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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我们今天认为依然有效的文学批评是和五

四新文学所确立的文学概念以及文学制度相配套

的。五四新文学是以精英启蒙大众的审美差序想

象性建构出来的，因此，不仅是文学的定义、经典

的确立，甚至是整个的文学生产流程都控制在编

辑、出版人、作家、批评家以及文学教师等少数人

手中。上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

系》是这个群体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一直到现在

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的原点。在这个群体中，专

业批评家享有绝对的权威性，而且编辑、出版人、

作家以及文学教师往往也兼具批评家的身份。还

可提及的是，在这里，批评家既是审美批评的创造

者，也是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行动者。

最迟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文学阅读

空间开疆拓土，传统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已经缩水

到以文学期刊和少数的文学图书出版为中心的

发表、出版、选本、评奖、排榜、文学史写作以及学

校文学教育等等。如果最新数据统计的 4.7亿网

络文学读者是可靠的，这部分读者的日常文学生

活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联度已经很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市场化慢慢发育壮

大，文学的消费属性的合法性确立，国民的大众

审美欲求被激活和释放出来，而随着互联网的到

场且技术迭代越来越容易被大众掌握，文学的生

产和消费主力转移到网络空间，2003 年前后，资

本强势入场，定义并掌控“网络文学”，这不仅仅

改写着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也对文学

批评的功能和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

很少有专业的批评能对网络

文学活动发生作用。如何在

新的文学生态和国民审美空间想象和再造文学

批评，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常常说

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

该是批评场域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网络交际语境下的文学生产，文学的创

作、发表与批评同时到场。表面上看，普通读者在

网络上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相当活跃。文化学者

德赛都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掠走那些对

读者有用或有愉悦的东西，而读者和作者的关系

是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这种“斗争”每时每刻都在

发生着。如亨利·詹姆斯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星

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中

所说，“新媒介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媒介内容

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参与性文化

指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浮现出的消费主义的新样

式。”“这些新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生产和消费的

方式，还帮助打破了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

不仅是普通公民的参与，理论上不同的文

学观点以及交锋随时可以发生，不同风格、趣味

的文学实践也可能自由地生长。从技术层面，无

论是私人博客、微博、微信，还是专业文学网站、

读书频道以及京东、当当等图书电商都为阅读者

预留了发布批评、表达看法的功能区。在这些功

能区，不仅可以点赞，也可以发表或长或短的批

评文字。网络使得普通读者参与文学生产成为

可能。不过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往往是另外一回

事。由于，在互联网为全体国民写作和选择阅读

内容赋权之前，我们的审美教育系统不健全和国

民审美普遍偏低的现实，直接导致发生在网络的

文学批评约等于可以促进迅速变现的市场营销，

不要说更开阔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批评审美

判断的内核也被掏空。

一定意义上，我们正处于赋权之后批评被滥

用的文学时代。上世纪末崛起的网络文学配套文

学批评制度，以粗糙乃至粗暴的打赏、打分、给星等

的不讲道理代替了批评应该基于审美鉴赏下判断

的讲道理。资本成为强势的力量以 IP的市值取代

审美定义文学的经典性，当下许多所谓的大 IP其

实审美品质并不像 IP利益共同体所鼓吹的那样。

相关地，他们往往祭起读者或者观众的利器，挟读

者倒逼整个文学制度的认可。读者，尤其是粉丝读

者以一人一票的人海战术，耗散有效的文学批评，

这一点在豆瓣上尤其明显。以读者为中心的价值

被片面夸大，忽然产生对读者审美构成和审美水平

的质疑。应该重申，从中国国民审美构成的现实来

看，受众多寡并不能完全论衡审美的高下。

在传统文学批评领域同样出现了批评即营

销的风潮，或者说惯性。操盘营销软文的往往是

大众传媒制榜的专业书评人、职业批评家，这些

软文往往由作家的创作谈、对谈和貌似专业的文

学批评组团出现，覆盖公号、自媒体以及专业大

众传媒平台全媒体，有的甚至动用顶流的网红加

持，其目的是短时间让受众接受。如此，各种刺

激读者购买欲的言说和阐释成为脱离作者文本

的第一文学现场。

如果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前，我们还把

传统文学批评到达网络现场作为一个问题来讨

论。现在的事实是，很少有不介入网络的作家和

批评家。批评家到场何为是我们今天要追问的

问题。有的问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比如何为

批评家？我留意批评家谈批评的那些文字，几乎

没有人不意识到批评家的知识结构、精神构成、

眼光视野以及批评家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职责，但

到了具体的批评实践，也正是书评人和批评家们

在合力助推批评即营销即点赞，助推批评的滥

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谈论批评的专业门槛不

能简单地置换成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再有，关于批评家的到场也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到达文学生产的一线，比如参与期刊的编

辑、选题的策划，乃至大的策展意义的文学活

动。这个到场被认为是矫正当下文学批评的过

度学院化的正途。事实上，当下批评家集中在大

学恰恰是重要的文学现场。文学生态包括批评

生态的健全与否以及国民审美素养高低如何，联

系着的恰恰是文学教育。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

说，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但大学中文系

或者文学院天生地应该培养有敏锐和优秀的审

美鉴赏能力的国民，这关乎国民的文学启蒙教

育。不只是中文系和文学院，国民审美教育应该

是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缘此，文学批评的到场是到文学生产各环

节的现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下沉到国民文学教

育的现场。批评家不只是论文生产机器，而应该

是审美发现者和声援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当然，批评家到场不能仅依赖批评家的自觉和慈

善式的参与，而且需要基于国民文学审美现状充

分地田野调查的制度设计和保障。

“遇见”诗人云忠，缘于网络。因他在信丰中学读

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我同学曾。曾同学者，教书也，

文学细胞发达，诗文信手拈来，我是同学的老粉丝。

云忠是近水楼台，一边聆听老师吟诵“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边情窦桃江。去

年秋，云忠的诗集《梨花初放十七岁》出版，他寄我一

本，并嘱可否写篇评论。我一时忐忑，不知如何回答，

最后表示，待读完后再说。我真的没有资格写诗评，虽

然我读诗、爱诗，偶尔也学写上几句，那只当聊以自乐

罢了。触动我写此文的，是一位中学生给我的留言。

少年如诗，风云可期。当无数少年还在诗梦里跋涉

的时候，云忠却在全国中学生文学高地《中学生文学》杂

志上一次性发表18首诗，于是倾慕的读者来信如雪片似

的飞来，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诗集第一部《窗外的星》，分十四章，撷录诗作 94
首，以《蹋雷》开篇，《初恋的童话》结束。

初恋无错，即使有，也是美丽的。初恋的美好，就在于

她有值得回味的甜甜蜜蜜，在于路上遇见的每一道靓丽风

景。面对离去的爱，诗人回避不了留恋和遗憾，但诗人脱离

不了世俗的观念，他把这种“错”归结为“昨日幼稚”。

人必经幼稚的年段，而初恋的幼稚是单纯的，无需

自责，更不能指责。

《窗外的星》94首诗，是爱情的呼唤，年少的诗情时而

高歌，时而浅唱，时而奔腾而出，时而迂回曲婉；年少的恋情

一览无遗。我不知道那些时日里，诗人云忠在菁菁校园的

窗外看见了多少星星，但在他心中的那颗，一定是最亮的。

《中学生文学》前主编赵建功老师是这样评价云忠

的：“毫无疑问，你是一个情种，是一个风流才子。”这不

禁让我想起仓央嘉措的诗：“结尽同心缔尽缘，此生虽

短意缠绵。与卿再世相逢日，玉树临风一少年。”

诗集第二部《栀子花》，含序曲共十章，57首诗。

诗人在《序曲——圣洁永恒咏花里》写道：“她是一

朵圣洁的代表纯洁和青春萌动的花卉。她拥有洁白的

花色，别致的花型，乃至芳香气味。她寓意永恒的圣洁

和爱情。她是一朵栀子花。”

栀子花，它的枝叶365天都不会凋落，花朵是经过三

个季节才在夏天开花。诗人说：“我是如此地熟悉栀子花

的花语，可是，当一份带着青涩气息的情感突然出现在我

面前时，我却不知如何去承接和呵护。在前程和爱情之

间，我不知所措的无奈与胆怯，竟使我不仅无福像拥有花

语一样拥有她，还一错再错，最终永远地失去了她。”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真的投入到了一份感

情中，在那时的爱情是唯一的。但我不相信一生只能

爱一次，我也不相信一生必须爱许多次。有人认为“你

是深谷，一次爱情就是一条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

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只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

也就是许多泡沫”这话说得有哲理。所以不要问一生

能有几回爱，真诚对待每一份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诗真实、善良，有很多很动人东西，这让我动容，

就像我们共同的绿野时光，真诚的、淳朴的、简单的、美好

的，值得以人生去经历去回忆。”这是王瑛博士（华南农大中

文系主任、教授、文学博士）对云忠这本诗集的评价。

掩卷而思，菁菁校园那朝气蓬勃的气息扑面而来，为师

几十年，课堂上讲过多少遍“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讲过多少遍“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

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当我亲眼

看见校园池塘边那一对时，我的心底里却是另一番感慨。

少男少女那令人敏感的情愫，你以为是爱情，她只

是友谊；你以为只是友谊，她已是爱情。谁又能分得清

楚？老师和家长可以去做的是：多一份细心，多一份理

解，多一些讨论，多一些引导。

云忠说：“我总是在错误的时间谋划错误的人生旅程，

比如在求学的时期写诗，在写诗的季节工作，在工作的日子

幻想。”我不这样认为。少年如诗，诗如少年，一个以诗歌陪

伴过的少年，他的美丽情感会更加丰盈，他会优雅地老去。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云忠当年没有

惘然，今天更是心有远方，你用一部迟到的诗集致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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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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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对出土

中医文学研究方法论

的探讨。成都老官山

出土的医简，介于早期

的马王堆医书和中国

首部医学典籍《内经》

之间，而且 9 部医书都

和人体医学有关，既涉

及病机，又有症候治疗

以及针灸、脉象等，涉

及到医学各方面。这

批医简在医学史上的

价值，远远高于马王堆

医书。专家认为，老官

山汉墓出土的医简中，

基本没有巫术，这也证明西汉早中期“医”“巫”已分家，标志

着中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也为扁鹊学派的探源提供了

一定依据。

《扁鹊别脉》
李建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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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个世界正在以

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

变化发展，每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

复杂和陌生的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是前火

箭科学家、美国俄勒

冈州路易拉克大学法

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

授，他介绍了火箭科

学家的思维方式。书

中介绍了火箭科学这

一难懂学科背后的创

造力和批判性思维。

它将指引我们突破固

有思维的局限，继而

对创意进行提炼和重

构，并敲打测试它的可行性，以降低失败的风险，教我们客

观看待失败与成功，从成败的经验中激发更大的潜能。

《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
（美）奥赞·瓦罗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10月版

04 《大数据》（中英对照）
（美）道恩·E.霍尔姆斯 著
李德俊等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候场》
李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内容简介：
李诞是《吐槽大

会》《脱口秀大会》总

策 划 、总 撰 稿 人 、谐

星、作家。《候场》是李

诞在 2020 年初完成的

一部中篇小说。在书

中，李诞写了一个叫

“李诞”的人的故事。

“一个在迅速扩张的

大时代，一个懵懵懂

懂踏入名利场的年轻

人，度过激流勇进浑

浑噩噩指东打西的短

暂人生的成功人士，

通过他的观察为我们

写下了自己的证词。”

这部小说带领读

者观察这样一个心灵的样本：如果说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

娱乐，你将看到这一代优秀的头脑毁于大笑……

点赞式批评被滥用以后
□何平

十七岁的梨花
——读邱云忠诗集《梨花初放十七岁》

□钟培发

近日，中华读书报发布该报编辑部

评选的 2020年度十大好书。

入选图书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韩

启德反思当代医学的《医学的温度》，其中

有医学方面的最新知识，更有深切的人文

关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束景南教授二

十年王阳明研究的总结之作《阳明大传：

“心”的救赎之路》，体大思精，考证严密，

多发前人所未发，堪称王阳明研究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

的首部小说集《晚熟的人》，反映了作者在

写作题材、艺术手法上的新探索；关注社

会底层人群生存状况的《岂不怀归：三和

青年调查》，是一本结合了非虚构写作的

在场感与社会学研究专业性的跨文本佳

作。此外，还有历史读物《大宋之变，

1063—1086》、日本史论著《分身：新日本

论》、曹禺女儿万方书写父母人生故事的

《你和我》、贾平凹的新长篇《暂坐》，以及

两部引进版图书《记忆记忆》和《生命是赌

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

这是中华读书报连续第 16 年评选、

推荐年度十大好书。评选着重考量图书

的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和趣味，

以及在学界和读者中的口碑。作为一家

专业读书类媒体，该报把推广全民阅读、

传播中外好书视为职责所在，在多年实

践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新书评价、遴

选、推荐机制：一是每月遴选近期佳作，

发布月度推荐榜；二是年底汇总并查漏

补缺，经编辑部三至四轮讨论，评出年度

百种好书；三是对重点图书进行审读，部

分学术著作和专业图书征求专家学者意

见，优中选优，评出年度十大好书。中华读书报

2020 年度十大好书是在编辑部全年经眼新书数千

种精品、每月推荐好书 20 种、年终形成备选书目约

三百种的基础上遴选而出的。

中华读书报年度好书评选在出版界、学界、文

坛和读者中拥有影响力和美誉度。译林出版社总编

辑袁楠说，在每年岁末众多机构、媒体评选的年度书

单中，中华读书报的十大好书和年度百佳是她最为

关注的书单之一，“因为专业，有说服力”。 （光明）

中
华
读
书
报
评
出
本
年
度
十
大
好
书

内容简介：

“ 牛 津 通 识 读

本”中的《大数据》分

册，是目前国内能读

到的对大数据问题最

简明扼要的入门书。

大数据在 21 世纪的

头二十年已经深深地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

工作，而且这种改变

还将继续深入下去，

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生

活便利的同时，也给

我们带来对侵犯隐私

的恐惧。虽然我们无

法完全把握大数据专

家们会将算法引向何方，但了解一些大数据的基本知识，至

少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些内心的不安。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探讨了这一重大的主题。 （宗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