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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枯竭的困境与新生的源头
——— 以李敬泽《咏而归 》为例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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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敬泽近年来出版的新书《咏而归》是一部解读古人古典的短篇散文集，涉及了丰富的中国文学与
文化内涵，遍及到了历史与文明的各处角落。题目“咏而归”源自《论语》中的一段原文，并以此统摄了全书的
主旨内涵及文风章法。文章试图展现作者在本书中所咏赞的传承不息的历史精神，分析挖掘其别具风格的文
章格局和文字章法，结合历史与现实，展示了李敬泽对于文学枯竭的回应以及文学新生的源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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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redicament of Literature
Exhaustion and the Source of Ｒebirth
———Taking LI Jingze’s Yong Er GUI as an Example
TIAN Ni1 ， SHI Jia2
（ 1． Institute of Literature，Beijing 100732； 2．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LI Jingze’s new book，Yong Er GUI，is a collection of short articles taken from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covering various corn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culture，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The
title，Yong Er GUI，is derived from a paragraph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which dominates the
theme connotation and style of writing of the boo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e continuous historical spirit praised by the author in thisbook，analyzes and explores its unique style of text pattern and
text structure，combines history and reality，and shows LI Jingze’s response to literary exhaustion and
the source and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self-renewal．
Key words： LI Jingze； Yong Er GUI； prose； literary exhaustion； literary rebirth

一
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对于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们而言都是一个令人无法抗拒却又无能为力的事 。
在市场化大潮的席卷下，人文精神随之失落，当代文学的精神与样貌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随着当
代社会逐步迈向现代与后现代，开始有人发出了“文学已死”的悲鸣。 文学之死的话题或许并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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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文艺青年的无病呻吟、故作姿态，它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学的某种困境与危
机。文学面临着越来越贫瘠的土壤，这种现状对于每一位关心文学现场的读者而言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的，也是持续地引人忧思的。无论是批评家、作家还是读者，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望都是真挚而强烈的 ，在
各自的领域中，不少人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努力 ，在这其中，李敬泽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和选择。 在
看似热闹非凡的文坛中，人人似乎都在尽力地求新求变，试图能够挽救文学逐渐失语化的状况，而李敬
泽身处其中，却显得不疾不徐，他并不急于向着前进方向的尽头继续急速迈进 ，而是选择在文学史的长
河中悠然漫步，向着更久远的文学源头回溯。
李敬泽在 2017 年相继出版了两部重要作品，分别是勾连中外的《青鸟故事集 》和贯通古今的《咏而
2018 年，李敬泽又有两部新作问世，分别是《会饮记 》和《会议室与山丘 》。 从这些著作来看，无论
归》，
是从内容主旨还是文体文风角度 ，都不难看出李敬泽对于传统文化、对于春秋经典的眷恋和痴迷，并进
而开始了在古典文化脉络上的掘进 。这也引发了我们对文学究竟以怎样的样态示人、并且需要恪守怎
样的精神准则与道德尺度的种种思考 。显然，李敬泽以文本的实践，重申了文学应有的脉象： 寻找并保
持思想和话语的开放性，让语言、思想，向着各种可能性敞开，展现我们时代里的美好人性与人类经验；
而回到原点、回到古典，这是接续中华文明传统、认识自我的根本路径。
这部在 2017 年出版问世的散文集《咏而归》，是从其专栏作品文集《小春秋》扩展而来的一部作品，
收录了历年来关于古人古典的短文，“以春秋先秦为主，兴之所至，迤逦而下，至于现代乡野。 最后落到
［1］（ p255）

该著涉及
几篇谈闲情的文章上去，也正是从曾皙之意，由家国天下，归结到春风春水，此身此心。”
的古文经典体量极大，历史内容极为丰富，旁征博引，视野宽宏，可以感受到作者极深的古典基础和用典
功力。开篇便将“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这一宏大命题抛掷于读者面前，让人仿佛一下子跌入了那段最
原初的历史，进而随着这传承而下的“中国精神 ”沿着历史长河慢慢游荡。 读来只觉篇篇精彩，如沐春
风，仿佛浸润在暮春沂水之中，接受了一番历史与经典文化的洗礼。 尽管蕴含着历史书般的丰富体量，
但却让人体会不到教科书式的古板拘束 。
应该说，大多数对于《论语》或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了解的人，对《咏而归 》这部作品题目的来
（ 《论语
历都不会感到陌生。“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
·先进》） ，这样一段令人耳熟能详的古文所描述的故事 ，虽不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事件或思想史事件 ，但
却蕴含着深广的人文意蕴和丰沛的精神价值 ，因此历来为不少文人学者所注意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不
同视角不同方式的理解和挖掘。陈少明在《什么是思想史事件？》中这样评价道： “有思想价值的事件，
其价值蕴含在故事情节中。如未经反思与揭示，其价值往往处于沉睡状态。只有经过有深度的解读，其
［2］
思想的力量才能被激活出来，才会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才可能在塑造传统中发挥作用。” 针对重构
经典的方式，陈少明总结道： “从思想史上看，这种解读有两种常见的形式，一种是通过经典评注的方
式，另一种则更 像 是 故 事 新 编 的 方 式。 经 典 注 疏 的 方 式 为 多 数 人 悉 知，故 事 新 编 的 方 式 则 讨 论 不
［2］

多。” 李敬泽选择的方式似乎与二者都不相同 ，而是将两者的精髓结合了起来。《咏而归 》在内容上并
没有直接对春秋时期的各种故事本身进行重述 ，却又从异于寻常接受的角度重新展现故事的经过与体
悟，加入了作者个人化的见解与解读 ，却并非采取刻板教条的方式，而是嬉笑怒骂、诵咏赞叹，让经典故
事显现出了鲜为人知的妙趣横生的一面 。在重塑“咏而归”经典场面的过程中，李敬泽将关注视野投向
了故事背后更为广阔的历史与时代 、文化与精神，论赞结合，述议相生，沿着历史与文明的长河逆流归去
又归来，将千年前暮春之初、沂水之畔的悠悠歌声咏诵给你听 。
我们不难想象千年之前的那幅画面 ，暮春时节，三三两两穿上汉服春装，一起到沂水边洗澡，到舞雩
台吹风，一路唱着歌回家。而千年之后，李敬泽也跟随着前人脚步，在精神文脉中开展了一场不同凡响
的“咏而归”。作者巧借古人之言传递出了本书的文体章法与主旨意蕴 。 咏，即歌咏、咏怀，一路高歌放
浪、低声浅吟。归，朝着心之所往而归去，向着此身此心。归去来兮，歌以咏志，以咏唱与咏怀的姿态，歌
归去与归来之名。《论语》中所记载的那场春游里发生的“咏而归 ”，或许与李敬泽为我们呈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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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而归”在所咏之物与所归之处不尽相同 ，但二者在咏的洒脱与自在、归的追索与溯源之中，却蕴含着
述说不尽的异曲同工之妙。

二
“咏”，《说文解字》注曰： “咏，歌也。或从口。”《新华字典 》中对于“咏 ”字的注释第一项为： “唱，声
调有抑扬地念。”作为一部散文集，《咏而归 》如同一曲平和而悠扬的古筝曲，高水流水，缓缓而下； 又如
同恢宏而响亮的钟鼓乐，金声玉振，有始有终。
平和的，是作者贯穿始终的淡定与从容的态度 ，不疾不徐，用最自然的姿态游走于历史的大风大浪
之中。作者的笔法似乎一直是微微说笑 ，轻轻咏叹，我们仿佛跟随着作者的凌波微步，将千年历史的风
云变化踏在脚下，置于胸中。处理历史题材，作者却从不会像面对大是大非般故作夸张地板起面孔，亦
不会张牙舞爪、危言耸听，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始终在质疑严肃 、解构威严，无论是对于学界、办公室
政治乃至对整个社会风气，作者都似乎在为紧绷的环境中注入一些谐趣和松弛。《鸟叫一两声》《风之
著作权》都在用一种打趣调侃的方式讽刺了外在于文学内部的标准对于文学本身的抹黑和异化 ，其真
实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回归轻松本真的氛围为文学与学术松绑 ，从而激发学界内部的活力与原创力 。
《君子之睡眠问题》一篇更是直接对无法登大雅之堂的“睡眠问题”直接展开议论，针对的就是令作者十
分不满的、“朝乾夕惕”战战兢兢的、个体的社会生存状态与处境。 作者用睡眠、情爱和无为调和了现代
性社会工具理性带来的紧张与功利 ，颇有一些席勒的“美育 ”和马尔库塞“审美乌托邦 ”的意味，作者希
望表达的是，文学艺术与生活应是一种相辅相成 、相互融通的关系，而不应该是彼此撕裂、相互捆绑的对
峙。
而洪亮的，则是作者在谐趣背后的认真与坚持 ，矜持之下的狂野与烂漫，自在而为升华之后的酣畅
淋漓，一唱三叹吟咏而成的情怀与抱负 。作者虽然在质疑并解构着严肃，但其目的是要回归到一种真正
意义上的庄严。这种庄严，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庄重与尊严 ，承载着属于我们民族精神中
最为沉重的分量，它们也许早都化成一个个被遗忘的瞬间 ，被历史或者被历史中其他更重要的事件所埋
没，但这部《咏而归》正是意欲找寻那些遗失的“精神的关键时刻 ”，串联起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链
条与精神纽带。作者在《三岔口》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的文风，“话说得漫
［1］（ p156）

从两篇《活在春秋》，到《鱼与剑》《挑灯看剑 》，到《英雄要离 》，再到《哭秦
不经意，但袖底藏风”。
廷》，我们可以看出人到中年平淡如菊的李敬泽 ，似乎内心仍然住着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心中似乎仍
有着不愿放下的冲动和理想。他爱着我们民族精神中的那种豪迈 、那种血性，他认为那是可爱的、令人
幸福的，而这种“血气”，他认为“并非脆弱的歇斯底里，并非匹夫的冲动，并非躲在安全处骂人或发出豪
语，而是一个人，依据他内心体认的公正和天理，依据铁一般的自然法做出的决断，…… 面对庞大的、专
横的、不义的、非理性的暴力，他只能做出一个人、一个猛兽必会做出的反应，就是孤独地、以牙还牙地反
［5］（ p142 － 143）
抗”。
从这个角度看，作者身上颇有些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的正义感和侠客精神，有着李白的潇
洒，也兼具杜甫的深沉。堂吉诃德之剑于作者而言，并不是一把划破长空与虚无的实体，而是闪烁着凛

凛剑光的、刺向大地与现实的文字。
这一“咏”，使全书充满了一种音乐性和节奏感 ，不仅具有了古典乐曲的声音特征，更展现出了文学
作品的层次感与韵律感。全书分成四个部分，也仿佛是乐曲的四个章节，起承转合，跌宕起伏。 整本书
的开篇《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和末篇《退思白鱼》，如同金声玉振，以钟发声，以磐收韵，首尾相合，共同
串起了整部作品的精神主旨与篇章架构 。原载于《小春秋》中的第一篇文章，放在这里成了《咏而归 》的
第二篇《鸟叫一两声》，而这次把具有意境更为深远宏大的《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作为开篇，使整本书
的层次、其想要对话的范围、想要实现的抱负就完全焕然一新了。“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 ”，开篇就不
由分说地把人抛入了那段紧张危急的历史情境 ，春秋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化与生死抉择近在眼前 ，让人无
处安身、无力挣脱，使人一下子陷入了一种焦虑与恐慌的历史同感 ，仿佛是骤然响起的一声警钟，敲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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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读者的心头。老实讲，陈蔡之厄，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程度，远远不如很多其他重大历史事
件来得“关键”，但李敬泽将其看作为“中国精神 ”的“关键时刻 ”，一定是有其深层原因在的。 古人云
“岁寒而知松柏”，陈蔡之厄中孔子所表现出来的超然与坚韧 、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我的坚守，都让我们
在心中不禁暗自震动，我们原来也是这样一个有性格、有韧劲的民族。 这篇“关键时刻 ”，不仅道出了我
们文明的关键时刻，更是引领出我们对全书的理解与品味的关键一刻 ，在超然与淡然之下，暗流涌动的
［1］（ p5）
而全书末
是一股勃勃的生机、是一腔激昂的热血，是“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 ”。
尾的最后一篇《退思白鱼》，也好似逐渐淡出的乐曲尾声，以磐收韵，回音袅袅，回味良多，言有尽而意无
穷。磐石是一种迂回层叠的山石，其所发之音必定是厚重而悠长的 。走过了孔孟、春秋、中古散文经典、
现代闲情生活，最后寂寞枯坐，退思白鱼，给人一种山石般历尽沧桑的岁月长久与时光沉重之感。 历史
的巨流河奔涌到了这里仿佛也遭遇到了哑口海 ，而暗流涌动的怀思之音却在寂寞的夜里愈发冲动喧哗 、
无法停歇。
我们更愿意相信，《咏而归》中的“咏”在歌咏、咏唱之外，还有一层咏古、咏怀的意味，咏孔门弟子之
所咏，也咏孔门弟子及其历史精神。作者赞颂他们的自由、坚韧、侠义、纯真，更以之为传承，希望承担起
他们所赋予的宝贵价值和精神财富 ，希望我们能够担得起这份责任与担当。 同时，作者虽以咏古为表
征，但其所咏之怀也仍掺杂着时代之音 、个性之音，作者经常会在一段典雅庄重的古文后面融入一些极
接地气的语句或桥段，如《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作者把宏大的历史问题交由小区楼下的
一位李大爷来解决，并且这位李大爷还如一位隐居仙人一般神秘而精辟地化解了这一历史难题 ，着实让
人感觉亦庄亦谐，忍俊不禁。 可以说，这样的《咏而归 》是一曲古音与流行、合声与独声共鸣的历史长
歌，让人仿佛不断穿梭在历史长廊的两端 ，不知今夕是何夕。

三
归去，是溯流而上，是“回到传统中寻找力量 ”。作者看到，“面对当下时，很多写作者都‘漂 ’着，一
个人在真空中没法发力，他需要立足点。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回到传统，传统给了作家发 力 的 一 面
［3］
墙。” 个体的飘零，现实的穷尽，每个人在这个现代社会好像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因此，作者试图为当
下社会找寻到存在的根基与发展的源泉。“无论批评史还是文学史，大家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都是回
到先秦，回到孔孟，回到老庄及《左传》《战国策》，再往下就是回到司马迁。为什么？ 因为他们确实有着
［4］

巨大的原创性。同时，他们的力量在于混沌未开，像一片汪洋，后来的文章只能从里面取一勺。” 我们
的文明经历了那么多次断裂，在多少次试图背弃自己的历史之后 ，我们仍然无法彻底与几千年前的那个
文明之源真正告别。在《伪经制造者 》一文中，作者打破常规，竟将制造伪经的书生们与博尔赫斯相提
并论，因为他认为： 正是因为他们不计酬劳在一盏孤灯下一笔一划将万卷典籍记录于册 ，秦始皇像用橡
皮一般抹去先秦一切历史的野心才没有得逞 ，我们才能有幸领略到那么多美好灿烂的文学与历史。 在
新文化运动时期康有为、钱玄同二人要求废掉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时，所幸还有人站出来为“说文解字 ”
的刘歆辩护，我们才不至于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基 ，才总算还有一个可以凭依的背景 、一个足下的大地。
李敬泽曾经在一则访谈中提到，自己书桌旁，一直摆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庄子 》，一本是《酉阳杂俎 》。
而这也正是《咏而归》“归去”的方向，那就是我们精神文明的源头，那里有着我们的根，是那里决定着我
们今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建构成一个怎么样的民族国家。也是那里，有着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
财富，是我们永远的文化原生态和精神原点 。因此，认识传统也是一种自我认识，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
那个文明的上游，是我们无法抹去的印记。回归溯源，就是要“回到强健充沛、元气淋漓的文化源头，把
［3］
它变成自己的燃料和能源”。 在《咏而归》中，中国古代传统经典名作缤纷地散落在书中的各个篇章，
各处角落，也一脉相承地连接并贯穿起了整本书的主旨和意蕴 ，洋洋洒洒浩浩汤汤，虽不至波澜壮阔，却

也让人仿佛置身历史的微波，心潮澎湃。这是一种精神的还乡，而对于漂泊的游子而言，每一次还乡，都
是一种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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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336）

归去，是对现实的一种短暂逃离。 陈晓明将“逃离 ”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故事 ”，
列
举了 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流派对于经典的重构、对于历史的重写。 他在对于阎连科《受活 》
的“内爆式”逃离的论述中谈道，“‘逃离’在表现手法上是对现实主义保持距离，而在叙事结构上，则是
［5］（ 342）
《咏而归 》
对历史叙事的偏离。很显然，线性的、编年体的历史化叙事，让作家感到单一和压抑 ”。
的“归去”并不是一种对“现实 ”的完全脱离，而是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上对于“写实 ”的一种逃离。
18、
19 世纪的小
李敬泽自己曾在 2003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整个 90 年代，随着长篇崇拜愈演愈烈，
说传统在‘写实’的名义下卷土重来，写实几乎成了中国长篇小说唯一的艺术方向 ，写实吧写实，与生活
竞争，与造化竞争，我们倒是有了无数或笨拙或精妙的‘写实 ’小说，结果却日暮途穷，自叹比不过记
［6］（ p275）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李敬泽也对阎连科的同一部作品《受活 》做出了论述，他同样认为这是
一部远离经验的开创式作品，“他把人从日常经验的安全地面上拉起来 ，…… 这个作家不再与生活斤斤

者。”

计较地竞争，在他的笔下，生活不过是‘诸神 ’的戏剧散漫模糊的投影。…… 颠倒了我们关于小说的思
［6］（ p276）
拥有批评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李敬泽 ，自然对中国当下文学的现状和症结有着十分清
维方向。”
晰的认识。因此，他会对散文的所谓“真实性”标准提出质疑（ 《拯救散文伦理———〈美文 〉扩大号 》） ，也
会在近几年如同一只“青鸟”一般频繁回环在中西与古今之间，醉心于“误解 ”与“歧义”、“想象 ”与“可
能”。从《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到近期的作品《青鸟故事集》《咏而归 》，作者始终坚持
短篇、坚持散文的写作样式，正是因为一些严格规范化、烂俗化的写作模式让作者感到了一种压抑 ，因此
作者选择另辟蹊径，远离了与现实主义及现实生活的缠斗 ，更宣称回到古代并不是为了借古讽今，就是
希望能够在中国当下文学叙事中“撕开一道口子，逃离出去，去获得另一种艺术经验，去开启另一个艺
［5］（ p343）

术天地”。

咏而归，归去，也仍要归来。如同那群孔门弟子一样，沂水再美再梦幻，也仍要唱着歌回到应回的地
方去，只有这个地方才是能够容纳你肉身的 、长久的安身之处。纵使李敬泽一直不愿拿历史做话头，来
借古讽今、以古喻今等等，但不论怎样，历史与现实都无法脱离自身而单独存在，也正因如此，从孔孟之
音，到春秋大史，到经史典籍，作者游尽沧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一方书房，回到诗，回到酒。而作者不如
千年之前孔门弟子们幸运的是，至少他们还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相伴，而我们的作者在归处只
有自己“大夜枯坐，何其寂寞”。虽然 21 世纪以来传统文化与国学热不断复兴 ，但有几人是真正读懂了
经典，有几人是牵强附会，有几人是真正希望让历史的美、历史的浩大和丰富性呈现出来，有几人是为了
商机或者附庸风雅，至此，我们似乎更加读懂了作者的孤独 ，那是一种众声喧哗之下的自说自话 ，是遗世
独立般的迷醉与清醒。
咏而归，不仅是一种回溯，更是一种联通。《咏而归》在从文明上游向下游走时，始终都带有着广阔
的世俗面向。作者在选取史料素材时，一向不爱通史、只爱历史的角落，爱一些闲话野史，爱一些“边角
料”，如《纪念律师邓析》这篇，作者尽情发挥奇妙的想象力，用现代电视剧般的笔法重述了郑国时期的
一段历史，不仅语言平铺直叙、诙谐幽默，而且对于故事的情景及人物心理描述也极其生活化、世俗化，
仿佛就是身边发生的一则真人真事 ，让你真的难以分辨身处何夕。乍一看去，觉得这根本不是春秋时期
的画风，简直就是活脱脱的电视剧桥段。然而转念一想，春秋时期的画风该是什么样的呢 ？ 一定要是板
着面孔，讲着一堆我们听不懂的话，过着高出我们境界几百倍的生活吗 ？ 无论何时，生活都是平凡的、充
盈的、鸡零狗碎的，这难道不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吗 ？ 这样的生活不才更有信服力吗？ 作者以其最真
实最率真的文字，传达了日常生活主宰历史的历史观 ，打通了历史与当代的距离与隔阂，使历史与现实
不再错位，交相连通，仿佛将二者置于统一时空，不再遥远，也让我们终于拥有了和历史对视的资格与能
力，与古人坐下来，喝杯茶，聊聊天，谈谈各自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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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还原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是李敬泽在文学中坚守的现实主义精神 ； 还原文学本该有的模样，是李敬
泽面对文学枯竭危机所选择的新生之路 。 李敬泽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表达过对于所谓“文学枯竭 ”的看
法，他这样说道： “在这个世纪之初，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宣布他们的文学死了，
［7］（ p1）
显
小说死了，诗死了，他们是在欣快地宣布，文学包括小说和诗的基本价值正在毁坏和将被遗忘 。”
然，李敬泽对于文学的枯竭并不持被迫接受或者安于现状的态度 ，相比于文学之死，他更关注的是“文
学之死”这种现象背后的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应对姿态 。文学枯竭的根源实质上来自这块土地上的
人们对待文学及其精神与价值的放弃和迷失 。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消费主义大潮席卷了人文精神的
土壤，引发文学面临枯竭的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只限于此一种因素 ，而最终的结果则是多种力量形成了一
股合力，推挤着当代的文学生态偏向了人烟稀薄的地带 。
在这样一种合力作用下的文学场域中 ，李敬泽始终平淡而从容地坚守着自己的坐标 ，也坚守着自己
对于文学价值的理解和信仰。相比于其他同龄的批评家和创作者们 ，李敬泽正式从事批评活动的起始
时间并不算早，他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自己的文学批评工作，在新世纪之交的时候，他的文学批评
事业开始逐渐走向成熟，出版了多部重要的随笔著作，例如《河边的日子 》（ 2001） 、《见证一千零一夜 》
（ 2004） 、《为文学申辩》（ 2008） ，进入到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李敬泽推出的作品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
关注，其文学风格也逐渐走向稳定，这个时期的《小春秋》（ 2010） 、《致理想读者》（ 2013） ，包括《咏而归 》
（ 2017） 、《青鸟故事集》（ 2017） ，在文坛引发了不小的反响，也收获了一众好评。这种口碑上的成功一方
面表明李敬泽自己在文学批评与创作的道路上表现得愈发纯熟 ，另一方面也看到李敬泽一直在不断探
寻着文学新生的源头和方向，以此来默默对抗着文学枯竭的可能命运 。 回顾李敬泽一路走来对于文学
源泉的探寻，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他在当代文坛之中的认知与坚守 ，以及他在自身文学观念上的变动与
不变。
阿来曾经对李敬泽另一部新书《青鸟故事集》有过如下评价： “过去的精妙事物，当下的幽微情思。”
对于李敬泽的很多部著作，这句评价都同样具有适用性，而这也是文学艺术有别于教科书的魅力与不可
替代之处所在。《中庸》中有一句“致广大而尽精微 ”，李敬泽的创作极为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或者不
仅仅致力于展现历史的恢宏与广博 ，并不意图以凌厉之势将你压倒在历史的五指山下 ，而是以举重若
轻、凌波微步之态抓取历史长河中刹那的点点波光与精微的闪耀一瞬。《青鸟故事集 》这部作品致力于
表现的是中西方文化沟通史诗这样宏大的写作主题 ，但却将作者的眼光化作为一只青鸟的视野 ，取青鸟
传递通信消息之意，作者宽广的经典文化知识积累在青鸟的眼中仿佛是长河中闪烁的波点 ，而读者仿佛
也乘着青鸟的翅膀轻盈地在古今中外盘旋游走 。在《咏而归》中，作者对于孟子的描绘给人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不同于往常人们心目中熟悉的雄辩之才的英武形象 ，在这里孟子的形象不再那么高不可
攀，离我们的距离微小化了，他出场自带的正义人设也变得微弱化 。 历史故事在作者笔下如数家珍，历
史人物更是如同作者的酒桌好友 ，可以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在这样轻松的历史氛围面前，作者时而嬉笑
怒骂，时而冷不丁作正经脸洒下几勺鸡汤 ，不狗血也不令人嫌恶。一切的感受都是微微的，微微一笑，微
微地思考，微微顿悟。例如，在《孟先生的选择题》一章中，作者对孟子关于“偷鸡与理政 ”论述的解读，
先是让人觉得忍俊不禁，力度恰到好处的微讽刺如同在和熟识的好友开了一个玩笑 ； 笑过之后却也不禁
给人以反思，“天下万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 ”以及这种类似“治大国如烹小鲜 ”的比喻
式说理，是否在孟先生的教化下，早已深深地埋入了中国精神的思维方式 。
这种思维方式在李敬泽看来不仅仅体现在国民精神中 ，更体现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 李敬泽之所
以会采取这样的叙事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对当下的文学现状与问题进行反思后做出的选择 。 李敬
泽曾经明确区分过“文学批评”和“文学阅读”在他身上的分野，尽管李敬泽是一个公认的优秀的文学批
评家，但他似乎对自己的身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他将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职业 ”，而文学阅读才是

72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

［8］
“生活方式”，是“习惯、趣味、一点激情和一点怪癖”。
显然，通过李敬泽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态度也可
看出，他更愿意将自身看作是一个文学的阅读者 ，去真正还原文学作品中的乐趣与享受，相对于文坛中

其他的批评家而言，他少了一些严肃和深度，他的批评鲜少见到气势磅礴的论述，也找不到太过深奥的
理论要去揣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敬泽本人不具备这样的论证能力和知识基础 ，而是他更愿意将文学
的快乐挖掘出来，同时也为文学释放掉一些本不该属于它承担的重负 。而相比当代其他的创作者而言，
李敬泽又少了一些先锋性，他的创作从不致力于标新立异，也从不试图开拓出某种更新的实验 ，从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他的创作风格似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也从不会跟随着文坛的流派变革而随波逐流 ，
在时代浪潮中他始终坚守住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 ，那就是还文学以本来的阅读价值，那是一种与享乐、
激情、理想、暗淡、软弱等等人生中的真实情感息息相关的生命体验 。
因此，在李敬泽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很多惯常以为天经地义人间真理的另外一面 ，那一面
或许写着懒惰、私欲甚至丑陋，但读来竟觉真实自然，带着一点点熟悉的陌生，因为它们长期存在于我们
人性中某个压抑的角落，未见天日。因此在这本书中，真理、目的仿佛都缺席了，“它不指向真理，它指
向人的软肋”，我们看到了“善之艰难”，看到了理想背后的真实欲望和本性 ，我们看到了软弱看到了“不
可”。而这可能也是文学与众不同无可替代的意义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 》一书中引用奥地利
［9］（ p6）

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的观点曾说： “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这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同样也成了文学困境的源头。从全球范围内看，小说正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冲击和
内部枯竭的双重危机。而文学的“枯竭”也一直是敬泽所多次关注的主题，李敬泽在一部书的序言中写
道： “如同约翰·巴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断言小说的枯竭一样 …… 小说往往开始于无话可说
之时。”《咏而归》是对枯竭的回应和思考，是对于无话可说的回答，也是对于枯竭所提出的一种解决方
案。
不仅如此，文学的枯竭危机一直是李敬泽在文学批评中长久以来的问题意识 ，也是他在文学道路上
探索的动力源泉。有人将李敬泽的文学批评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 ，以 2000 年为转折点，之前李敬泽的
批评风格更倾向于一种闲散的随想 ，而这之后的李敬泽才真正开始了批评意识的觉醒 。 从“文学享乐 ”
到“文学申辩”，他对于文学的态度愈发地认真，这从上述所言他在 20 世纪前后作品风格的转变中便可
以清晰地观察出来。20 世 纪 之 后 出 版 的 作 品《小 春 秋 》（ 2010） 、《咏 而 归 》（ 2017） 、《青 鸟 故 事 集 》
（ 2017） 等等，都比之前的几部作品有着更集中的问题意识 、更明确的写作主旨，而这与李敬泽对于文学
枯竭危机的认识与思考是息息相关的。 在这一时期前后，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宣布“文学死了 ”，这无
形中令李敬泽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文学这项事业 ，开始思考怎样去对抗这一危机，甚至怎样对抗这一危
机中人们所抱有的态度与观念。 而他选择的路是回到文学的源头，从《小春秋 》到《青鸟故事集 》再到
《咏而归》，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李敬泽对于古典文化的沉醉 ，他向着源头处去寻找文学的基本价值，那
里也许有原初样貌，而这正也包含着李敬泽对于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 他在《我的批评观 》一文中，生
动地诠释出了理性与知识对于诗性价值的破坏 ，而理想的文学应该将完整的艺术品位“揉碎”： “中国最
好的读者活在遥远的过去，他们涵容、吟味，追求未‘封’的境界，他们有时保持沉默，有时悄声叹赏或拍
案叫绝，但他们从未想过把一朵花摘下揉碎，分析它的成分和原理，他们因此无法获得‘知识 ’，但对他
［8］

们来说，没有知识———或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前知识’———的观花或许是更美好的生活。”
李敬泽所看到的问题或许并不仅仅属于当代 ，甚至也并不只属于 20 世纪和 21 世纪，它甚至还要追
溯至更早，中国的文学历来承载着太多的责任和重负 ，从古至今各式各样的文学形式以及文学批评，都
十分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与时代性质 ，有的时候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可能反而会被放到了一边 ，被
世人所忽视。进入到 21 世纪以后，对于文学旧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强调逐渐放松，然而各种令人眼花缭
乱的新鲜理论与实践又为文学带来了新的枷锁 ，文学必须为了新而新，本意是为了避免走向枯竭的命
运，可在极端的尽头甚至将文学之死的宣判推到了人们眼前 。在李敬泽看来，他们所宣判的死亡是对于
旧有基本价值的毁坏和遗忘，而非文学真正的死亡，经过了重重负累的文学只有脱去身上的枷锁，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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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朵没有被掰开揉碎的花朵，才能寻找到文学自我更新的源头所在 。
面对“存在的遗忘”，米兰·昆德拉选择的是“塞万提斯的遗产 ”，而李敬泽在新古典写作中寻找到
了子部的复活。既然“小说已无法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相处 ： 假如它还想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假如作
为小说，它还想‘进步’，那它只能逆着世界的进步而上。”现代性与古典性在此刻开始交织融合。 逆流
而上的道路，是文学的另一种可能，但或许仍无法逃脱“否定既有趣味 ”的现代性进程。 这样的进程似
乎不再那么一往无前，势不可挡，它选择逆流而上，无疑隐含着对未来的怀疑，对线性进步的光明进程的
怀疑，同时将“光明属于未来”这一世俗标准狠狠踩在脚下。 而随着而来的小说的抱负将是什么？ 事实
上，追寻“唯有文学才能发现的东西 ”也是李敬泽长久以来一直执着思索的问题。 为文学减负，回归文
学的原初本质，是李敬泽在变动的批评风格与更新的时代特征中所一直坚守的不变初心 。 有学者这样
分析道： “当文本充斥着丰富多样的经验碎片，而失去了人和世界的体验，失去了最基本的思想者的时
候，文学是不是走向了虚无？ 人在面向死亡的行走，都会遇到无法逃脱的精神困境，这种困境恰是文学
存在的最根本意义。”正如此，李敬泽将这种枯竭的困境视为一种新生的源头，他采取的方式并不是正
面硬扛，而是迂回游戏。他曾经提出： “面对枯竭，我们要有虚构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而我想把它称
之为一种游戏的能力。”就像这部作品一样，《咏而归 》并没有完全采取颠覆常理的纯游戏形式，而是站
稳了一种字里行间蕴藉着的游戏态度 ，那种松弛与温和，仿佛在为每个身负现代性枷锁的都市人所做的
松绑，也是在祈愿，我们在面对着一脸严肃的数学家和咄咄逼人的孟子选择题时 ，还能够拥有“把拳头
收起来，对着真理嬉皮笑脸胡搅蛮缠”的无知与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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