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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构件和成

绩也当然地不断被提及。作为仪式的“改革开放”，每隔十年都会被回到起点去缅怀和纪念，文学参与

其中，也以“十年”为一个单元被纪念。其实，当改革开放已经积累到四十年，随着莫言、余华、苏童、阎

连科、多多、刘慈欣、曹文轩等获得多个世界文学重要奖项，以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年文学成就论，是

该到了总结这四十年文学历史成绩，进而考虑建构这四十年文学阶段史的时刻了。

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内在整体性，但这不妨碍一百年新文学这

个大历史时段中间存在相对独立的“小历史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就属于“小历史时段”命

名。从时间长度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较之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获得广泛共识的几个“小

历史时段”的时间都长，比如“现代文学三十年”（1917—1949，其实是32年。这32年文学曾经被细分

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文学，这些断代也不是严格地从一到十的“年代”切分，而且40年代文学里

又进一步细分出“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等等）“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革文学”（1966—1976）
和“新时期文学”（1976—1990年代初）等。不过，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小历史时段”命名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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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命名。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他“小历史时段”的命

名，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当时的学者出于习惯性的文学观念，把文学看作是政治附庸，给某个时期的

文学现象加上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时代限制，如‘抗战文学’，‘文革文学’，等等。”[1]不只是每一个阶段

性的“小历史”，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共同建构是一个基本历史史实。同样，“改革

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复合命名的特征也很明显。因此，如果“改革开放四十年文

学”可以作为阶段史被建构，“改革开放”这个特定时代的政治内涵也应该被凸显出来；而如果“改革开

放”这个时代主题被凸显出来，显然这四十年的文学阶段史是一个有着规定主题的阶段史。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研究者意识到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的文学

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一直到十年前“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者仍然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我

们必须在“文学”与“这 30 年”的相互生产的互动性关系中来进行讨论。一方面，我们要谈文学是如何

介入到、参与到这 30 年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之中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谈文学怎样被这 30 年的

中国现实所深刻界定并制约[3]。基于这个前提，无论是思考“改革开放四十文学”的逻辑起点，还是试

图建构这四十年的阶段文学史，都必须充分认识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性的“现实”。改革开放时

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如何相互塑造，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已经有研究成果开始勘探两者

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张旭东关于改革时代中国现代主义的研究[4]。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每一个新旧交

替的时代，文学都会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部分。

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伤痕文学”是这样的；1990年代，国企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文学“分享

艰难”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这样的；同样，新世纪“底层文学”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化和重组的结果，

甚至1980年代某一阶段的文学思潮直接以“改革文学”来命名。

一、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研究的观照视阈与时俱进，被分割成“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

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更微小的历史时段。建构整体性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必然会面

对如何去拼接这些被分割的更微小的历史时段，使他们不各自为政，而是被纳入到“四十年”的长时段

之中。

首先可以认定，“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之前两年

即开始的“新时期文学”能不能直接接驳进“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如果可以接驳，前提是文学比其

他领域的思想解放更早得风气之先，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但事实上，文学并没有突出的先知先觉，

只是与时代偕行。洪子诚认为：“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逮捕，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

化大革命’终结。在中共十一大上，将‘文革’后称为‘新时期’。”[5]另外的观点则是：“随着中国政治局

势的变化，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路线，彻底否定‘文革’，否

定阶级斗争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给文

[1]陈思和主编：《新时期文学简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2]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参见《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3]蔡翔、罗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北京〕《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

[4]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问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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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带来了真正的解放，许多创作禁区被打破。1979年 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明确指出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

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对这一文艺政

策的宽松措施，从中国近五十年文艺发展的教训来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直接导致了80年代文艺

创作的大解放和大繁荣。所以，也有不少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应该是从

1978年的年底前后开始的。”[1]从现有的材料看，将“新时期”的起点锚定在“‘文革’后”，甚至再前移一

点，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而以“1978年前后”作为“新时期”起点某种程度上则是研究者后设的结

果。换句话说，“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并不完全重叠。从1976年上半年

到1978年下半年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两年多而已，但时代性质则迥异。

查阅早期冯牧、张炯和何西来三人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他们对“新时期”的起

点表述是一致的，冯牧认为：“以伟大的四五群众运动为序曲，以万恶的‘四人帮’的被铲除为起点，我

们的文学创作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2]张炯也是这样看的：“新时期的

文学以丙辰清明天安门革命诗歌为发端，揭开了序幕。”[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撰的《新时期文学六年》[4]，其起点也是1976年10月。张炯和冯牧对“新时期”开始的三年做了细分，

张炯认为：“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文学从十年荒芜走向复苏。但由于摧残文坛的‘左’倾错误尚未

能得到根本纠正，文学发展仍然受到严重阻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运动波澜壮阔地

展开，大批过去被迫搁笔的老中年作家重返文坛，新作者又如雨后春笋地成长，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

式都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5]冯牧则指出：“过去的一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个年头。这一

年，是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一年。”[6]

起于1976年的新时期文学其价值立场并没有呈现比其他领域更为激进的思想解放的立场和姿

态，文学的改革开放是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

‘文革’结束，同年十一月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

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

文学的发端。然后，这些都不过是思想解放运动波澜中的涟漪。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起了

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一批民刊出现。”“《今天》创刊于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7]检索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977—1983）也能观察到政治领域保

守和改革的争斗在文学上的反应，甚至在1977年和1978年的上半年，能看到的依然是保守的文学立

场，很少听到激进的解放的声音。

政治是文学的晴雨表，1977年的文学界是对“四人帮”的揭批和清算年[8]。值得注意的是该年12

[1]陈思和主编：《新时期文学简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2][6]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参见《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第8页。

[3]张炯：《就当代文学问题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参见《新时期文学论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版，第24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5年版。

[5]张炯：《正确评价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参见《新时期文学论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7]徐晓：《〈今天〉与我》，参见刘禾编《持灯的使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8]吴俊总主编、李丹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977—198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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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组文艺随笔，其中芦芒的一篇《解放思想，繁荣诗歌创作》提出了文艺界的

“解放思想”问题。进入到1978年，延续1977年重提“双百方针”和“十七年文学”的思路，比如《北京文

艺》第1期发表刘厚明《十七年文艺成绩不可低估》，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前十七年和后十年做了切

割。文学从有选择地恢复“十七年文学”开始它的新时期，甚至1979年出版的“百花文学”选集书名即

叫“重放的鲜花”。但不止于“恢复”和“重放”，一些更重要的变化在 1978年六七月已见端倪。《文汇

报》《文艺报》先后发表茅盾、郭沫若、周扬和巴金等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巴金的讲话题目是“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

1978年下半年，和整个中国政治氛围一样，文艺界开始在较大范围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文艺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改革性话题。从创作实绩看，以唐达成主编、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的短篇小说卷为例，1976年没有收入一篇小说，

1977年也仅仅收录了王愿坚的《足迹》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而1978年收录的作品，不但数量上达到

17篇，且出现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伤痕》《最宝贵的》《神圣的使命》《献身》《墓场与鲜花》等“解放

思想”之作。不仅仅看收录的篇目，可以对比后来文学史视作“伤痕文学”代表作的《班主任》和《伤

痕》，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起点，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班主任》仍然是一

篇路线斗争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伤痕》把这一时期政治批判的主题由一般

的社会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刻敏感的领域，触及现代迷信的尖锐课题，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对人

民情感的残酷摧残。”“《伤痕》的出现和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的讨论，以及此后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否定性重新评价，有着直接的联系。”[1]

概而言之，“新时期文学”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有着不一样的逻辑起

点。“新时期”可以从1976年开始，而“改革开放”只能从1978年开始。

二、“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自觉到创作实践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的。“最早用

明确的语言提出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这个口号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那是一九七八年

春天排演话剧《丹心谱》的时候。”[2]顺便提及的是，话剧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先声，同年引起巨大反

响的还有话剧《于无声处》。新时期文学框架里，同时期小说和诗歌实绩被充分揭示，话剧不在时代文

学的中心地带，但回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话剧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建构需要重

新评估。一定意义上，叙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要从话剧与时代关系开始。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论及这四十年文学几乎没有能够把话剧恰当地整合进来并且贯穿始终。何西来指出：“重新评价《现

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就是出现在艺术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打破各种禁区的

要求愈益强烈，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步伐在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加快的时候。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

三月二日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鲁原的《真理经得起岁月的洗磨》。接着是《延河》的几篇文章，在全

国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刊物上用较大篇幅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翻案的最早的一家。”[3]可以注

意到批评家使用的动词和动词性词组——“重新评价”“打破各种禁区”和“翻案“等等，无一不指向这

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的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前提条

[1]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

[2][3]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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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是改革开放四十文学最早的收获。

可以看一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从1978年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开始，现实主义一直是改革开

放四十年不断重提的话题。仅仅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就涉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

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涉及典型的个性、共性和阶级性以及“复杂

性格”组合等等，涉及文艺的真实性的“写真实”与真实性的政治性和倾向性等，以及异化和人道主义

等……所有和现实主义相关的问题都被重新拿出来检讨和反思。因此，在我们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

文学的早期阶段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文学的现实主义挖掘和深

化，不能离开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简单地举几个例子。1984年 11月，刘再复在《读书》发表《关于

“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答问》。在此前后，《文艺报》等报刊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关于‘复杂性格’问

题的讨论”，除了理论家和批评家，李国文、古华等作家也卷入了讨论。刘再复认为，要塑造出具有较

高审美价值层次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性格内在的矛盾性。“所谓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从性格

结构上说，指的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为艺术典型的人物性格的二极性特征。”[1]刘再复的“复杂性

格”论不是一种凭空的理论想象，而是基于 1984年前后的文学现实，进而又影响到同时代的文学创

作。如果承认“复杂性格”，那么按照特定的阶级和路线站队对人物进行粗糙的划分无疑只是一种过

于机械化的“简单性格”。

1985年4月，吴岳添翻译了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描述了一条和我

们习见的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进

一步的现实主义路线图。按照他的理解，“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和马丁·

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但是如果卡夫卡、

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作品不符合这些标准，我们怎么办？应该把他们排斥于现实主义亦即艺术之

外吗？还是相反，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

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第二条道

路。”[2]可以看出，罗杰·加洛蒂的观点对中国文艺理论界启发良多，仅仅“无边的现实主义”的题目就让

人心生遐想。

富有意味是1985年恰好是所谓的“新小说年”。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将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

毕加索这些目为现代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接纳进来，虽然从现实主义理论上值得商榷，但从改革开放

时代中国文学现实来看，这不仅为“新小说”“探索小说”的登场提供了理论支援，也为传统现实主义文

学边界的拓展带来契机。某种意义上，“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综合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的“新现实主义”。1985年前后，无论是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可以看作这种意义上的“新现实主

义”。同样，这种“新现实主义”对于未来1990年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曾经用文本细读的方

法研究陈忠实《白鹿原》和铁凝《笨花》与韩少功《爸爸爸》以及王安忆《小鲍庄》之间在暧昧历史起源、

强调地方经验和重视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关联性[3]，其实他们之间最大的关联性是一脉相承的“新现实

主义”文学观。

翻阅柳鸣九主编的、1987年开始组稿、199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基本上就是按照“无

[1]刘再复：《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答问》，〔北京〕《读书》1984年第11期。

[2]〔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胡维望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代后记，第167-168页。

[3]何平：《被劫持和征用的地方——近30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上海文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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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去想象中国和世界当代的现实主义。事后看，新时期“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完成正是理论批

评界和创作界彼此策应、共同完成的。理论自觉的同时，则是域外现实主义经典的批量介绍和现实主

义文学创作实践。中国作家以空前的热情汲取陌生国度的现实主义资源，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拉美

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开启中国19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的重要动力。观察中国出生于二十世纪

四五十年代的这一批“文革”结束前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家，像贾平凹、陈忠实、张炜、莫言、王安

忆、范小青、黄蓓佳、阎连科、韩少功、李锐、刘震云、刘醒龙等等，都有类似的从回到“文革”之前的“十

七年文学”，然后逐渐摆脱“十七年文学”，寻找到属于自己现实主义道路的过程。这种自觉在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即结出《浮躁》《古船》《活动变人形》《心灵史》《洗澡》《平凡的世界》《灵山》等等现实

主义果实。进入199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批作家以《黄金时代》《白鹿原》《废都》《九月寓言》为起点，

持续不断贡献出《马桥词典》《赤脚医生万泉和》《长恨歌》《秦腔》《古炉》《老生》《圣天门口》《受活》《笨

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1948》《一句顶一万句》《日熄》等重要的长篇小说，而比他们更年轻的

作家则写出《空山》《尘埃落地》《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江南三部

曲》《河岸》《黄雀记》《平原》《推拿》《花腔》《后悔录》《唇典》《耶路撒冷》等等富有锐气的经典之作。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从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走向“无边的现实主义”之“新现实主

义”，在实践上推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蜂起的时代。现实主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命运，作为改革开

放四十年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支援，而且以现实主义

为线索建立起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观，能够有效地改变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人为地分割成

“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研究现状。以现实主义为观察视角，没有“80年代文

学”，何来“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不仅仅是综合的“新现实主义”，单单观察先锋文学，在历

史的连续性和整体观看取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1980年代末“终止先

锋”。相反，进入1990年代，出现了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呼喊与细语》、格非的《敌

人》和《边缘》、孙甘露的《呼吸》、吕新的《抚摸》和北村的《施洗的河》等重要的先锋长篇小说。

三、改革开放中的文学四十年

以思想解放运动作为逻辑起点，就文学自身发展而言，既然强调“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文学自身

对审美陈规和教条的冒犯和叛逆，当然应该被充分地尊重和肯定。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既是

四十年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当然也是“文学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这是此“小历史时段”区别于其他

“小历史时段”的重要特征。

从这个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四十文学，将其视作一部审美变革史自然有其合理性。中国现代文学

一百余年，许多重要的文学观念革命和文学创造实践都是发生在这四十年。变革可能是像改革开放

文学发生之初新文学传统复苏的温和渐变，也可能像第三代诗人针对朦胧诗提出“pass北岛”那样断

裂式的文学革命。撇开温和渐变式的变革不论，1986年，吴亮和程德培主编并出版了《新小说在1985
年》和《探索小说集》[1]。这两个选本以“新”和“探索”的名义，其刻意“编辑”和“设计”偏离以“恢复”和

“重放”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的意图相当明显，所以，相对于“恢复”和“重放”恒常中的渐变，文学改革

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极端”和“异端”。“极端”和“异端”强调的是比温和的渐变更激进的文学

[1]吴亮、程德培主编：《新小说在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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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1988年4月余华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谈到“极端主义的小说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

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方面，连题材也照

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显示

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就像你编去年《收获》5期一样。”[1]这封信里谈到的应该是程永新编辑的

《中国新潮小说》。体现在具体文学实践，《收获》1987年第5期和1988年第6期两个专号的阵容几乎

全部由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这些当时最为激进的先锋小说家组成。“在《收获》新掌门人李

小林的支持下，我像挑选潜力股一样，把一些青年作家汇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再而三，那些年轻人

后来终于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王朔、北村、孙甘露、皮皮等，他们被称

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2]《收获》极端的先锋姿态为新时期文学开辟了另一条道路。1987年10
月7日苏童给程永新的信写到：“《收获》已读过，除了洪峰、余华，孙甘露跟色波也都不错。这一期有

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感觉对否？”[3]

同样，1998年的鲁羊、韩东和朱文等发起的“断裂”事件，也是一群作家试图通过清算文学传统来

确立自己的新形象。“断裂”及其“断裂”以后的新世纪其实是一个比“断裂”更为复杂、暧昧的“离散”的

“个”文学时代。《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保存了一份世纪之交中国年轻作家出“代”成“个”的

精神档案。“我们的行为并非是要重建秩序，以一种所谓优越的秩序取代我们所批判的秩序。我们的

行为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重申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的绝对地位。”[4]值得指出的

是，与“断裂”事件几乎同时的是网络文学的发萌。随着博客、个人网站、微博、微信等的蜂起，大众传

媒碎片化成一个一个的“私媒体”，基于交际场域，网络文学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原来说的那种私人的冥

想的文学。“粉丝文化”属性所构成的“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方式突破了传统相对封闭的文学生产

和消费。“在网络写作“也正是在这种关系方式中展开，自然也会形成与之配套的“交际性”网络思维、

写作生活以及文体修辞语言等等。

类似上面这样或大或小的变革和革命在“改革开放文学“的四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可以

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阶段史建构某种程度上是复现四十年间的文学变革史——这四十年，发

生了哪些文学变革和革命？这些文学变革和革命的时代语境是什么？变革和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有

哪些？进而变革和革命的内在历史逻辑如何被建立而成为一个整体？

一直以来，“改革”和“开放”并举。因此，四十年的文学改革史，同时是一部中国文学和世界拥抱

的开放史。还以前面的1980年代中期为例子。先锋文学策动的“改革”和“开放”互为因果，就像当时

有作家指出：“当前流行世界的现代文学思潮不是一群怪物们的兴风作浪，不是低能儿黔驴技穷而寻

奇作怪，不是赶时髦，不是百慕大三角，而是当代世界文坛必然会出现的文学现象。……在十九世纪

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之前人们大多把小说和故事归为一体；而当代某些人就不满足这种上世纪所流

行的有头有尾、中间有起伏高潮的小说写法了。他们认为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并非如此；人的大脑活

动方式是流动、跳跃的、纷杂而不连贯的，作家应当遵循人的正常思维活动方式来写作。当代的乔伊

斯、福克纳、沃尔夫等人都这样尝试做了。于是人们称他们为‘现代派’。”[5]在“球籍”焦虑的八十年代，

世界的“当代”是我们一下子就想追赶的目标。和此时代情绪一致的是，冯骥才使用了“改革”这个词：

“这一改革实际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同时也说到了“实验”——现代派带有“试验性”[6]。

[1][2][3]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第180页，第40页。

[4]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5][6]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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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应该是一部交织诸种矛盾和冲突的丰富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

单一线性的片面强调“改革开放”立场，遮蔽其中曲折的做减法的文学史。当然，具体到某个时代也不

是刻意突出“非改革开放”的文学立场，而是尽可能打开和抵达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现场。以此观之，比

如，改革开放四十文学的起点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伤痕文学和《今天》诗人群，像汪曾琪这样的“归来

者”作家的文学史价值需要进一步挖掘。一般谈论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的复出迟至了《受戒》等一系

列小说，其实更早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的《骑兵列传》是一篇既有伤痕文学时代风尚，

同时有“现代”遗风的小说；再比如，对1980年代除了“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

经”[1]的神话式想象，更驳杂的是1980年代是怎样的“80年代”？我们如何去想象？再比如，对王朔的

文学评价，王蒙和当时上海为主的学院知识分子就有迥然不同的现实观感和文学立场，以至于双方的

分歧成为“人文精神”讨论起点和一个重要论题[2]。但今天回过头看，王蒙在当时一方面谈文学失去轰

动效应的危机；另一方面肯定王朔出现的意义，是不是有其合理性，甚至预言性？王蒙肯定的王朔式

的文学成为1990年代文学市场化、新世纪网络文学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市场化和产业化，对文

学边界的拓殖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理所当然，摆脱单极单一和对抗性思维，可以呈现改革开放

四十年文学的丰富和芜杂，当时尖锐对立的双方恰恰是1990年代走向丰富多极文学生态的不同端点。

张未民在研究“新世纪文学”时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描述成时间向度上的“生长性”，他认为：“新

世纪文学正是从新时期文学中自然而然地蜕变生长出来的，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将1978年看作是一

个开启了21世纪的起点。”[3]在“生长性”，或者“发展观”的视野下，被分割成“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

学”和“新世纪文学”成为向未来敞开的绵延不绝的“历史小时段”。这种生长或者发展不仅仅是理论

和创作实践，也是文学体制和文学制度，比如文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媒介。在很多的描述中，我们

只看到新世纪前后文学刊物的危机，而事实上，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同时未尝

不是一场文学期刊自觉的转型革命，目标是使传统文学期刊成为富有活力的文学新传媒。文学期刊

变革的动力当然部分来自网络新传媒。这种对文学期刊“传媒性”的再认意义重大。和狭隘的“文学

期刊”不同，“文学传媒”的影响力更具有公共性。《芙蓉》《作家》《萌芽》是世纪之交较早地确立了“传媒

性”的文学刊物。笛安、张悦然和韩寒三个广有影响的“80后”作家主编的《文艺风赏》《鲤》《独唱团》

以及近年上海创刊的《思南文学选刊》和改版的《小说界》也都是“传媒”意义上被突出的文学期刊。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新时期”四十年成为一个热词被用来指认一个新的时间和时代的开端，“新

时代”也已经被用来描述和想象未来的中国文学，比如《人民文学》从2017年以来的“卷首语”不断使

用“新时代”，同时也在召唤它所想象的“新时代”文学。虽然“新时代”文学还在想象的建构中，但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文学已经是一个可以去建构的历史事实。深入下去，这应该成为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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