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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作为著名的“先锋”姿态小说家，在20多年前就已被学术界与文学史家认可。进入新世纪

以来，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散文创作方面，而且坚守持恒，形成了让千万读者为之

震撼的“井喷”之势。他先后在《新民晚报》《南方都市报》《收获》等多家有影响的报刊上开设专栏；同

时又陆续结集、出版了《不疑盗嫂》《杂花生树》《文学少年》《江南印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生活质

量》《名与身后》《陈旧人物》《水乡》《看书》《江苏读本》《群莺乱飞》《南京人》《旧影秦淮》《马放南山》《美

人靠》《父亲的话题》《陈年旧事》《动物的意志》《现实生活》《午后的岁月》《叶兆言散文》《永远的阿赫玛

托娃》《桃花飞尽东风起》等46部散文集。惊人的创作总量与散文品格的独特性，使他拥有“散文专卖

店”“文坛马拉松健将”的美誉。然而，研究者几乎都青睐其小说，相关研究论文和评论达数百篇之

多。但之于其散文，虽然有过如王尧、张宗刚等学者撰写的评论，但对其散文的研究性评论截止2016
年还不足10篇[1]。鉴于此，本文就叶兆言散文创作审美的独特性及实际成就进行一次学理性定位的

描述，以让学术界对其散文之风采获得一个真实而明确的认知。为此，笔者拟从“学者型”散文的品

位、文学史“言志”的传承两方面进行论说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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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叶兆言以其创作实绩及影响，成为当代具有“学者”和“言志”品格的散文名家。其文史叙事

等书写题材，表现了他的博识和睿智；“人与历史”的终极追问与思辨使其散文成为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

本”而特立独行。他传承并坚守周作人、汪曾祺两代群体“言志”的流脉并有自己的创新，是当下第三代“言

志”作家中具有“士大夫”品格、具有传承担当的一位标志性的散文创作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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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叶兆言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叶兆言研究资料目录”统计，共收研究论文与文章目录356
篇，其中关于散文的评论仅有9篇。

220



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9/2· ·

一

叶兆言的散文属于“学者型”散文，属于那种知性的文化散文。

学者散文，是上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后在90年代广为流行的概念。顾名思义，学者散文一般是

指以教授、研究员、科学家、文艺评论家等为职业的学者所创作的散文。此外，还应该包括那些“非学

者”出身，但以才学、博识和理趣见长、以文史内涵为旨趣的“学术型”作品。如老一辈的邓拓、黄裳、苏

晨等，年轻些的如夏坚勇、赵丽宏等，都有此类“学术型”作品。叶兆言亦属于此列。就其散文“学者型”

品质而言，有着作为学者散文的深厚文化底蕴、广博的学问和知识以及幽默智慧的理趣等基本特征。

凡是认真读过叶兆言散文的读者，都会感觉到他散文里厚实的人文知识功底。厚实的学问功底

并非唾手可得。在他，首先有着得天独厚的家族书香文脉。祖父叶圣陶是“五四”以后著名的小说家、

散文家、教育家和出版家，是著名的学者。其父亲叶至诚是知名的作家和编辑，是上世纪50年代“探

求者”作家群体的领衔作家之一。其母亲被称为“锡剧皇后”，是著名的锡剧艺术表演家。严格的家庭

教育和浓厚的家庭文化流脉熏染、积淀、内化于叶兆言，使之自小就修炼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其身”的人格理想和学养，使他身上有着家庭基因烙下的、挥之不去的“文人气”。其次，他自小养成好

读书的习惯。在“文革”读书荒芜时期，不顾父亲的“禁令”，长年累月地从家里书房偷书看。大学、研

究生时期，南京大学图书馆为他提供了人文知识的记忆和储存。更为重要的是，他求知若渴、格物致

知，是个“读书控”，数十年来坚持给自己不断“充电”而存储知识信息。惟其如此，当叶兆言把散文作

为自我的生命形式而书写、向读者呈现自我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吐属出他的“书卷气”，进而表现出

学者博学的知性和广阔的视阈。

以专门写人物的作品而言。《陈旧人物》写了康有为、梁启超、张闻天、朱自清、郁达夫、穆时英、傅

抱石、张中行等39人，《陈年旧事》写了蔡元培、林风眠、傅斯年、陈立夫、陈果夫、陈西滢、齐白石、张爱

玲、苏青等47人。这些都是近现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画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还有

晚清封建军阀与国民党的一些将军特务头子帮凶帮闲文人，甚至还涉及毛主席与蒋介石。至于其它

散文集，有写到鲁迅、周作人、吴宓、胡适、茅盾、巴金、郭沫若、夏丏尊等等，也有一部分专门写外国作

家，如写到高尔基、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阿赫玛托娃、奈保尔等，他甚至还写到李贺，写到

明末清初的一批“江南文人”与“江南女人”。可以推想，如果不是大量阅读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及相

关研究资料，如果不是大量阅读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人物传记及书函、日记，如果不是大量阅读哲

学、美学、外国文学史艺术史以及通俗性的文史读物，叶兆言的散文绝不可能有如此的博识。笔者认

为，博学与史识之所以成为他散文标识的“名片”，标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突出成就，正是

源于他的博览群书和散文中满溢的书卷之气。

假如仅仅认识和肯定叶兆言在题材与史料运用方面文史知识的丰富和广博，那么，无疑会对他散

文的原创性产生误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神”，是指史料的会通、独立的思考、另类的感

悟以及浑成整合的创造性，在“死”的材料上做出“活”的文章来。在运用史料、表现才学的同时，他更

多地还表现他个人的睿智，即如何举轻若重地将知性书写发挥到化境，而赋以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的

独创品格。

如果给叶兆言的“学者理性”释义，可以进行如下的描述：他将文史叙事置于宏观史识的背景之

下，既有尊重历史的客观主义的表达，又有解构正统史观、突破民间意识形态的史识眼光与新历史主

义的立场；其理性思辨的关键是其“逆反”思维的求异，他的个性在于对既往史识颠覆性的“解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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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他理性认知的重新“发现”，即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重新解读之中，在中外历史的诸多文化现

象与文学思潮的反复思辨之中，发掘少见寡闻的历史真实与事物之某些本质。正因为如此，读者可以

从中获得审美发微的新史识、新见解和新异感。这便是“逆反”的张扬，便是学者散文所诉求的“理

趣”。因此，在叶兆言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可以当做研究人性表现的“文学论文”来读的。

也许可以这么说，他创造了另外一种包纳学理思辩的文学论文的文本范式。例如，以内心对高尔基的

无限恐惧，来解释列宁、斯大林要求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真实原因（《革命文豪高尔基》）；在纵览现

代文学史上的长篇小说之后，认为茅盾的《子夜》并非那么经典，而且其小说越写越差，而巴金的《寒

夜》则远胜于学术界早已定论的《家》（《围城里的笑声》）；阅读法国文学史之后，对拥有法国“文学之

父”的雨果有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其成就远远不如巴尔扎克（《难忘雨果》），惟其如此，在关于雨果论说

巴尔扎克的两篇文章中更喜欢《巴尔扎克之死》（《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再诸如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

不适宜于舞台演出……叶兆言这些散文的文化思辨，始终建立在人本位的前提之下，将人物置于对应

的、特殊的历史背景进行人性层面的考察与解读，从而凸显作者“人学”的立场。在他看来，历史虽然

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人在历史面前随着价值观念的嬗变，而被历史无情地予以再度认识与再

度改写，最终成为人们“心中的历史”。打个比方说，一般人看人识事，都从正面看、前面看，而他偏偏

要绕到侧面与反面去看、去思考、去评说，以显示一种我思故我在的逆向性与穿透力。于是，叶兆言的

这种“历史主义”，激活了他笔下的史料，同时因为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使他的思辨具有史识的

重建与文化的追问之属性；于是，他将众多的人物重新定位，外国的雨果、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等，中

国的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吴宓、陈布雷等等，其形象、事迹与价值，被叶兆言重新解读与认知。这

种求真辨义的追问，颇似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的“春秋笔法”，在解读文化悖论中或褒、或贬、或嬉

笑、或怒骂、或赞美、或嘲讽，而将犀利之机锋不动声色地藏于他的文史叙事中。于此，在《杂花生树》

《群莺乱飞》《陈旧人物》《陈年旧事》四个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集中体现了学者型散文既有的思

辨共性，同时更有着个性思辨的独特之处。

作为学者型散文的个性特征，叶兆言还有一般作家没有可比性的“自叙传兼家族传”的色彩。《人，

岁月，生活》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它专门描述作者在“文革”前后如何伴随着读书而成长的过程，完全

是个人成长史的自传。其实，他的全部散文主题都可以“人，岁月，生活”来概括，都是描述数十年来个

人感兴、感触与感悟及其史识思辨的林林总总，都是他个人“自叙传”的实录。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作

为学者书卷气的表现，叶兆言把老叶家祖孙三代之文脉传承，演绎得非常清楚。除《纪念》《人，岁月，

生活》等极少篇目内容集中写父亲与自己而外，关于祖父、父亲及自己的描述，多是以细节性的碎块散

见于上百篇的散文之中。把这些琐碎的细节整合起来，读者就能够大体上认知“三叶”的生平事迹、坎

坷遭遇、创作业绩、人品操行，甚至举手投足与音容笑貌。于是，在作家自我生命表现的同时，“书香门

第”的传承和人格操行的延续得到隐在的呈现。这一散点呈现，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文学与文化意义上

独特的史料价值，这是作家文史叙事“连坐”而来的正效应和正价值。叶兆言在家族叙事中同样贯穿

了“人与历史”的思辨，通过“左”的政治文化如何主宰祖辈与父辈及自己、家族又如何难以逃脱历史命

运之呈现，批判性地消解旧历史主义的威严与虚伪，摧毁其背后的话语系统及模式，代之以全新的历

史主义，以及人类学与人性为本位的文化诗学的阐释。因此，叶兆言在这里所表现的学者思维，是带

着个人对历史的解构与家族的疼痛体验，并且用反讽戏说的笔调、悲剧甚至悲壮抒情的意味，创造了

一种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式的“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即文学的历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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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叶兆言的散文传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言志”派的做法，而且将“言志”的风格再度在当下文化语

境中予以发扬光大。

“载道”与“言志”是散文作家自我表现的两个精神向度。叶兆言散文也“载道”，但是在践行中，他

更注重与强调“言志”，他的这个“志”，就是“有趣”。他说：“阅读和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这个起

点就是有趣，没有趣就没有艺术。没有趣就没有艺术的创造，也没有艺术的欣赏……离开了有趣，文

学可能什么也不是……”[1]他反对刻意的“载道”，反对装腔作势。在读到季红真《做女红》时，他特别强

调“文字趣味”：“做人低调，是我的人生准则……真正想说的是写散文，尤其是写文化散文，最好能像

她这样去尝试。”他还明确表示，说“铁肩担道义”，“词太大了一些”，而说“妙手著文章”则是精义，“没

有妙手”什么都是“扯淡”[2]。显然，“有趣”、妙手下的“有趣”，是解读叶兆言散文创作思想的一把钥

匙。提倡文学创作的“趣味”，是他不无偏执、而又不无道理的文学主张，类似王朔“玩文学”的理念，也

可以说是借用梁启超教育思想的“趣味主义”而来。文学的“寓教于乐”原本就是文艺功能的定说，古

今中外强调“趣味”“滋味”“娱乐”的大有人在，如老子反对论“道”的淡乎无味，苏东坡崇尚“奇趣”，英

国克莱夫·贝尔觅求“有意味”的形式，德国卡拉姆津强调美学的“趣味”。而把“有趣”作为创作诉求予

以特别的强调，强调至“没有趣就没有艺术的创造”这一绝对高度的，叶兆言很可能是第一人。这里姑

且把他散文创作的这种重“言志”、轻“载道”的理念，称之为“趣味主义”。

将“趣味主义”当成“言志”的最高理想，是叶兆言的散文宗教。他的这种美学理念也不是空穴来

风，有着中、西文学史的渊源。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最早提倡借鉴英式随笔“Essay”即“美文”的周

作人，主张在中国新文学的散文创作中进行实践，理由就是因为“Essay”中有“言志”的“趣味”，这种

“趣味”，是一种“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去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3]。

可见现代散文在当年颠覆“载道”理念之后的“言志”，是中国传统的“闲适”与英式随笔“自我表现”两

者的整合。20世纪 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诉求小品文“言志”的幽默、性灵、闲适之趣

味，则是现代散文“言志”的延续和发展。笔者认为，叶兆言的“趣味主义”，是由认同与演绎周作人与

“论语派”的艺术主张而来，而且是难得的认同与演绎，难得的延续与发展。他所坚守的“趣味”，正是

散文家在20世纪40年代和新中国17年间所批判和被丢弃的“言志”传统。

“趣味”，仅是读者审美感受的直觉，解读叶兆言的“趣味主义”，必须解读“趣味”背后的本质是什

么。叶兆言接受了“论语派”由幽默、性灵、闲适三者整合的“闲适话语”，而在这三者中间，他主要接受

了小品文的闲适与小品文作家闲适的审美心态。闲适，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精神

状态，是传统诗文的文化特征，“闲适无疑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4]。历代散文家本身就是士大

夫，他们赋诗为文的共同特征，就是冲淡与闲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李白的举杯望月、柳宗元的石潭

观鱼、欧阳修的醉情山水等等，这些都是传统诗文的“言志”，盖出于他们自许自吟的闲适心态与趣

味。闲适，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自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作家“太白派”批评“论语派”的“闲适话

[1]叶兆言：《塞万提斯先生或堂吉诃德骑士》，《群莺乱飞》，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版，第169-170页。

[2]叶兆言：《文章不该怎么写》，《现实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3]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页。

[4]吴周文、张王飞、林道立：《关于林语堂及“论语派”审美思潮的价值思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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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后，闲适这个词就随着对周作人、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批评，而变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色

彩的贬义词，其背后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及新中国17年间，表现自我的“言志”理念被“载道”理念所

消解、所替代的历史。笔者几年前曾经写过《关于林语堂及“论语派”审美思潮的价值思辨》与《汪曾祺

对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认同与演绎》两篇论文，为林语堂的“闲适话语”郑重、严肃地予以辩解而为之正

名。闲适使散文家性灵自由、宁静淡泊，排除了一切功利的私心杂念，进而达到率性“言志”的绝对自

由。正如周作人所说：“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1]对此林语

堂解释为“性灵就是自我”[2]，是自我的心灵的放松；汪曾祺把它说成是“健康的休息”[3]。所以，闲适作

为科学、健康的概念回归散文美学，是颠覆、清除极“左”文艺观念之后的历史必然。

叶兆言的闲适，一方面是受祖父和父亲自审、独善、仁慈、宽厚的儒家人格传承，二方面是执意效

法周作人、林语堂、汪曾祺等前辈作家并深受其小品文的熏陶，三方面与他平素随性散淡、宁静慎独的

个性密切相关。这三方面的整合，使他能够自小养成心态的自由与闲适。惟其如此，他在当代散文家

中间才能坚守闲适，且以他的“趣味主义”，数十年践行于他的全部散文创作。在他看来，闲适与“有

趣”是近义词或同义词。心态达到闲适，才能演绎作品的“有趣”，没有闲适就没有性灵与幽默；两者是

同一审美机制的内质与外形。对他而言，闲适更是一种心理驱力与定势，演绎着其文本的品性，耗散

为“趣味主义”的审美张力。对叶兆言的“闲适——趣味”在文本上的主要表现，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三

个方面去阐释和认知。

第一，继承现代散文原初的叙事方式，创造“言志”的自由境界，是叶兆言散文首要的特征。如前

所引，叶兆言说自己“低调”，其实是他对闲适的另一种表述。所谓“低调”，就像其父叶至诚那样，自己

就像最普通的百姓，“活在”他的生活圈里与散文书写空间。他在读者面前的“低调”，可以从两个方面

进行理解。首先，他的“言志”是超越政治的“言志”，散文是其纯粹抒写个人思想与情感的载体。闲

适，使叶兆言弃绝宏大叙事方式与高头讲章的作风，从而以自由冲淡的审美心境，达到散文回归文化、

回归文学的言说立场，即回归现代散文诞生之时的“自我表现”与20世纪30年代将“自我表现”进行学

理界定的“闲适话语”。其次，叶兆言的“低调”，是他平视平易、亲近亲和、低姿态接地气的行文态度，

是其“言志”诉求的一种境界，是他倾慕、刻意效法周作人小品文的结果。他认为周作人的散文“没有

什么功利性”，才能“达到自由境界”。他说：“读周作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在和他聊天，什么时候都

可以停，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不知不觉中你可以得到知识……事实上，这一直也是我追求的一种

境界。”[4]真正“玩”散文，采用周作人式娓娓絮语的叙事作风，才会有叶兆言饶有风趣的讲述，才会有平

和与冲淡，让读者去品味笑声之后的微言大义。

第二，以题材的丰富与驳杂，发掘其中的知识性与格物致知的趣味性，是叶兆言散文诉求闲适的

途径。除前面提到的文史叙事的题材而外，叶兆言散文的叙事空间还包纳着更多、更广泛的内容。读

书、采风、旅游、访学、交谊、文学事业、家庭教育、社会公益等等，皆是他散文的题材。其实，他的散文

中除了文史叙事的部分，其余的都是杂感之文、杂说之文，是宽泛广义的散文，而非纯文学概念和套路

的散文。如《看书》集，写自己看过的、有价值、有趣味的书籍，将它们的内容连带个人阅读的感受介绍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44页。

[2]林语堂：《论文》，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3]汪曾祺：《汪曾祺小品·自序》，《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4]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叶兆言研究资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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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如《江苏读本》，写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扬州等13个城市的人文景点和地方文化，抓住重点

与特点，进行了文化考察和颖悟的描述。如《现实生活》，作者一事一议或一人一议，点点滴滴地告诉

读者作者在世俗世界里的感觉、感受与感悟。这些小品集以及其它随笔集内容丰杂、题材广泛，什么

都可以拿来写，说人生、说理想、说奋斗、说事业、说治学、说体育、说文艺、说教育、说人格、说伦理、说

道德、说吃喝、说养生、说友谊……这些都“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1]。上述五花八门的“言

志”话题，并非是“小摆设”，而使读者觉得他所写的与你的人生方方面面相关相切，进而产生不忍释卷

的浓厚兴趣。故而读他的散文，你觉得是领略罗素所说的“快乐哲学”，是陶冶性情、休闲养生；是如鲁

迅所说的，“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增加

“趣味”元素，叶兆言将很多爆料的细节性材料，揉进他的叙事里，因此产生了新颖新奇的审美趣味。

奇闻异趣随手拈来、妙笔生花，最终在制造趣味、创造言说风格及表现自我闲适心境等方面，熔铸成为

一种挡不住、挥不去的艺术情趣。诸如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命手下把担伪教职的容庚抛至大街，徐志摩

离婚前为张幼仪“找下家”，郭沫若讨好毛泽东送一块怀表，晚年落魄的陈果夫向交通银行讨“车马

费”，高晓声气冲失态而当众发怒撕画，汪曾祺与高晓声私语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等

等。这些细节本身都具有可笑性和趣味性，放在文史叙事与现实叙事的关键之处着意点染，既对主旨

叙事进行烘托和渲染，又是阐释事理的说明或证明。如此或诚赞、或窃笑、或热讽、或冷刺、或眩惑、或

惊奇……字寓机锋、笔走龙蛇，往往产生妙趣横生、幽默机智的效果。

第三，炼就语言的俗白，诉诸大众审美的亲和力，是叶兆言以最大力度把散文变成“俗”文学的策

略。他深受前辈散文大家汪曾祺的影响，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他说：“虽然没有接受过汪曾祺的

具体指导，但汪文字中洋溢的那种特殊才华，那种惊世骇俗的奇异之气，一度成为我刻意的学习样

板。我对汪曾祺的文体走火入魔，曾经仔细揣摩，反复钻研……”[3]事实上，他学汪曾祺，就是学习汪曾

祺小说与散文的奇“俗”。汪老先生认同与演绎林语堂的“闲适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呈现“言志”

叙说的通俗、直白，把最通俗、最直白的味道发挥到“俗”的极致。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

的急剧发展和电子传媒的快速普及，出现了快餐文化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嬗变，于是包括散文在内的文

学创作也相应出现了趋同随俗现象。汪曾祺与叶兆言的散文也因此“俗”得以广泛流传——汪的散文

集与多种选本得以畅销，而叶兆言的散文也被出版商所青睐而得以反复印行。这种情形犹如20世纪

30年代《人间世》杂志因接地气的“俗”而大行其道，如钱理群所述，“轰动一时，竟至满城争诵”[4]。叶

兆言散文语言的“俗”，比汪曾祺走得更远，以大众口语为基础，平俗、直白，兼以南京腔调的“谈话风”，

这使其散文语言达到“大俗”的境界，进而使自己的散文走向市井化与民众化。例如：“夏先生……一

当秀才，基本上就是上了贼船，免不了要在科举这条路上走到黑”（《白马湖之冬》）；“她编杂志，四处找

人约稿，整个一女强人的样子。当时上海文坛大红大紫的，好像只有张爱玲和苏青”（《苏青》）；“一个

玩意如果古董，他就是个东西，不是古董，就不是东西”（《盛世玩什么》）；“父亲常说，狂妄自有狂妄的

道理。这年头没仗打，只能玩文化，而玩玩文化，也得看是否玩出了名堂”（《厉害的川人》）……这些简

直就是民间通行的大白话，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的口头语言，读起来有以俗为美、化俗为美的情趣。在

叶兆言的语言提炼中间，还常常运用一些比喻、夸张、拟人、反讽、调侃、讥诮等修辞手段，而使语言的

[1]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1934第1期。

[2]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3页。

[3]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群莺乱飞》，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4]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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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力更加风趣和生动。如说书橱里高尔基的书多：“高尔基的作品仿佛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仪仗队

一样浩浩荡荡陈列在父亲的书橱里。”（《革命文豪高尔基》）如说巴尔扎克在世界文坛的影响：“他是文

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如写海涅对三

位大作家的评价：“海涅曾自说自话地过了一回评委的瘾，他将戏剧艺术的桂冠颁给了莎士比亚，将诗

歌艺术的桂冠给了歌德，剩下的最后奖项小说艺术，犹豫了一下，便随手给了塞万提斯。”（《塞万提斯

先生或堂吉诃德骑士》）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叶兆言的散文中捡拾皆是。仅看上列的这些例子，读者就

很明白：叶兆言在白话的基础上，尽量让自己的语言不用形容词与修饰语，拿捏、锤炼得十分凝练、精

粹，真正到了百炼化柔、娴熟自如的境界。他对白话的提炼，仿佛将彩照在电脑上经过黑白过滤器处

理之后，变成了浑然的“黑白”，更加单纯、精粹和通俗化。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过程，创造的是素描一

般的质朴和奇“俗”，也是“言志”散文中难得一见的言说风格。

在叶兆言看来，“先锋”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最大的通俗。上述“趣味主义”的特征，标识着他对

“言志”散文的创新。这些特征最终在整体上说明，叶兆言已经把学者“言志”散文提升到市井化、大众

审美的境界。他在腾讯网和澎湃网分别开辟“大家”与“叶兆言专栏”，与网络时代共建平台，使自己的

散文成为当代散文家中最接地气的另类。正是如此，他将散文原有的“大雅”，通过化雅为俗、俗中见

雅的审美演绎，创造了罕见的“大俗”与迥异于他人的“趣味”，从而创造了具有闲适、“大俗”品格的“兆

言体”散文。这个独特的“先锋”经验，是他的创造，无疑为当代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与

一个全新的途径。

叶兆言自成悖论。一方面在小说创作方面被认定为先锋派作家，另一方面在散文创作方面诉求

闲适趣味、守成“言志”。然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他更多的是偏向传统。苏童评论叶兆言说：“他的性

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1]

张宗刚也说：“旧文人气质浓郁的叶兆言，天生地长于以文字怀旧。”[2]虽则经过新中国建国“十七年”与

十年“浩劫”极端“载道”的两度阻断，但是新时期至今叶兆言的散文仍然批判性地继承了“五四”的“言

志”传统，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念回归文学与回归“五四”的“自我表现”之后，基本上完成了散

文美学理念的重建和文体“当代化”的转型。如果说周作人、林语堂、叶圣陶、俞平伯、冰心、朱自清、梁

实秋等人的散文，是文学史上“言志”的第一代流脉；如果说新时期汪曾祺、孙犁、黄裳、季羡林、张中行

等人的散文，大体是第二代“言志”的传承，那么，叶兆言、丁帆、赵丽宏、刘亮程等人的散文，则可以看

作是第三代“言志”的直垂承继。如果说汪曾祺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3]，20世纪“最后一

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4]，那么对师承汪曾祺的叶兆言而言，则是跨世纪之后当代散文作家群中最具

“士大夫”品格、最具传承担当的一位标志性的名家。他为当代散文“言志”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

更多的欣慰、自信和期待，也为重建散文美学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思考。这就是叶兆言散文之于文学史

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平 啸〕

[1]苏童：《叶兆言印象》，《寻找灯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2]张宗刚：《小说家的散文——叶兆言散文读札》，〔南京〕《扬子江评论》2010年4期。

[3]李迪：《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北京〕《光明日报》2011年9月14日第13版。

[4]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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