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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现实感与思想力
黄 轶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为时代奉
献了自己多姿多彩的繁华，其中涌现出一
批精品佳制。但仔细爬梳我们这些年的累
累硕果，透过图书界某些浮华的商业包装
和批评界故作陶醉的虚夸，就会发现不少
被“重磅推送”的名家或名篇似乎也不过
尔尔。记得多年前文学批评家王光东曾在
《文艺争鸣》谈到过新世纪文学的“思想能
力”问题，其中涉及当代作家穿透现实、回
应现实的能力以及相关联的当代文学的
思想性论题。今天，这些依然是文学创作
和批评不得不直面的存在。

内在世界的潜流：现实感

毋庸置疑，内心的思想根据才是
文学艺术根深蒂固的决定因素，而敏
锐的现实感是我们思想的源泉

“现实感”一词取自英国哲学家和政
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现实感:观念及
其历史研究》。这本著作探讨了近三个世
纪以来主导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
念和主题，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 例如
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等等，

展现出伯林渊博的学识和发人深思的洞
察力。

其中一篇专论是《现实感》，按照这篇
文字的逻辑，我们每个人或每个时代都有
两个层次，一个是显在的共性的规律性的
普遍存在，一个是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
难以区隔的隐秘的存在。 前者偏于 “表
象”，人们容易掌握和概括；后者更为本质
和深入，恰恰成就这个时代的独特价值和
意义。

伯林认为，在对“隐性”层面的认知和
解读上，艺术家包括小说家比所有的社会
科学家都更了不起，他们能够像历史学家
一样一点点剖解、构造出一个时代或一个
个体 “独特经验的传神肖像”———这不是
简单地做一张概括性符号的 X 光片，而
是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 这种独特的能
力，源自文艺家灵敏的现实感。艾略特也
曾经指出，伟大的史学家、小说家和某些
艺术家能够比一般人更多地直面现实，

他们内在的现实感是“无可取代”的，也
即他们不仅看到表象的、规律的，还看到
了更为深邃的“底层”。作为一种柔性的
社会构建力，这种潜在的“审美力量”或
许比强暴的权力、残酷的战争、机械的宣
传更为有力。

人类的思想力量总是在膨胀和紧缩
间交替。当想象力过于泛滥，它就会向缜
密和深邃、逻辑与严谨转向，或许也会出
现一个宏大的叙述重建我们对创造的信
仰；一旦当描述变得过于程式苍白、单调
乏味， 人们就开始诉求艺术的繁茂回归，

就更容易呈现多元的、纷纭的表达姿态。

毋庸置疑，内心的思想根据才是文学
艺术根深蒂固的决定因素，而敏锐的现实
感是我们思想的源泉。当我们面对当前的
文学创作和批评，有时会感到无力：写作
泡沫化，各种作品榜单琳琅满目却可能经
不起审视的目光……这构成了当下文学
一种“虚胖”的景观。

现实感不是现实， 也不是现实主义，

但一定是对“此在”的深入抵达———哪怕
他是在书写一段过往， 即便只是一场虚
构，也一定是对“此在”真实的深刻表述。

作家现实感的消减造成的思想疲软已成
为一种征候。 这表现为创作的观念化、自
我复制、空乏冗杂。于此征候之下，文学的
大树则难以繁育出新的生长点。

文学生长点：丰美与遗憾

新世纪文学思想性不足的问题
造成的整体性思维固化等问题，使得
能够枝繁叶茂的文学生长点不多，甚
至一些成果不俗的创作类型也日渐
被诟病

当然，新世纪文学创作不乏新的生长
点， 例如与发展主题密切相关的生态文
学，例如乡下人进城的“中国经验”书写，

例如具有浓郁“在地性”的宗教文化文学，

这些都是当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丰美收获。

但新世纪文学思想性不足的问题造

成的整体性思维固化等问题，使得能够枝
繁叶茂的文学生长点不多，甚至一些成果
不俗的创作类型也日渐被诟病，例如颇具
主流意味的官场反腐小说和报告文学，观
念化、程式化日趋严重，有的几乎可以和
“手撕鬼子”的套路相媲美了。

如果盘点当下作家现实感不足、思想
乏力的表现，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尤其明
显：

一是城乡二元对立理念化严重，它不
仅成为一种出发点， 也成为一种目的地。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城市化批判由来已久，

以沈从文为重镇的“京派”文学是第一个
高潮。 沈从文敏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自
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终将远去， 便以牧歌
的情调重塑了湘西自在的边地世界，在
中国现代性起步的初期， 其以生命为关
注点的“另类”人文立场，成了现代语境
下名副其实的浪漫派。今天审视“京派”，

其价值正源于在“启蒙的文学”和“革命
的文学”之外，它赓续了意义深远的“文
学的启蒙”，那些民族想象或者说文化想
象显示出独特的审美魅力和价值， 树起
现代文学史上一杆新鲜的旗帜。然而，一
些步其后尘的创作者仅仅捞起京派文学
“文化守成和现代性批判”的余风，忘掉
了处身的这个时代现实的粗粝和尖锐，沉
浸于营造古典田园主义美梦，呈现出个人
主义的逃避倾向。在《伦理的歧境———新
世纪文学“城市化批判”的精神归趋》一文
中，我曾经提出，“城市化批判”已成为新
世纪文学重塑人文理想的一个重要路径，

但是当代文人面临的文化抉择更为艰难，

城市化批判未能深入探查发展中的失误
与偏差即“唯发展”和“伪发展”，误入“桃
花”深处的精神归趋将使心灵陷入深刻的
伦理歧境。

二是乡土作家对于真实的乡村缺乏
切实体认，更没有深切的共情，对乡土现
实的主题发掘很不够。 作家不了解农村、

农民、农业，无论是站在启蒙的、批判的角
度来写民众的“平庸”，抑或以乡村代言人
的角色为逐渐被城镇“格式化”的乡村农
人发声， 总是难脱理念先行的说教意味，

文笔、叙事上也粗枝大叶，不能深刻表达
这个大移民时代农村那种“空心”的悲欢，

缺乏对农民工进城后生活的真切体谅，创
作主体的人性悲悯和未来忧思也不够鲜
明。几年前，在参与撰著丁帆主持的《中国
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时，我阅读了
大量写乡下人进城或新农村建设的文学
文本，但几乎找不到几篇能以艺术的审美
力量入木三分地写透进城的乡下人精神
世界孤独的仰望与期待的，也找不到几个
刻骨铭心的留守老人或留守儿童人物形
象或一两段富有“中国经验”的故事———

写作兀自热闹罢了。

三是对于这样一个商业、金融业繁荣
的全球化时代， 文学之笔显得 “束手无
策”， 这表现为专门书写这一领域的作品
甚为少见。像《子夜》那样包含广阔时代嬗
变风云、文字上纵横捭阖、现实感思想性
突出的巨作暂付阙如。在一个资本占尽胜
场的时代， 我们无法深入书写这种现象，

我们的笔力难以抵达现实的复杂性，也难

以从含混的现实中抽离出清晰的表述理
念，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四是在传统风俗回潮与宗教文化复
魅的书写中，像阿来那样写尽“在地性”风
俗背后“生命苍凉”的作家作品甚为少见，

多半是作为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一种概
念化批判的对应物，欲望化的审美只是触
摸到了这场“魅性”复归的表层现象，而非
背后的思想文化逻辑，就更难以建构自己
的主体性思想话语。

或许“人生而不自由”，文学亦然。但
不能将一切无力都推给客观、 推给不得
已，对有些题材、有些主题、有些真实的无
感， 其实就是当代文学现实感、思想力缺
乏的主要表现。

文学的郊野：更需审美照拂

比起文学对主城区 “新上海”的
浓墨泼彩，广阔的上海乡村郊野更需
要审美意识的照拂

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文学创造了无
尽的辉煌，无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影
响力看，都占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半壁江
山。

文学批评家杨扬多年来始终关注新
世纪上海的文学创作， 他 2014年出版的
《浮光与掠影———新世纪以来的上海文
学》对 2000年至 2011年间的上海文学成
就做了整体梳理和客观评价。上海文化基
因一般被归纳为“三原色”，即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这三种文化流脉
在上海交汇碰撞， 滋养了这里丰腴的文
学土壤，哺育出上海文学的两条主线：一
条是被赋予现代性意义的 “大叙事”，也
是“国家”与“革命”主题的不断赓续；一
条是具有东方性本土性色彩的 “小叙
事”，例如张爱玲、王安忆的民间叙事。在
这些书写中上海被不断赋予新的象征意
义， 也成为乡土中国现代想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是多元的复杂的。在今年 5 月
上海师范大学一场题为 “城市文学的研
究历程”的演讲中，《上海文学地图》的著
者张鸿声提出“上海想象或论述”的三个
关键词，即表征国家进程的“钥匙”、隐含
西方性的“窗口”、区别于乡土中国特征的
“飞地”，这无疑是对上海文学及其相关研
究的一个高度概括。

不过翻看上海文学史，总感觉还缺了
点儿什么———上海，仅仅是那个从租界而
来的作为东方明珠的大都市上海吗？上海
的精神存在阈，除了文学作品已然呈现的
种种， 是否还存在一个本然的 “乡下上
海”？ 或许，很多上海人对此不以为然，因
为上海的荣耀和超越感是建立在 “现代
性”之上的。当一座城市承载起一个国家
的现代性想象时，人们或许会“忽略”这个
城市地理空间的多样性， 但是 21世纪以
来，如果我们依然意识不到广阔的上海乡
村作为中国城镇化前沿的审美独特性，这
就是文学的现实感问题了。

和大多数外地人一样，在来上海生活
之前，我对上海的认知来自两个方面———

阅读与差旅。一次次上海之旅，目之所及
的无非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的交通、熙熙攘攘的人流……赫然地与那
些书上得来的印象形成互文。 直到定居
沪上，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上海有广阔
的乡村、 连绵的田野和未曾开垦的处女
地。 更不要说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面
积达 1400多平方公里的崇明了， 它是国
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 也是上海人的重要菜园果园和粮
仓。

上海被喻为“魔都”。在我看来，魔都
之“魔”，不在于它“处处有商机，遍地是黄
金”的繁华，最魔性的恰恰是上海的乡村
郊野。那个在曾经的主城区之外一直存在
着的更为广阔的“老上海”，是老上海人的
故乡，新上海人的花园，是上海绿色健康
发展的底气和战略要地。

今天，“地方性”的上海乡村正在面临
着城市化、“上海化”的过程———它有更古
老的住民、更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更具变
数的魔幻般的未来。上海主城与郊区这种
核心与边缘、 中心与地方的双向互动，就
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一个“城—乡”镜像；随
着市场经济的刺激，上海乡野郊区进市内
做工的农民或就地转化为服务产业工人
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一个“离土”与“返乡”

的话题，别有一番酸甜苦辣；而上海又是
一个开放性包容性极大的城市，离开上海
去外地的、各地来沪的，“地方”中“人”的
流动性不断加快，且更为繁杂。除了“地
方”与“人”的“中国经验”外，上海独特的
“郊野”经验特别值得关注，因为透过上海
书写的这一条“地方路径”，可以重新辨析
“文学上海”整体经验的形成，还可以开拓
中国新世纪文学创作和研究路径的深度
和广度。但是，就像从中原厚土走出来的
作家多是写乡土的大家，写上海的作家似
乎多是都市圣手———无论写大空间还是
小时代，无论写洋房别墅还是写亭子间蜗
居，无论写外滩风情还是弄堂掌故……这
可能正是我拜读上海文学时总觉得“缺了
那么一味儿”的主要原因。如此广阔的正
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上海郊野、村镇和农人
以及他们人生的“常”与“变”，如何在上海
文学中登堂入室， 我认为是上海文学家
“现实感” 的应达之地———乡土中国的蜕
变就在我们脚下，如果我们的思想力不能
或不愿在此盘桓，繁荣了一个世纪的上海
文学似乎还是相对“单调”了。

比起文学对主城区“新上海”的浓墨
泼彩，广阔的上海乡村郊野更需要审美意
识的照拂———说不定有一天，它就成了海
上作家新的拓荒地和上海书写新的生长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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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男主“耽改剧”（由耽美小说
改编成的影视剧）霸屏的当下，电视
剧《三叉戟》一下子推出了三位男主，

还是很吸睛的。只是，这三位爷都是
被岁月风干得透透的老腊肉了。

显然， 这是一个关于前浪的故
事。故事说的是升迁无望、调到警保
处干后勤等退休的“大背头”崔铁军，

跟领导闹矛盾后愤而自请下沉基层
派出所的“大棍子”徐国柱，长期泡病
号、一心想跳槽下海的“大喷子”潘江
海，这三位当年号称“三叉戟”的业务
骨干， 因为种种因缘际会重回一线，

携手侦破一起重大经济犯罪。剧情设
置是典型而传统的侦探剧，故事走向
虽跌宕而仍在套路中，但《三叉戟》吸
引观众、赢得佳评也是无疑的，是近
年来最为成功的公安精品剧之一，被
认为“打破了年轻观众不爱看中年大
叔戏的伪命题”。

《三叉戟》之所以好看，在我看
来，原因首先是有一个优质而成熟的
文学底本。 一般观众接触一个新剧，

大概总是要先问一句这说的是什么
故事。剧情当然是评价一部剧作重要
的标准与要素，只是这个常识性的道
理，现今唯流量论的制片方却未必肯
明白。 本剧改编自吕铮同名长篇小
说，吕铮是著名的公安作家，长期接
触公安一线实务，因此其笔下的公安
干警形象尤其立体且丰满，侦查情节
特别曲折而真实，整个故事显得十分
接地气，可信又可亲。“三叉戟”这三位
主角， 并不是刻板印象里同类型作品
常见的“高大全”形象，他们都有着自
己独特的个性甚至缺陷： 大背头沉着
冷静，是经侦的高手，却有点腹黑，为
达目的不择手段；大棍子疾恶如仇，却
急躁冲动，还十分大男子主义；大喷子
是预审专家，号称手下没有零口供案
件，却庸俗市侩，满嘴跑火车……这
样的人物设置非但没有贬损英雄的
形象，反而因其真实与可爱，愈见其
高大。同样的，在探案过程中，没有百
科全书式的超强大脑，也没有睥睨江
湖的绝世神功，甚至连电脑都用不利
索的三位大叔从未有过“大人真乃神
人也”般的迎刃而解，而是抽丝剥茧、

步步为营，甚至时时遭遇挫折，连办
案用的公车和设备都让人给偷了，这
样的情节设计则更让观众感佩警察
的艰辛与不易。

而在剧情走向上，不同于传统侦
探剧或警匪剧单一的警察抓坏人套
路，《三叉戟》的视角更加广阔，观照
到“三叉戟”的亲情、爱情与友情，以
及他们在单位与年轻人及领导关系
的微妙交织，共同构成破案主线之外
推动剧情流动的辅线，使故事情节显
得更加厚实而丰富。

在剧情建构上，《三叉戟》最超越常规的则是聚焦于三名中
老年警察身上，着力把“大叔”的生活写真，把“大叔”的形象画
活，这殊为不易。所谓的“青春偶像剧”，拍得幼稚一点、狗血一
点，尚且还能靠颜值和流量敷衍一二；但观众面对那一张张松
弛而油腻的老脸，势必更加挑剔，因此中老年主题的电视剧在
剧情上更加不容闪失，这就是市场客观规律。这并非没有失败
的前例。而《三叉戟》的剧情则将中年大叔之烦恼铺陈得淋漓而
细致，情场上惊艳了时光的激情早已褪去，顶多剩一些温柔了
岁月的陪伴； 家庭生活也早就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与为稻粱
谋的无奈所充斥；职场上更是面临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甚至三位
老警官传统的办案手段都时时面临信息化犯罪时代的新问题、

新挑战。尽管英雄无悔，却也有脾气、有情绪、有牢骚，也会流汗、

流泪、流血：《三叉戟》的剧情，显然更有生活、有内容、有温度。这
一点，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显得尤为可贵。在我看来，所谓编
剧，得把剧情编得圆融甚至精彩，才能为剧作的成功奠定一个坚
实的地基，没有这个基础，单凭流量拉动的作品，不过是空中楼
阁，终究无法称其为一部优秀甚至合格的电视剧作品。

作品讲的是当今电视剧市场潮流之外的三个警察大叔的
故事， 因而本剧的选角也注定无法走流量小生的常规典型路
线，而是请陈建斌、董勇与郝平三位老戏骨担纲。于是，鱼尾纹
和法令纹取代了青春颜值，过高的发际线取代了华丽拉风的秀
发造型， 松垮膨隆的肚腩也取代了让人血脉贲张的八块腹肌。

然而，三位大叔用其炉火纯青的演技，展现了什么叫“姜还是老
的辣”，将皮囊虚化成并不重要的浮云。一句台词，一个眼神，甚
至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都传神地将人物性格演绎到位。崔铁
军的临大事有静气与目的导向性人格， 徐国柱的刚毅果敢、宁
折不弯，潘江海的圆滑世故、软弱迁延都透过三位演员的表演，

准确而生动地外化与诠释出来。

不夸张地说，三位实力派的精彩演绎，堪称本剧一大亮点。

而正是在这种演技的强势碾压之下，年轻一辈演员演技的疲软
更加显露无遗：空洞的眼神、失控的表情、出戏的表演以及散装
的台词。这让观众在影视剧的江湖里看到，前浪们风头仍劲，后
浪们且赶不上呢。对此，我总有一种旁观者的闲愁，今日的后
浪，来日真的能推开前浪吗？容貌与身材终究会“湘江水逝楚云
飞”， 皱纹到日子就会爬上脸庞， 但表演功力却并不会按时抵
达， 当没有演技的流量小生变成还是不会演戏的老爷叔的时
候，还会有多少流量？

尽管《三叉戟》是一部抓人眼球的佳作，但其缺陷也是明显
的。 一个硬伤就是对于某些角色身份冲突的设计显得幼稚粗
放。其对于性别矛盾、代际矛盾以及干群矛盾的摹画，较为武断
与片面。例如，剧中的女性角色表现出过度的感性以及智商的
“欠费”，领导则多多少少有一些官僚，不是说不可以有这样的
人物形象设置，但为了突出主要人物而将其他与之产生冲突的
次要角色类型化，并且赋予同质性很高的典型特征，这样的处
理就显得扁平与刻板。

但我仍然要诚挚地推荐这部剧， 不唯因为其道尽了中年
男人无可避免的辛酸苦辣，让逐渐步入初老的我心有戚戚；更
重要的是， 本剧仿佛是在电视屏幕上刮过了一阵有些许油腻
味的烟火气后，让久居脂粉味中的观众，感到耳目一新、精神
一振。

文化新观察

广阔的上海乡村郊野更需要审美意识的照拂。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