生活描写，深

沉的人道主义与积极向上的人生信仰，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故事，像初恋一样真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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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以及托尔斯泰所推崇的“作者本人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ÊJV等，似乎使其具备了

某些“经典现实主义”元素，并感动了大量读者。小说大约从1987年春开始在读者中

引发热烈反响，在第三部还未最终完成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启了对它的

连播。后来的多项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平凡的世界》几乎是新时期以来各历史阶段读

者“购买最多”“最喜欢”以及对读者“影响最大”ÊJW的文学作品之一。

然而，路遥在自述中谈及的严肃的艺术抱负、呕心沥血的付出以及小说中着力呈

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当时并未引起文坛关注。在新思潮席卷全国的背景下，《平

凡的世界》遭到了“理所当然”的冷遇。小说的发表即遭遇很多困难。《当代》杂志编

辑周昌义回忆，当年自己之所以退稿《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因为“读着读着，兴

致没了”，“实在很难往下看”，因为“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

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

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

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

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

气都觉得浪费时间”ÊJX。激情依旧的坦诚之言，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现场的某些实情，即

当年文学编辑或批评家的兴奋点，在于创作中那种能够带给人刺激的“突围”元素，

那种不断翻新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方法，而不是那种“啰嗦”的、没有“悬念”与“意

外”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一个作家的“生活”与“用功”（周昌义当时对路遥的印象，

恰恰是“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ÊJY）。同样，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之所

以“看了三分之一就干脆直接退给路遥”，也是因为“这本书不行，不适应时代潮流，

属于老一套‘恋土派’”ÊJZ。小说第一部后来在《花城》上发表，但接下来的第二部、

第三部在《花城》那里却没了下文，最终发表在山西作协的《黄河》上（第三部被

《黄河》全文发表，第二部则连同已在《花城》上发表过的第一部，被《黄河》追溯

式地刊发了内容简介，第二部则从未在杂志上全文发表）。《平凡的世界》最早由中国

文联出版公司在1986年出版单行本，但当时的公司领导却对出版此书带着“深深的怀

疑”ÊJ[。后人也许无法想象，自诞生以来一直畅销的《平凡的世界》，居然有这样一段

面世前的落难史。

发表的艰难与曲折，事实上说明了批评界的态度。路遥说他“永远难以忘怀”蔡

葵、朱寨和曾镇南这三位在京的文学评论家，因为在评论界近乎“失声”的艰难时刻，

他们对《平凡的世界》给予了“极其宝贵”ÊKR的肯定。除了上述三位批评家，80年代其

他对《平凡的世界》的批评屈指可数，仅有《花城》 1987年第3期上李国平、李星的文

章，还有《人民日报》 1989年1月3日上王愚的文章和《当代作家评论》 1989年第5期上

常智奇的文章。在群体性的新思潮批评面前，这种零星的评论显然难以形成气候。或

许是为了扩大影响，《花城》在刊发小说第一部后，也曾联合陕西作协的《小说评论》

杂志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虽然会议报道说，评论家“总体评价它是一部具有内在

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ÊKS，但个别与会者的实际反馈，却是“大家私下的评价不

怎么高”ÊKT。总之，在文学批评场域已发生重大变化的80年代，《平凡的世界》要入批

评家的法眼，实在困难重重。尽管这部小说拥有大量读者与听众，但这些“沉默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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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并不拥有书写文学史的资格。批评的缺席，让《平凡的世界》丧失了历史化的

重要资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学史叙述对其“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有

人曾做过统计，在1986—2010年间的76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路遥有记载的仅为

16种，占总出版数的1/5，其中在21世纪之前提及路遥的文学史仅为5种，这里面还包

括了只提《人生》而不提《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ÊKU。这与邵燕君、杨庆祥等批评家

曾有的“路遥偏识”ÊKV似乎不无关联。这些也自然被后来钟爱路遥的批评家视为“遗

憾”ÊKW。现在来看，当年读者（听众）与批评家之间“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是否应验

了李健吾的那个预见——“一部杰作的仇敌，往往不是读众，倒是同代的批评家”ÊKX？

8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否怠慢了《平凡的世界》？这些似乎都值得思考。毕竟，在文学的

启蒙任务业已完成的年代里，当年退稿《平凡的世界》的周昌义，也早已“真成了

《平凡的世界》（的）读者，成了路遥的知己”ÊKY。

其次，对80年代“祛潮流”写作的怠慢，也体现在因话语准备不足而导致的批评

的飘忽与游移上。除了被视为“过时”的东西，80年代的“祛潮流”写作也有让批评

界“眼睛一亮”的时候，但同样因逸出了特定的话语场，“潮流化”批评难以对“亮

点”做出必要、恰当的阐释。缺少了相应的话语体系，这种“亮点”往往被批评家处

理为一个即时性的话题，或者某种一闪而过的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本意义

的悬置，并为作品随后的历史化预设了难题。

近年来连同汪曾祺一起被不断经典化的《受戒》，在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就曾遭遇

这种尴尬。与《平凡的世界》不同，《北京文学》 1980年第10期上发表的《受戒》并没

有身陷“过时论”的囹圄，小说强烈的新奇感，反而暗合着当时文坛重启“双百方针”

以及鼓励作家进行艺术探寻的诉求。问题在于，相较于80年代初特有的创作与批评格

局，这种新奇似乎过于超前。从内容上说，《受戒》对“旧社会生活”的追忆，不仅超

出了“十七年”这一反思文学书写的历史范围，而且“庵赵庄”洋溢着人性自由与美

好的日常欢乐，尤其是明海与小英子那种异常天真纯净的男女之爱，与当时浸润于感

伤、悲愤美学风格的伤痕或反思文学明显格格不入，与初露端倪的现代派文学困惑、

迷惘的人生体验也完全背离。从形式上看，《受戒》信马由缰的叙述、诗化松散的结构

以及那些闲荡脱节的故事，不仅颠覆了其时主流批评界所熟悉的现实主义，而且这种

被汪曾祺视为“本身就是内容”ÊKZ的形式，也超越了当时现代派文学批评关于形式问题

的讨论范畴——为表明无关思想上的“不健康”，当时对形式问题的探讨，通常将形式

从内容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说，虽然《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不少批评家看

了也是“喜形于色的”ÊK[，但当时的主流批评界却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谈论它。

一旦不能像《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样被某种强势话语“拯救”，那么对《受戒》

的批评，其实已经被预置了危机。首先，小说呈现的“另类”生活，惯性地遭到一些

评论者的质问。轻者指责其“没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重者则表示完全无法

理解，“爱情居然找到和尚头上来了，多么新鲜呀”ÊLR。其次，当时“喜形于色”的批

评家对《受戒》的评论，显得小心谨慎，且大都点到为止。也许他们还难以确定，在

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题还只能通过反思文学去表达的年代，他们所欣赏的那种充满

诗意的生活，能否像《受戒》那样，以抽去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方式去演绎。或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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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也许还没来得及去思考，如何理解《受戒》中的人性美、人情美？它们的内涵

与外延是什么？与当时文坛吁求的“人啊，人”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因此，在称赞

之余，批评家多使用“也许有人会责难”“很可能会受到指斥”等“战战兢兢”的字

眼，并且往往还要点出一些“不足”，诸如“缺乏鲜明的时代感，在情节的编排尚欠谨

严”ÊLS，“应该更多地去表现时代的‘风云’，而不应该太多地注意‘风情’”ÊLT等，似

乎表示自己并不完全接受《受戒》。与此同时，评论者对小说的种种新奇好像也缺乏深

入探究的意愿，往往只是表达“赞《受戒》”ÊLU式的立场，发出“写吧，为了心灵”ÊLV

式的声援，以及抒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ÊLW式的感性体悟。这当然是由具体的历史

情境决定的，毕竟，小和尚与村姑恋爱的故事，实在很难与当时主流批评所强调的生

活的“深度”或“高度”发生关联。

这种闪烁其词的批评，显然难以让《受戒》一直保持热度，作为一时的话题，它

随即被淹没在题材更为“重大”的反思、改革小说之中。有评论家就指出：“人们都称

道他的小说‘有味儿’。可这到底是什么‘味儿’？似乎认真研究者不多。”ÊLX然而，令

汪曾祺和最初的评论者没有想到的是，作品这种悬置状态，却为被嗣后汹涌而来的寻

根文学思潮的“征用”创造了条件。当时正致力于阐发寻根文学创作的批评家李陀面

对汪曾祺的作品就惊喜不已，因为一旦将汪曾祺追溯为寻根文学作家，就可以有效地

扩张寻根文学创作的历史空间与地理版图。“很明显的是，自从这批后生小子（指阿

城、韩少功、何立伟等——引者注）相继出现，并以他们的作品形成一种人们再也不

能忽视的文学现象之后，汪曾祺就不再是孤独的一片闲云……人们还是要把他们很自

然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与其把汪曾祺‘归入’这一艺术群体，莫若说他是这一群体

的先行者，一只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ÊLY就这样，当年这篇因“怎么也产

生不出政治联想”ÊLZ而无法纳入反思、改革文学的小说，却因乡俗、士大夫精神等文化

元素，在80年代中期被寻根文学思潮重新发现并大规模评论。随着批评界或是指认汪

曾祺小说的“精神母体是中国的传统文化”ÊL[，或是将汪曾祺、邓友梅、陆文夫等定格

为“当代文学中第一辈有意识的文化小说家”ÊMR，《受戒》的思想意蕴开始由人生况味

的抒怀走向文化形态的探讨，而作者倾注在文本中的“80年代的中国人各种感情的一

个总和”ÊMS，也被具体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怀恋”ÊMT，这成为当时评论界的普遍认知。

被寻根文学思潮“召回”，使得汪曾祺和他的小说热度陡增，但作家本人对此似乎

并不认可。就像他“不希望把阿城和道家纠缠在一起”ÊMU一样，汪曾祺也不愿意看到自

己小说中的“真人生”被装进“传统文化”的模子里。1985年12月，他在《桥边小说

三篇·后记》中写道：“近来有人写文章，说我的小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我看

后哑然。”ÊMV1986年在鲁迅文学院演讲时，汪曾祺再次申明：“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

中国文学的主流，只能是一个小侧页，一个角落。”ÊMW在被寻根文学“黄袍加身”的年

代，汪曾祺没有顺势实现身份的转换，而是坚持以“小侧页”自居，这未尝不是作家

对这种文学史定位的拒绝。因此，虽然《受戒》连同汪曾祺有了“寻根文学”的集体

命名，但事实上其经典性在当时并没有沉潜下来。这种尴尬，就如黄子平在1989年所

说的那样，“他们都意识到了：汪曾祺小说在当时文坛的出现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

性’”，但是，“直至今天，这种‘异质性’也未得到很好的阐明，更谈不到从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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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去探讨其意义了”ÊMX。

三、批评范式的趋同与批评品格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潮流化”的文学批评极大释放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生产

力。虽然批评行为往往出自某种思潮的驱动，相关的思想及视野也贯穿于批评实践，

但“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并不机械与呆板。新思想刷新了原有的批评观念，也极大激

发了评论家的批评热情。贴合着80年代新启蒙的历史情境，“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在引

领世人经历一次次新鲜的文学之旅的同时，甚至参与了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

程。“潮流化”的文学批评有许多值得发扬光大的特质，如它与当时的文学现场几乎无

缝对接，总能敏锐地以某种观念去捕捉文坛创作的动向；它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不乏

提炼与引领，通过批评推动文学的新变；它强调批评主体与创作活动及社会语境进行

双重对话，从而激发作家新的创作思想；它的文字饱含体温，富有张力，是一种可以

和文学创作本身一比高下的批评体式。可以说，80年代文学复兴的背后，有这种文学

批评的莫大功劳。因此，它应该是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不是在学院派批

评崛起的年代里，沦为一份让人无比怀念的批评遗产。

本文在这里谈论的所谓“问题”，不是对这种文学批评合法性、合理性或重要性的

质疑，而是说，当这种批评构成了某个历史阶段“全部”或“整体”的批评事实时，

它可能会留下的一些历史后遗症。如前所述，“潮流化”文学批评一个突出的价值取

向，是对新思想、新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体现着批评者接受新观念、运用新方法的虔

诚与急切。在一个新启蒙的时代里，这种根据某一语码赋予作家、作品意义的文学批

评，带有某种先验色彩，它相对强调批评主体“内在精神”的标准和价值（包括思想

观念、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以及理论视野等），凸显着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的文

学性与美学品格。但是，文学批评也应是一门注重系统研究的“科学”，有整体性与开

放性等学科品格。除了强调内部研究的本体批评，它也可以是强调外部研究的实证批

评、强调心理机制的心理批评、强调知识内在的连贯与统一的系统批评等。文学批评

的这种多面性，正是由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

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ÊMY所决定的。强调任何一个侧面，文学批评都能发现作品某

些方面的价值，但如果把这视为作品的全部，则多少会有些偏颇。“潮流化”作为80年

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症候，使批评界对本体批评特别尊崇，相对来说忽略了对

历史意识、科学性等批评品格的关注。

如果以恩格斯所指认的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ÊMZ）

来衡量作家、作品，那么较之于“美学观点”的激荡与丰盛，80年代“潮流化”文学

批评的“历史观点”则显得相对黯淡。“潮流化”批评往往倾向于阐释某一时段文学作

品或文学现象的景观，用某种文学思潮的观念与眼光去捕捉文本在思想意蕴、结构形

态、艺术手法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新气象。那种与传统“告别”或“断裂”

的创作姿态，那种夹杂着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实验冲动，每每会触动批评界极为敏锐

的艺术神经。“潮流化”批评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全神贯注，让我们见识了一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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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家非凡的文本阐释能力，但就批评的整体而言，它是不是和曾长期统治美国文学研

究界的“新批评”那样，有“走向某一死胡同的倾向”——“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供人

们观照的完整客体，唯我地存在于自己的领域之内”ÊM[？当然，这并不是说“潮流化”

的文学批评不存在外部研究的成分。例如在评论伤痕文学时，批评家也会通过比对

“十七年”文学，指出作品在主题、题材以及立场等方面的创新，但鲜有批评家切实把

“十七年”作为研究伤痕文学的一个特定场域，从中进行创作资源、体制机制、作家主

体性构成等方面的考察。他们强调的是后者之于前者的挣脱而非联系。谈论寻根文学

时，批评家也会提及80年代中国文坛的某些外围因素，诸如国家现代化的焦虑、拉美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现代主义发展遭遇的障碍等，但没有批评家会把对历史周

边的考察作为研究寻根文学的一种“方法”来看待。也就是说，历史在“潮流化”的

文学批评中通常只是分析作品的背景，而批评家大多缺乏自觉的史学意识。总之，“潮

流化”的文学批评在整体上属于一种“现在时”的批评，它将当前的文学文本或创作

现象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强调理论的新颖与思想的冲击，而相对忽视史的品

格。有关这一点，陈思和与郜元宝在1995年针对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进行对话时，

就曾明确指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固然取得了不容怀疑的成就，但

是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又一直隐含着种种先天的局限。最大的一点，就是历史

意识的极度贫弱与极度匮乏。”ÊNR

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并不能过于苛求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因为在一个

文学和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与现实本身进行短兵相接是文学批评最可贵的品格。诚

然，作为国人精神活动以及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的文

学创作有着文本与超文本的多重意义，需要批评家作“现场解说”，但批评的当下性与

历史意识并非完全对立的一组概念。克罗齐宣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ÊNS，认为历史

存在于过去与当下无休止的对话之中。回到80年代文学现场，不论人道主义、现代主

义等思潮的兴盛，还是“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等批评话语的流行，

它们都不是横空出世的，有着深远的历史逻辑。就连当时批评家对那个时代最基本的

生存感受，其实也受到其历史经验的支配，真若绝缘了历史，批评家是否还会在80年

代滋生这份新启蒙的冲动和审美的激情？而且，由现实关怀进而引发历史探究的意识，

也是文学批评的常见模式。历史分析的引入，有时反而令文学批评中的现实关怀变得

更富有穿透力。因此，鲜明的当下性并不必然排斥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当然，任何

问题都要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是有效的。不能无视“告别过去”的时

代诉求对文学批评活动的引导作用，它或许潜在地规定了批评家对历史的态度。另外，

80年代的文学演进与社会变革实在太快，快到了批评家或许只能忙于应对新的创作现

象，来不及将它们置于历史的维度中进行考察。这样说来，“潮流化”文学批评缺乏历

史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历史的难题”。

除了历史意识的匮乏，“潮流化”文学批评还存在欠缺科学性的问题。“潮流化”

文学批评的强大，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批80年代“好的文学”的典范，甚至还让其时

的文学创作几乎成为紧随批评的“影子”ÊNT。然而，自80年代终结以来，随着当代文学

研究思维、视野与方法的拓展，“潮流化”文学批评的主观性、绝对化等问题开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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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些批评的结论也变得不那么可靠，这恰恰构成了新世纪以后学界纷纷重启80

年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提。另外，筛选文学经典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之一，80年代

的批评家对此也怀有普遍的自觉，但“潮流化”的文学批评似乎也没有筛选出共识性

的80年代文学经典谱系，这可以从90年代以后学界弥漫开来的“当代文学经典焦虑”

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如前所述，“潮流化”批评属于强调内部研究的本体批评。这种注重“理解”或

“欣赏”的文学批评，有着艾略特所提示的“危险”或“陷阱”：“如果在文学批评中，

我们只强调理解，就有从理解滑向单纯的解释的危险”，“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欣赏，我

们往往会堕入主观和印象的陷阱”ÊNU。也就是说，当“潮流化”批评被定格为80年代文

学的知识体系时，就有了“局部的主观”与“整体的事实”发生混淆的危险，即批评

家在某一特定语境下对文本的症候式解读，不经意地构成了后人“永久”“完整”的知

识。这种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也许有损于批评的科学品格。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思

考：“潮流化”的文学批评是否过于强调了当时流行的思想？被这种流行思想所塑造的

公共经验有没有武断的成分？或者说是否被放大了？“批评的事实”是不是对象本身的

“事实”？毕竟，批评的主体性与经验的公共性、思想的鲜活度与知识的可靠性之间，

应该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这是保障文学批评兼有人文性和科学性的重要前提。近年来，

随着“重返80年代”学术实践的不断推进，“潮流化”文学批评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

开始受到质疑。一方面，“目标预设”的问题日渐显现——诸如伤痕文学、朦胧诗、现

代派文学等都曾是贬义词，经历过广泛的争论，它们得以入史其实并非理所当然，某

种程度上恰恰是当时的批评界努力寻求文学突围的结果；另一方面，知识的“破绽”

似乎也越来越多，如前所述，后来的读者从“伤痕文学”《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看到

的只是纯粹的婚姻问题，从“寻根文学”《受戒》中感受的也只是“真人生”，而非传

统文化。总之，我们在貌似固定下来的知识中，发现了许多“陌生的事实”；在文学批

评搭建的意义边界之外，发现了批评对象的其他意义。笔者无意否定80年代文学批评

的卓越才情，更不是质疑其历史价值，只是认为，批评的历史有效性并不等同于永久

的科学性，理论的盛宴也不意味着理论的成熟。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八九十年代文

学批评界“理论持久丰盛”的另一面，是“反谱系、非逻辑的拥挤而淤塞的奇特景

观”，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导致了“各种理论所滋生的批评实践失去了历史位置”ÊNV。

另外，相较于发达的内部研究，80年代的“潮流化”批评较少关注文本的外部事

实。这些事实既包括作者的生平阅历、个性气质、家乡风俗与地理文化等，也包括文

学体制、文本“本事”、流行文化等。它们是集结于文本周边的重要因子，包含丰富的

文本及历史信息。依照韦勒克对文学的定义——文学不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分，

而是“美学要素”的“结构”（structure）和“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材料（mate⁃

rial）”的有机体ÊNW，那么这些外部事实无疑构成了文学的“材料”。疏离了这些“材

料”，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疏离了文学本身。强调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的弗莱也始终

认为，文学批评的“中心活动”就是“为被研究的文学作品建立起关联域”，除了“文

学本身的总体结构”或者“词语的秩序”，还要把“作家生平、时代、文学历史的来龙

去脉”等“别的事物联系起来”，因为“来龙去脉的关系几乎说明了批评的全部事实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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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ÊNX。“潮流化”的文学批评当然注重文本事实，但对文本之外种种“别的事物”疏

于考察，使它难以呈现弗莱所说的“全部事实基础”，至少有可能失去部分事实力量的

支持。回到当代文学经典的认定问题，后人之所以难以充分认可80年代“潮流化”文

学批评所筛选的经典，是否与这种文学批评缺乏分工合作、缺乏对外部事实的积累与

整理有关？毕竟，有没有“事实基础”的铺垫，或者“事实基础”的底子厚薄问题，

不仅事关批评的底气，还关乎其日后遭逢各种“重评”时的抗击打能力。这大概也是

今天的研究者普遍倾心于“诗史互证”式批评的原因。

笔者最后再次重申，此处讨论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并

非要去颠覆一个时代的批评神话，或去否认一代批评家辛勤的劳动与卓著的理论贡献。

不可想象，如果没有他们在当时的文学园地里识别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他们

凭着鲜明的思想观念和敏锐的艺术直觉去引导文学的发展及衍变，那么，后来的研究

者将以何种路径进入80年代文学？更何况，80年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很大程

度上是由历史设置的，要让批评家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又谈何容易。就像当年退稿

《平凡的世界》的周昌义后来所说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得犯同样的错误，

不可能更改”，因为“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ÊNY。在某种意义上，“潮流化”的文学批

评出自8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历史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好可以以此为起

点，寻找那些被“历史需要”遮蔽的文学史事实，并进而与“潮流化”批评的结论一

道，构筑一个更多元、立体的80年代文学认知体系，这正是本文的写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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