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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体 性 与 个 体 性 ：

常说常新的文学话题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总体性”和“个
体性”的辩证冲突始终存在。在讨论的过程中，
与会批评家就具体问题，在多个维度上阐述了

“总体性”概念，并由此对“总体性”作出了截然
不同的评价。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提出，“人们
常常觉得总体性大于地域性、地域性大于个体
性，实际上应该是倒过来的。”在他看来，地域性
给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丰富路
径；个体性相比地域性又更加重要，真正的“总
体性”和作家没有办法直接发生联系的。在这
里，“总体性”被看作一种相对“地域性”和“个体
性”而言、更为抽象的整体性概念。

有批评家将“总体性”理解为文学的普遍
关怀，他们立足后现代语境，重提“总体性”概
念的重要性。安庆师范大学教授吴飞评价当
前的文学境况是“总体性文学衰落，后现代性
写作兴起。很多作家都在描述个体性的、琐碎
的、微观的事物，丧失了对社会和人的总体性、
宏观性的把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更是
对此作出深入论述。他认为，卢卡奇在《历史
与阶级意识》里首次提出“总体性”概念时，强
调的是关于社会的讨论不能只局限于现象。
在卢卡奇那里，“总体”和“物化”两个概念紧
密相关。在现代商品社会，人逐渐丧失了自己
的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捍卫“总体性”，隐含
着对人的完整性的一种怀旧式的捍卫。他认
为，近年来东北青年作家群受到欢迎，也是因
为这批作家用东北方言写东北的下岗故事，固
然带有强烈的地方性，但引发下岗的产业结构
调整其实并非局限在东北地区内，“这种失败
感是今天青年一代很多人所普遍性分享的。”

浙江大学教授姚晓雷认为，当下的文学仍
然有一个总体性的价值来源，这便是自五四时
期以来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问题在于，
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经过100多年，其中很多经典
的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经无法覆盖当下的
很多问题，当主流作家只能从这里寻找自己的
价值归宿时，很多作品便难以同时代对接。“从
五四过来的价值传统在衰落，但也没有什么新
的传统能够显示出一种构造新秩序的能力。”姚
晓雷说。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也认为，当前某
些文学创作只是对新文学主题的“牙牙学语”，
面对高铁和互联网时代组成的超级现实，很多
文学创作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当我们立足长
三角来谈论文学时，必须注意到今天的‘时代速
度’已经和古典江南完全不同：从前是‘细雨骑
驴入剑门’式的驴行速度，今天则是每小时350
公里的‘复兴号’速度。面对这样的速度，文学
书写不能再固守着‘城市文明碾压乡土文明’这
样的老旧话题，而要积极调整心态的时区，拥抱
眼前的崭新现实。”

地 方 性 书 写 的 突 围 与 坚 守 ：

不容回避的文学话题

在分析当代文学的地域差异性时，南京大
学教授王彬彬认为方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考
角度：每个作家的原初语言都是自己家乡的方
言，即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在今天也必须
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时
用原初语言进行思考、用普通话进行写作，这就
存在着把原初语言转换成共通的普通话的问
题。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是各种各样的。不同
的原初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不同的方
言与普通话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关系，这影响着
创作的难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思想
的深广度、影响着作品的文学品格。王彬彬说，

“从原初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也促使我
们调整文学意义上的地区意识。”浙江工业大学

副教授颜炼军也谈到了地方性语言对汉语文学
带来的影响。他以阿来、扎西达娃、昌耀为例，
分析了藏族文化和藏语在他们诗歌书写中的显
现，指出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给汉语诗歌带来
了活力。他还对比分析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的当代诗歌，认为北京和北京周边的下乡知青，
与偏南方的第三代诗人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面
貌，“把方言转化成普通话写作的过程中，确实
激发了语言的活力。”

强调地方性，不意味着对地方性的固守。
复旦大学教授金理提醒我们注意比较低劣的地
方性文学——特产文学。就像城市中地标性景
点里的特产性商品，有些所谓的地方性写作也
很像某地特产，它满足的是虚幻的主体性，或是
都市文明“钦定”的自然风土人情。对此，上海
外国语大学教授杨四平认为，很多作家在写区
域性空间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种写作资源来
处理，他不仅仅是怀旧，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资源
和现实进行对比，从而进行反讽性的处理。如
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局限于地域写作，常常会
面临写作困境。

在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看来，一方面，“地
方性”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没有地方性的文
学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长期依赖一种地方
性，也会让写作变得凝固和封闭。怎样让小说
在书写地方性的同时又能突破地方性呢？他分
析了路翎《财主的儿女们》这部小说。小说中的
家在苏州，但家里的一些人为了享受现代生活
去了南京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们又举家
从上海、南京、苏州沿着长江往西逃，一路跑到
重庆。“这样一来，整个小说突破了单一地域。”
他认为，“人的空间解放、思想解放、语言解放，
是文学解放的必要条件。”

长 三 角 文 化 与 江 南 文 化 ：

与时俱进的文学话题

“长三角”最早是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概念提
出，其能否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文学区域概念，在
论坛上引起了争论。“行政区划，以及一个区域
文学的提法，是不是有效？比如浙江文学与江
苏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浙江省作协创研室主任
郑翔提出疑问，“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地域比区
域更适合谈文学。”

相比区域，地域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概念。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就提出，“长三角是一
个地理的和行政的概念，相比来说，江南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内涵则更深一些。对于长三角文学
的关注，不妨转换为对江南文学的讨论。”而即
便是认同“长三角文学”这一整体概念的安徽师
范大学教授方维保也指出，长三角地区的文化
主要是江南文化圈，也包括淮河文化圈和浙江
沿海文化圈，他认为，“江南文化有时甚至不完
全局限于地理上的江南，文化上的江南有一种
自我指认的逻辑。”比如《江南三部曲》，其实就
超越了地理上的江南江北的概念。

但这种扩展仍然有其边界。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何平指出，长三角如果要作为文化区域提
出，则需要想象性的介入和建构。但这种建构
不能超出文化边界，“可以扩展边界，但内在的
本质性东西还是需要的。”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洪承主要就江苏文学
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江苏境内的两条河流，一
条是人工河流，一条具有自然属性，这种独特的
河流地理赋予了江苏作家包容开阔的气度。他
从这个角度梳理了百年来江苏10个文学流派，认
为这一地区具有“包容性、碰撞性和沉稳的文化
气质”。安徽大学教授王达敏指出，在长三角地
区，安徽由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人才流失比较
严重，这对当地的文化发展构成了不利的影响。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胡功胜认为，安徽与长三角
的关系，可以用城市与乡村这个视角来加以观
察。这种差序格局，虽然造成一个文学位置上
的落差，但在城乡交融的背景下，安徽作为农民
工往返的一极，能够提供更新鲜的经验。

安徽文学院原副院长潘小平则提醒，长三
角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程度正在不断提升，这
会带来文化上的融合和丰富性，同时也要避免
造成文化的同质。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认为，文学
与其说是“呼应”长三角一体化，不如说是借此打
开更宽阔的文学视野，不拘于自己身处的一时一
地，眺望长三角、立足江南文化，以至放眼中国、
拥抱世界。在他看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优势相补，在交流合作
方面拥有很好的基础：“长三角地区普遍受江南
文化影响，彼此间的交流非常紧密，比如清代安
徽的桐城派，它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安徽、辐射江
南，至当代余韵未歇。还有现代文学史上的诸
多浙江籍作家，如鲁迅、茅盾、王国维、徐志摩、
艾青、夏衍等，他们虽然籍贯属于浙江，但是活
动范围、成长创作轨迹往往超出了浙江，延伸到
江苏、上海。放眼当代文学史，江苏的苏童、浙
江的余华、上海的孙甘露、安徽的潘军，这4位作
家几乎构成了当代先锋文学的主力阵营，这种

‘巧合’背后其实是文化的相通。”

■ 第一届

2006 年 12 月 3 日 至 4
日，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
京论坛”举行。本届论坛由
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联
合主办。

本届论坛主要针对中
国当代文学创作上一些前
沿性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
贴近创作，紧跟文学发展的
潮流，具有前瞻性。论坛主
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现状
与走向”等5个专题，专家们
围绕“现实主义文学”“底层
写作”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热
烈讨论，提出了“空转的现
实主义”“国家文学”“原生
态精神链”等极具概括性的
概念。

■ 第二届

2010 年 11 月 25 日至 26
日，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
南京论坛”举行。本届论坛
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南京大学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
办，《钟山》杂志社、江苏文
艺出版社承办。

本届论坛的总议题是：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现
实与理想”，主要针对中国
当代文学创作上一些前沿
性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贴
近创作，紧跟文学发展的潮
流，具有前瞻性。论坛以建
设中国文学问题权威论坛
和江苏省作家协会品牌活
动为目标，力求对中国当代
文学特别是江苏文学的创
作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 第三届

2017 年 5 月 13 日，由江
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大学中
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省
文化投资管理集团、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第
三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
坛”举行。

本届论坛的议题是“创
新：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抉
择”，与会专家围绕新媒体
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实
践创新之路等问题展开研
讨。

■ 第四届

2018 年 6 月 10 日，由江
苏省作家协会和南京大学
共同主办、江苏文学院等承
办的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
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

本届论坛以“中国当代
文学新路向”为议题，与会
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当代
文学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

扬子江论坛

““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打造中国文坛高水准打造中国文坛高水准、、高层次文学交流平台高层次文学交流平台

聚焦文学前沿聚焦文学前沿 把脉把脉创作实践创作实践

近日，由江苏省作
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
“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
坛”在南京举行。来自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20余
位专家学者以及南京师
范大学学生等近百人参
加了论坛。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徐宁在致辞中肯定了江
苏文学的发展成绩。她
强调，文化领域的工作
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
度重视，明确提出到
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对“十四五”时期的文
化建设作出具体部署，
为我们今后推动“三强
三高”文化强省建设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省作协党组书记、
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
副主席汪兴国主持论坛
开幕时介绍说，“中国当
代文学扬子江论坛”的
前身是“中国当代文学
南京论坛”，于2006年
启动，该论坛与“扬子
江作家周”“扬子江诗
会”“扬子江网络文学
周”共同构成了江苏省
重点打造的“扬子江”
系列文学品牌活动。十
余年来，论坛主旨始终
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聚焦当代文学
前沿话题，凝聚文学界
同仁的力量和智慧，已
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坛高
水准、高层次的文学创
作与评论的交流对话平
台，为当代中国文学、
江苏文学带来了许多新
的思考与启迪，为推动
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届论坛以“当代
文学总体性下的区域文
学发展”为主题，旨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和重视长江
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
要指示精神，通过搭建
文学互动、文化互融的
平台，为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提供有意义、有洞
见的价值理念，让文学
更好地反映时代特点、
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一
股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