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嬗变”（07JJD751074）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并获“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按照通常的文学史分期，中国当代文学至今不过只有短短 60 年的历史。而这 60 年又以改革开

放为界，大体上分为前 30 年与后 30 年。 前 30 年有所谓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或“文革时期

的地下文学”之说，后 30 年又有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时期文学”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文学”之别。 但所有这些又可统称为“当代文学”。

我之所以重复这些常识性的说法主要是想强调如下事实：近年来，伴随着文学理论界的解构经

典热，当代文学研究界涌动着的却是一股建构经典的潜流。 而这种建构又明确指向了当代文学。 但

仔细分析，这里所谓的当代文学并非指前 30 年，而主要是指后 20 年，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

学。 于是如下问题也就油然而生：为什么选中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作为经典建构的对象？ 究竟谁在

建构当代文学经典？ 如此建构隐含着建构者怎样的意图？ 这种建构富有成效吗？ 它究竟是顺应还是

违背了文学经典化的一般规律？
以下我将试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回答， 也试图以此种方式对目前颇有争议的当代文学的

评价问题作出回应。

一

如果说文学经典化的因素在古代相对单纯，那么进入现代社会后，建构文学经典的因素则是变

得纷繁复杂了。而这种复杂性在当代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小说排行榜”的遴选（如中国小说学会

文学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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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反思＊

赵勇

内容提要：近年来，一些批评家一方面有了让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冲动、焦虑和呼吁；另

一方面，他们也以实际行动进行着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工作。但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缓

慢的历史过程，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又对其艺术价值提出了很高要求。近二十年的当代

文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它们在艺术价值层面还或多或少存在着

问题，且没有经过充分的历史沉淀。 而文学商业化、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等因素也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在此背景上意欲使当代文学经典化，必将面临很大的

风险。
关键词：当代文学 经典化 批评家 原创性 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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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以来进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评选），文学评奖机制的运作（如“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等），文学评论刊物相关栏目的设置（如《南方文坛》的“重读经典”），当代文学史教科

书对作家作品的定位（较新的文学史著作如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所有这些，都成了建

构文学经典的基本元素。 而事实上，无论是排行榜的诞生、文学奖的产生，还是“重读经典”的评论、
文学史中的描述，其实都与批评家的推动有关。因此，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家

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常常扮演着建构文学经典幕后推手的角色。一些批评家的所作所为

及其相关言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建构文学经典过程中的不懈努力。 兹举几例如下：
2009 年 11 月 7 日，陈晓明在《羊城晚报》发表《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①一文后，立

刻引起极大的争议。 此后， 尽管他又撰文解释 “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指在这 60 年的范围内来说

的”，甚至把“前所未有的高度”改换成“过去没有的高度”、“过去未曾有的高度”，但他对近二十年当

代文学评价很高的观点并未改变。 因为他认为：“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

批判。 例如阎连科的《受活》。 ”“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
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 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 ”“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

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 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 按汉语来写

作。 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 如莫言从《酒国》、《丰乳

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劳》。 ”②而在回答记者“请举出 60 年来能够代表中国文学高度的几位作

家、作品并简要说明原因”的问题时，陈晓明说：“我想就 90 年代以来的这十多年，提出十几部作品。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白鹿原》，莫言《檀香刑》、《丰

乳肥臀》、《生死疲劳》，阎连科《受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铁凝《笨花》，阿来《尘埃落定》，王安

忆《长恨歌》，苏童《河岸》，姜戎《狼图腾》，严歌苓《小姨多鹤》，毕飞宇《推拿》等等。 ……我时刻都在

把中国当代这些作品，与当代诺贝尔奖、布克奖、龚古尔奖等影响卓著的作品进行比较———这些作

品是我始终阅读和思考的背景，才会提出汉语言文学的高度问题。 ”③我以为，以上所引陈晓明的言

论透露出来的信息有二：第一，代表当代文学高度的作品均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
第二，尽管他没有使用当代文学经典之类的用语，但转换到建构经典的语境中，他的用词及其相关

判断或许已隐含着某种冲动———让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经典化。
如果说在陈晓明那里建构当代文学经典还只是一种模糊的无意识冲动， 那么在另一些批评家

那里则变成了一种确确实实的焦虑。 张清华指出：

迄今为止，这些有可能标志着汉语新文学问世百年以来的成熟与成就的作品，尚未得

到真正到位的、艺术和思想的阐释，这是非常令人困惑和遗憾的。 稍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

这样一个对照关系：“现代文学”三十年里，研究者几乎诠释出了“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们

会问，“伟大的作品”呢？ 有多少文本是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文本”的？ “当代文学”的六十年

中，尽管人们不承认已经出现了“伟大的作家”，但是毫无疑问，其间几乎已经出现了“伟大

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在 90 年代以来陆续问世的长篇小说里，在《活着》、《九月寓言》、《废

都》、《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丰乳肥臀》、《檀香刑》、《人面桃花》里，它们无论在作品

的思想含量、艺术的复杂与成熟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文本，但对这

一点却几乎无人愿意承认。 ④

① 参见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11/07/content_649938.htm。
② 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的评价》，《北京文学》2010 年第 1 期。
③陈晓明：《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答〈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文艺争鸣》2010 年第 2 期（上半月）。
④ 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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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仅又一次提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成就， 而且还形成了这些小说远远超

过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的判断。与此同时，由于作者在相关论述中已经启用了与文学经典相关的用语

（比如：“关于先锋小说等当代文学变革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 60 年代出生的一代批评家手中得

到了精细而系统的阐释，使之成为了当代文学经验的经典谱系中的组成部分，并且作为二十多年来

文学变革的美学成果固定了下来。 ”“某种程度上，50 和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包括先锋小说家和‘新

生代’作家在内，他们之所以非常早地被确立了经典化的地位，与他们的同代批评家及时而准确的

阐释是分不开的”），我们便因此可以推断，张清华已经在经典化的思维框架中打量这些小说了。 而

他的焦虑则是来自这些“伟大的作品”还没有被充分经典化的焦虑。
迄今为止，我见到的“当代文学经典化”最直接也最理直气壮的呼吁来自吴义勤。他在一篇文章

中以“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经典’，应不应该‘经典化’”为小标题发问，然后作出了如下回答：

从“五四”中国现代文学开端到现在，中国文学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是对这百年

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

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 从 1949 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了近六十年，两倍

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

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地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

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 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

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在

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

章。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成熟程度和文学性的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当代作家的创造力来

看，“当代文学”的成就多要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

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正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①

很显然，在“当代文学”高于或超过“现代文学”的问题上，吴义勤与张清华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既然当代文学近三十年或近二十年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 确认当代文学经典就成了题中应有之

义。 同时，由于吴义勤在文章中使用了比其他批评家更直率的表达，似乎也就更让人意识到了当代

文学经典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以上择其要者，我罗列了三位批评家在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这三位批评家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界与批评界均为领军人物，他们的冲动、焦虑与呼吁就既具

有了某种示范效应，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然而如此一来，也带来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理论问

题：当代文学是否值得经典化？ 人为的焦虑与呼吁是否能解决问题？ 我们究竟该如何确认经典？

二

如果要谈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什么是文学经典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建构经

典的主要因素有所了解。而经过近年来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相关讨论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已基本解

决。比如，黄曼君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

① 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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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 ①童庆炳指出：文学经典的建构起码需要如下六个要素：（1）文

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

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 ②李建军认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不

是伟大的经典可以有两个尺度：其一是专业尺度，其二是伦理尺度。 而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又都服

从如下律则：易感性、普遍性、永恒性、正极性和给予性。 ③而美国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归纳

西方 26 位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时指出：这些作品都有一种“陌生性”（strangeness，一译“疏

异性” ），“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 与此同

时，他也提供了一种测试经典的方法：“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

不上经典。 ”④而此种说法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那里也能看到：“经典作品是那些你

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⑤以上诸学者虽切入经典的角度不

尽一致，但许多思考显然具有重叠之处。而在这些重叠的地方，我以为原创性（艺术价值）、持久性更

值得重视。
一旦以上述标准或律则来考量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当然首先应

该承认这一时期确实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它们是不是“伟大的作品”，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

是不是已然成为“大师”，更进一步说，这些作品是否已真正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文学素质，却是需要

打上一个问号的。 比如原创性，如果没有《金瓶梅》，我们可以说《废都》具有原创性。 但问题是，无论

批评家在今天发掘出了《废都》怎样的意义与价值，我们都必须承认它在艺术价值或所谓的“文学

性”上原创性不够。 我以为就此一条便可以看出《废都》与经典的距离。
但是，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我却看到了把《废都》经典化的努力。 2009 年，《废都》解禁之后重新

出版，前面分别是李敬泽、陈晓明、谢有顺的三篇长序。 这种序言当然有多种意义，但其中的一种无

疑是对《废都》文学价值的再确认。在这种确认仪式中，陈晓明就把贾平凹册封为纯文学与乡土文学

“最后的大师”⑥，而 谢有顺 则判断 出：“在 叩问存 在意义 的维度 上，《废 都》是最 典型和 深刻的 作

品。 ……事隔十几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和存在境遇的探

查，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⑦此外，孟繁华也指出：“经过十几年之后，这部作品的全部

丰富性才有可能重新认识。《废都》的重要性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作为长篇小说，它在结

构上的成就，至今可能也鲜有出其右者。……二、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得风气之先：贾平凹最早感受到

了市场经济对人文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⑧笔者以为，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对《废都》再认识与再评

价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也不妨承认它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但所有这些并不能证明它作为文学经

典的价值。
当代文学艺术价值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狼图腾》为例略加分析。《狼图腾》面世后便成为一

本超级畅销书，但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次成功的商业策划。 而一旦转换到艺术价值层面上加以考

量，即使我们不动用文学经典的尺度，此部小说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李建军指出：“从基本的精神姿

①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②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见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年，第 80 页。
③ 李建军：《文学因何而伟大》，华夏出版社，2010 年，第 11～12 页。
④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 年，第 2、21 页。
⑤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
⑥ 陈晓明：《代序二：穿过本土，越过“废都”———贾平凹创作的历史语义学》，见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 年，

第 26 页。
⑦ 谢有顺：《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见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⑧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的当代性》，《文艺争鸣》2010 年第 2 期（上半月）。

谁在建构当代文学经典？ 当代文学能否建构成经典？

123- -



态上看，《狼图腾》局量褊浅，规模卑狭：它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缺乏广阔的人类意

识和历史眼光；从伦理境界看，它崇尚凶暴无情的生存意志，缺乏温柔的人道情怀和诗意的伦理态

度；从主题上讲，这部小说作品的思想是简单的、混乱的，甚至是荒谬的、有害的；从艺术上看，它虽

有蔑视小说规范的勇气，但缺乏最基本的叙事耐心和叙事技巧：它的勇气更多的是蛮勇和鲁莽，是

草率和任性。 它把小说变成了装填破烂思想的垃圾袋。 ”①司振龙认为：“文学形象层面的薄弱，思想

意旨的低下，都决定了《狼图腾》是形式与内容皆欠佳的败笔之作。”②而笔者在为“五个一工程·一本

好书”评奖活动写的审读意见中也认为：“作为小说，《狼图腾》结构上显得散漫；叙述上拖泥带水，比

较臃肿。 因作者把重心放在狼那里，人物形象便显得模糊。 同时，由于价值判断的混乱，人与狼的关

系又显得暧昧：一方面是人打狼，一方面是人爱狼，这种矛盾性充斥于全书之中，但情感依据和逻辑

依然揭示得不够，无法让人完全信服。本书更大的缺陷在于，作者是把它当成小说写的，却处处透露

出学术论文的思考和写法。 这并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笔法，而应该是初学写作者的一种不成熟：
作者想以小说文体传达一种学术思考，两种思维相互碰撞，却没有达到很好的融合。 ”③一些评论者

的看法再加上本人的阅读感受，让我意识到《狼图腾》不过是一部被炒红的流行读物，它与文学经典

还有遥远的距离。
然而在陈晓明那里，我们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这部作品大气磅礴，有豪迈之情，故事充

满自然品性，背景空旷辽阔。它的叙事方法并不复杂，但在叙事上有一种强劲的推动力，这得力于它

所依靠的表现对象———广袤的草原与凶猛的狼性，但这些要转化为小说叙事的内在推动力，依然需

要一种驾驭的能力。 作者能驾驭如此宏大有气势的叙事，能把握大起大落的情节，结构变化也运用

自如，这都显示了作者相当的艺术技巧，特别是语言精练而纯净，舒畅而有质感，可以感觉到有一种

精气神贯穿始终。在风格上，它具有阳刚之气。”④需要说明的，这并非一般的评论文章，而是进入“中

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文字。 一般而言，在教科书中予以重点评论的作品，或者有让其经典化的意图，
或者客观上起到了使其经典化的作用。 陈晓明以三页半的篇幅并从五个方面总结《狼图腾》的写作

特点和创作成就，其用意显然不言而喻，其影响力也不可低估。
在这里，我自然无法一一评点评论家所列举的 20 世纪 90 年代长篇小说的所有“佳作”，而只是

想以上述两例说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而一旦一部文学作品的原创性不够，
艺术价值不高，它被经典化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此状况下，评论家即使有种种努力，恐怕也很难让

它传之久远。
这就不得不涉及衡量文学经典的另一要义———持久性。一部作品是否可以成为经典、经典程度

如何，并不是批评家就可以一锤定音的，因为它必须接受时间的检验。而在一定的时间长度中，它是

否还会被后世的读者与批评家反复阅读、隆重阐释、重新评价等等，都成了一部作品经典化道路上

的关键所在。举例言之，在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阐释框架中，沈从文的作品并无意义，然而一旦阐释

框架回归到文学本体，沈从文的文学便凸显出丰富的审美价值，并能为今天乃至明天的读者所阅读

和喜爱。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其作品艺术价值高的缘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 事实上，由于一

部作品能否穿越时空至关重要，即使是当代文学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比如，孟繁华就曾

指出：“文学经典化最重要的是‘历史化’，时间是决定文学经典最后的尺度。一个时间的流行作品不

① 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 ———评〈狼图腾〉》，《文艺争鸣》2005 年第 2 期。
② 司振龙：《干巴巴的说教 凶巴巴的谬论———对姜戎“奇作”〈狼图腾〉的一点质疑》，《安徽文学》2007 年第 8 期。
③参见赵勇：《〈狼图腾〉一书的审读意见》，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362739&

PostID=9967093。
④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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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典，正像一部作品获奖不能证明它是经典一样。 当代文学也要经过一个经典化过程，它不是要

不要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不是修路架桥、建希望小学、西部开发等事情，要某些部门提到日程就可

以解决的。 文学的经典化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一个时间一部作品受到批评，但另一个时间

评价就不同了。 ”①我以为，这是直面当代文学经典化理论难题的明白话。
当然，一部文学作品究竟需要绵延多长时间才可称之为经典，这是可以讨论的。在这一问题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认同布鲁姆的说法：“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 ”②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说法具有某种合理性，那么一部作品作为经典的价值只有在作家去

世大约五十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 大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慈里特才有了如下思考：

一本书还是在作者死了一两个世代之后再来评价要好一些。 我对死人比对活人有信

心。 当代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你的朋友或你的敌人。 对前者我们总是太有好感，对

后者我们总是成见太深， 于是我们便无法从中获得阅读之乐， 也无法给予两者公正的评

价。 ③

这里既涉及成为文学经典的时间问题，也涉及到对当代作家与文学的评价问题。沿此思路我们不妨

形成如下结论：如果一部作品没有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它的经典性应该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当代

批评家对新近出现的文学作品所进行的评价往往不太可靠。
回到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我们便会发现， 批评家急欲使其经典化的恰恰是近二十年以来出

现的文学作品。 不用说，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健在，他们的作品显然也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历史沉淀

和时间检验。而且，即使在现阶段，这些作品虽然为一些专业读者（如评论家）所喜爱，但它们是否也

能像《红楼梦》那样成为非专业读者手中的爱物，显然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还有，如果不是出

于专业研究的需要，这些作品能唤起“重读”的欲望吗？ 以笔者为例，我曾在《废都》面世的第一时间

（1993 年 8 月）读过此书并写有相关评论，但此后这么多年我却再没有动过重读它的念头。 2009 年

《废都》再版，我虽然又买回一本，但我只是读了读前面的三篇序文，正文却依然没有重读的欲望。我

个人的例子当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我似乎也很难设想会发生如下情况：《废都》因其艺术魅力的

召唤而让当年读过它的读者一遍遍地返回去重读。 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如下事实：让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的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另一方面，当批评家提交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作品清单时，虽然它们可能是这一时代的上乘之

作，它们的胜出也体现了批评家的审美判断（尽管我对其中的一些判断持保留意见），但除此之外，
显然还掺杂了更为复杂的因素。 比如，文学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正是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而

在这一进程中，虽然作家与出版商，出版商与批评家之间的深层关系还有待于考察，每一部具体的

作品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高低程度也有待于分析，但如下问题大家业已达成共识：“红包批评”盛行，
它们一方面左右着舆论的导向，一方面又为读者提供了不一定真实与诚实的作品判断。 例如，文学

批评家孟繁华的如下文字就出现在《狼图腾》一书的封底：“《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

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

化人类学著作来度，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 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

① 孟繁华、张学东：《重读经典与重返传统的意义———与孟繁华先生对谈》，《朔方》2009 年第 11 期。
②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 年，第 412 页。
③ ［美］哈洛·卜伦：《西方正典》（下册），高志仁译，中国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年，第 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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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狼图腾》一书的封底文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 4 月第 1 版，2007 年 4 月第 29 次印刷）。
② 参见安波舜：《〈狼图腾〉编辑策划的经验和体会》，《出版科学》2006 年 第 1 期。
③吴小攀：《当下的评论家与作家关系“很恶俗”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专访》，《羊城晚报》2009 年 12 月 19 日。
④ 参见阎连科：《作家与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09 年第 1 期。
⑤ 陈晓明：《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答〈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文艺争鸣》2010 年第 2 期

（上半月）。

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 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

书。 ”①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文字不是对作品的评论，但问题是，一方面它与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瑞敏、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的相关推荐文字放在一起具有某种喜剧效果；另一方面，它显然也变

成了出版商商业策划的成功文案。 ②批评家如此参与文学商业化的过程，其结果只能是降低批评家

的公信力，从而出现王彬彬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一些批评家，看上去不像是学文学的，倒像是学‘市

场营销’的，而‘市场营销’在中国的别名，叫‘忽悠’。 ”③

与此同时，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在今天，固然有所谓的“酷评家”，但专门为作家唱

赞歌的“表扬家”也不在少数。 究其因，是因为一些评论家与作家已不光是朋友，更成了阎连科所谓

的“被文学捆绑在一起的一对夫妻”。④作为朋友，批评家在评点作家的作品时当然会手下留情；作为

“夫妻”，批评家虽然也会与作家争吵，但更多的时候是夫唱妇随，家庭和睦。这种失去了距离感的关

系不光影响着批评家的判断，也会损害到批评家的智商。而一旦作家的作品面世，朋友之谊、“夫妻”
之情往往会占据上峰，它们对批评家的审美判断力构成了一种干扰。 ———在这里，我当然不是说批

评家由此就放弃了自己的审美判断，以至于敢把差的说成好的，黑的说成白的；而是说他们的心理

天平哪怕只是稍稍倾斜，就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公正。或许正是因为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无法

摆到桌面上谈，所以面对此类问题，批评家往往会闪烁其词。比如，当记者问出如下问题时（“你觉得

当下作家与批评家关系怎样？ 有些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紧密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批评的公正？ ”），
陈晓明回答：“总体上来说，中国作家与批评家关系可能密切些。 这是中国文化使然，要脱离这种文

化也并非易事。 中国批评家对作家的关系密切，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批评的公正性，我觉得可能会

有些影响，但事物也是一分为二的，批评家可能也有机会与作家更直接进行交流，这些交流有些建

设性的意义更多些。 ”⑤在这里，用“一分为二”而把是否影响到批评的公正性问题轻轻滑过，显然并

没有直面真正的问题，而是对问题的回避。 因为说到底，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谈的，或者即使谈及，也

没有触及事情的根本。
我之所以指出如上事实，主要是想说明诸多因素会影响、消解、改变甚至扭曲批评家的判断力，

而并非要否认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批评家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批评家都扮演着潜在经典

发现者的角色。 作为发现者，他们披沙拣金，自然功不可没，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学格局中，
如何才能消除文学经典建构中的负面因素，或许才是更值得思考和更值得面对的问题。在这些问题

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不妨先别忙着去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因为说到底，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经典，并

非当代批评家说了算，而是需要经过后世的检验———不仅要检验这些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真伪，同

时也要检验作为发现者的推荐之辞是否夹带私货。如果推荐语写得天花乱坠却名不副实，后来的读

者也不买账，那是会被我们的子孙后代耻笑的。
以上我只是回答了谁在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能否建构成经典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

已是常识，几乎是不需要讨论的。 更值得探讨的是批评家建构当代文学经典背后的动因。 而这一问

题说来话长，容我另文分析。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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