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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道的张力空间
——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空间
朱

兵， 马正平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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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杰出之作，常常通过诸多矛盾两极的流动逆转，借助儒、道、释

精神的对立互补，加之神话叙事与现实叙事的有机统一，拓展出深广的审美空间，这往往是内蕴
着天人之道的张力空间，独特而深远的审美意味寄寓其中。遗憾的是，传统小说的这种成功经
验，却极少为我国现、当代小说所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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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曾说：“诗
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
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
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 这话确
实不错，我们可以继续发挥说：入乎其内，故有人
间情怀，故能移情观照，故有悲悯和同情；出乎其
外，故有天地精神，故能超然审视，故有觉醒和超
迈。入与出因而矛盾统一，移情卷入和超然反观因
而对立一体，这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成为内蕴了
天人之道的张力性审美空间，独特而深远的意味就
内蕴于其中了。
这是我国传统小说明确的叙事追求，因为中国
传统文学推崇“文德与天地之道并生，参天地之心
而立言成文”，
“从不孤立地观察和思考宇宙人间的
基本问题，总是以各种方式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
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天道与人道因而对立一
体，天人合一因而成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准则。所以，
杰出的小说总是两种视野的矛盾统一：一是人道视
野，体现出深切的人间情怀；二是宇宙眼光，体现
出超迈而无限的宇宙胸襟。前者根源于对个人经验
的敏感，对时代生活的投入，对现实人生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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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最底层苦乐酸甜的真切体味；后者则根源
于对宇宙精神的敏悟，从而能站在天地境界的高
度，超越自我而审视自我，跳出时代而反观时代，
尤其是跳出人类而反省人类。这两种视野的矛盾统
一，就生发出天人之道的无限张力，就拓展出意味
深长的审美空间，这是我国传统小说的大智慧。

一
这种内蕴着天人之道的张力性审美空间，往往
是通过诸多矛盾两极的流动逆转拓展而成的。因为
中国传统叙事，
“各部分存在非同质性和非同位性，
在部分和部分之间就存在着正反、顺逆、主次、轻
重、抑扬、褒贬之类联结性或对比性的关系” 。
这在小说回目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传统小说分章分
回，每一章回几乎都采用对偶性质的标题，这实际
上暗示了：这一章回是由两个对立性场景的两极流
转构成的。因此浦安迪说：“小说分章分回，其对
句形式的回目常常强调这一回是由相均衡的两半
组成的。
” “每一回明显地分为两个对称的半边，
这一章法与小说的对联式回目互相对映。
”
对
此，杨义也有所洞察，他谈《三国演义》，说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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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回目上，都“使用了对仗回目，使每回内部形
成两个小小的情节高潮，如门之两扇，开阖自如，
推移中颇有力度” 。这样，章回的内容就常常
被分成对峙并列的两截，总体上，就形成了极其醒

年

对此，浦安迪是有所洞悉的，他说：“中国传
统阴阳互补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原型，渗透到文
学创作的原理中，很早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对偶
虽然“对偶是文学审美观里一个普遍
美学’
。
”

以《金瓶梅》为例，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
楼，狎客帮嫖丽春院”，就是明显的对偶式回目，

的现象，绝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但中国古人用得更
深更广，仍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对偶的
二极，实际是“二元补衬”的流动逆转和反复循
环。所谓“二元补衬”，指的是“中国文化里‘盈

明显是由两个对立性场景构成的：“上半片一群雍

虚’
、
‘涨退’等概念的对立”，即“万物在两极之

容华贵的妇女与下半片一批粗俗欠佳的妓院贱男
女，相互对比”，
“通过对比，两种不同的女性的相

间的不断地交替循环。这种交相循环的模型可以用
以形容‘冷热’
、
‘明暗’
，甚至‘生死’交替的形
。不同二元之间的反复摇摆，流动逆转，促
象

目的两极流动与逆转，而这种两极流动与逆转，往
往就极其有效地拓展出了张力充盈的审美空间。

似之点，胜过了不同之处，从而泯灭了她们在社会
地位上的界限” 。回目的内容，因而就是两个
对立性场景的流动逆转，在流动逆转中，对立的两
极矛盾统一，总体上就拓展出极富张力的审美空
间。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
葡萄架”，也是对仗式回目，也是两个对立性场景
的流转，也促成了两个场景的矛盾统一：前一场景
体现了李瓶儿的柔情，而后一场景则揭示了潘金莲
的狂颠；一个是温柔热烈的情爱场面，另一个是粗
野残暴的性虐待场面。二者在流动逆转中矛盾统
一，就形成了极具魅力的张力空间。
以此类推，诸多回目对立性的场景不断流转，
环环相扣，不断地拓展着审美空间，总体上就构成
了一个完整而精细的张力性文本。这其实体现了中
国传统思维的“双构性”，如杨义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通行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相的，而是双构的。
讲空间，
‘东西’双构，
‘上下’并称；讲时间，
‘今
昔’连用，
‘早晚’成词；至于讲人事状态，则‘吉
凶’
、
‘祸福’
、
‘盛衰’
、
‘兴亡’这类两极共构的词
语俯拾皆是” 。
“这就触及中国叙事中一个基本
原理：对立者可以共构，互殊者可以相通” ，
“只要写了其中一极，你就是不写另一极，人们心
中已经隐隐地有另一极存在。这就是说，由双构性
原理可以派生出深层的以一呼二、以二应一的呼应
原理”，
“在深层次上瓦解了作品结构的封闭性，拓
展了作品结构的开放性” 。这不但增加了文本
结构的厚度及其意蕴深度，而且往往还引向最高两
极——天与人——的对立统一，从而提升了作品境
界的高度。这样，张力充盈的文本空间，也就内蕴
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空间，文本之技，也就体现了天
人之道，因而往往暗示出天人之道的绵延交替、巧
妙循环，独体而深远的审美意味也就寄寓其中了。

成了“多极周旋”的“绵延交替”，拓展出极具张
力的审美空间，对宇宙人生之道的独特体悟，也就
寄寓其中了。这不同于西方传统叙事中的二元对
立，“中国文学自有一种解决二元问题的理论：宇
宙无始无终，无所谓末日审判，也无所谓目的的终
极，一切感觉与理智上的对立物，既无一不蕴涵其
，因而具有
间，又两两互补共济、相依并存”
整体流动性的特点。所以，“中国叙事文学和中国
哲学一样，是用‘绵延交替’及‘反复循环’的概
念来观察宇宙的存在，来界定‘事’的含义的”，
而且“是以‘反复循环’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
细致的关系的” 。这样，中国传统文学的对偶
之美，就寄寓了天人之道的“二元补衬”之美。
这种矛盾两极的流动逆转，甚至成为小说整体
的主题情调，使贯通于整个作品中的基本理念也呈
对偶。譬如《红楼梦》，其基本理念就是矛盾的两
极：
“真”与“假”。小说叙事的内在主脉，就是这
对立性主题情调的流转：甄士隐与贾雨村，一真一
假，组织成“真假”主题的重要脉络；若隐若现的
甄宝玉，则与贾宝玉构成了“真假”脉络的另一线
索；而贾宝玉自身，从大观园的虚幻之乐，转向对
人生真谛的寻觅，也构成了一条真假逆转的线索。
诸多真与假线索彼此交织，不断逆转，就促成了真
与假的矛盾统一，这不但拓展了小说的张力性审美
空间，而且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
无”的独特宇宙人生体悟，越来越清晰地凸显了出
来。
《金瓶梅》则主要是“色空”主题的两极流转：
在性狂欢的色欲深处，暗酿着空无的人生感悟，
“色
即空、空即色”，从而注定了尘世一切虚幻的幻想
——尤其是情欲淫乐——的破灭。这便形成了《金
瓶梅》的特异母题：情欲和死亡。这种主题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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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往往寄寓了独特而深广的宇宙人生感悟，常

深广的宇宙胸襟，它们的矛盾统一，就促成了天人

常成为对天人之道的巧妙暗示和指引。因此，“在
传统中国文学最精深的叙事作品里，平行的对偶结
构交会于无极太极之间” ，能“究天地之际、通
。
古今之变、达造化之妙、体人伦之微”
这种矛盾两极的流动逆转，还体现为叙事节奏

之道的有机一体，这往往成为我国传统叙事的深层
结构。以《三国演义》为例，蜀汉一方实力最弱，
的强调，是对人道的突出，小说就“多了一点‘知
其不可而为之’的历史悲怆感和忧郁感，于刘、关、

上的刚柔相济、张弛有致。“刚柔相济的叙事节奏
的调剂，在我国叙事文学中几乎俯拾即是，其内在

张、诸葛亮‘有志扶汉，无力回天’的无可奈何的
历史正义性中铸就了伟大的人间悲剧” 。然而，

潜能的充分释放，是可以造成风格转换激荡的奇观

小说还设置了超越历史的出世眼光，提供了反思历

的。
” “刚”，常常导致情绪的紧张；“柔”，往
往带来情绪的松弛。刚柔相济因而总是意味着张弛

史的冷峻沉思，这就是贯窜全书的具佛道意味的超
越性视角。“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

有致。毛宗岗曾说：“
《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

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

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
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专横，忽有貂蝉凤仪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是对人间历史的超越性
审视，有着浓郁的佛道意味。这就“给全书波澜壮

亭一段文字”，
“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虎争斗
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
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
。
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显然，豪士传如钟鼓之音，是阳刚的，美人传则如
琴瑟和笙箫之乐，是阴柔的，二者的流动逆转，不
断地拓展着小说的张力空间，促成了刚柔相济、张
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自然就有了“笙箫夹鼓，琴瑟
间钟”之妙。因此杨义说：
“
《三国演义》的刚柔共
构，不仅表现在刚与柔两种不同的叙事风格的互
换，而且更重要的表现在刚与柔两种对立的叙事因
素的互相包容和互相渗透。
”
这在《水浒传》中
也能见到，可以说，《水浒》正是在刚柔交融与逆
转的巧妙操作中，显示出大手笔的。这种叙事节奏
的刚柔相济和张弛有致，也是“本乎天地”而体现
了天人之道的。这样，刚以高扬，柔以低回，张以
快疾，驰以徐缓，它们的流动逆转，形成极富魅力
的张力空间，产生了起伏跌宕、摇曳生姿的叙事节
律。而这节律，又呼应着天地之间的生命节律，是
宇宙的脉动，是万物的呼吸，因而内蕴了独特而深
远的审美意蕴。所以，清人姚鼐说：“文章之原，
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
”（
《海愚诗
钞序》
）

阔的战争画卷，增添了一个带有佛道色彩的旁观冷
眼，使全书形成了入世为主、出世为辅的复调形
。因此，全书“不是一味地沉浸于彼间的
态”
百年战乱之中，而是不时地以虚静的人生视镜来俯
视无谓的人间纷扰”
，促成了人道与天道的矛
盾统一，因而形成了张力蕴藉的审美空间。
这反映到情节设置上，就体现为入世之热和出
世之冷的巧妙流转。毛宗岗曾说：“三国一书，有
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如关公五关斩将之时，
忽有镇国寺内遇普净长老一段文字；昭烈跃马檀溪
之后，忽有水镜庄上遇司马先生一段文字；孙策虎
距江东之时，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进爵魏王
之时，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顾草庐之时，
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闲谈一段文字；关公水淹七军之
后，忽有玉泉山月下点化一段文字。 或僧或道，
或隐士或高人，俱于极喧闹中求之，真足令人躁思
顿清，烦襟尽涤。
”
这就促成了从“极喧闹”的
尘世之热向佛道出世之凉的流动逆转，拓展出极具
张力的审美空间，人道与天道因而有机一体，所以
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由儒家入世之热
向佛道出世之冷的流转，“把叙事推出一定的、不
仅是时空的、而且是哲学层面的距离，令人在清净
虚廓的精神境界中思考着千秋事业和人类困境，思
考着关于人、人类、历史的哲学” 。这实际上
在征讨杀伐的热点之旁，安置了一种清冷的审视眼
光，这就是人道之中的天道体悟，最终促成了天人
之道的合一。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这是极其普遍的，因此杨
义说：“中国文化有所谓儒道佛共构互补的结构，

二
这种内蕴着天人之道的张力性审美空间，往往
还通过儒家入世精神和佛道出世精神的对立互补
拓展而成。儒家偏重于人道，积极入世，具深广的
人间情怀，佛道则偏重于天道，超迈出世，具更为

却成为故事结构的中心。这是对儒家积极入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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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儒家作为主流文化而鼓励人们积极入世之时，佛

拓展出张力蕴藉的审美空间。《三国演义》第六十

道文化则以某种大彻大悟的思路检讨着入世行为
的价值，检讨着人间的贪、嗔、痴、暴诸色变形，

回刘备取益州后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这是各路英雄
的纵横天下，逐步强大，是对入世事业的赞美。其

这就赋予叙事过程一种复调的形态，赋予叙事世界
而一旦作
一种宏大的时空意识或宇宙意识。
”
品注入了佛道意味之体悟，就赋予了具体人事一种

后，主要人物渐渐退场，也是一种悟道式的结尾：
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主要人物相继死亡，一
大批次要角色也逐渐毁灭，这就将“是非成败转头

宇宙视野，小说就具有了意味深长的审美空间，便
内蕴了天人之道，给人天道循环的感受和体悟。譬

空”的天道体悟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也实现了从入
世之热到出世之冷的逆转，因而也拓展出张力蕴藉

如关羽失守荆州，殒命麦城，却阴魂不散，高呼

的审美空间。
《金瓶梅》永福寺获春药，
“标志着把

“还我头来”，却被普净和尚一句“云长安在”，点
破迷津，终于瞬间顿悟。这就引向了意味深长的宇

全书前后划为两截的分水岭。小说的前半截刻画了
西门庆如何发财、做官、纵欲，步步升级；而后半

宙人生感悟，如毛宗岗回评所说：“以‘安在’二

截，正是这些方面的春风得意，加速了他的自毁过
程” ，也内含着入世之热向出世之冷的逆转，也
形成了内蕴着天人之道的张力空间。这种张力空间

字推之，唯独云长为然也。吴安在，蜀安在，魏安
在，三分事业、三国人才皆安在哉！”这也为一些
现当代作家所继承，譬如许地山的《辍网劳蛛》，
就在尘世变换之热中，交织着一种佛道体悟，因而
超越了当时的诸多作品，自成境界，自有高调。比
如故事结尾尚洁的感悟，就极具佛道意味：“我像
所有底网都是自己组
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
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这种佛
道式的宇宙人生感悟，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为
作品增色不少，以至于夏志清说：“虽然这篇小说
未能以戏剧性的效果来演绎一番行动与受苦相辅
相成的道理，但这则宗教性比喻的本身却是超出当
时大部分中国作家的悟解能力。
”
而且，传统小说的总体结构，常常直接表现为
从入世到出世的变化逆转过程，往往从现实之人道
转向超迈之天道。通常，中国小说的情节“高潮”，
往往远在故事的终点之前就发生了，“即作品前半
部分以三分之二的篇幅作为主体，逐步构造出小说
的核心虚构境界，然后再用一段冗长的结尾来使这
个境界逐渐解体” 。高潮之前，往往是人事方
面程度渐进的兴盛，体现的是积极入世的人道情
怀，而高潮之后的冗长结尾，则常常是人事方面程
度渐进的衰败，突出的则是超迈出世的天道精神。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达于
“聚义”高潮，这是梁山英雄的节节胜利，直到大
获全胜，是人间情怀的凸显。然后，就是“散”，
通过“征四寇”的血战渐渐清除了几乎所有的梁山
好汉，结尾时，是几个幸存者的宇宙天道之悟：
“不
管是鲁达的常套顿悟，或是燕青的急流勇退，都给
小说描述的全部英雄业绩抹上了反讽色彩。
” 这
就完成了从入世之热到出世之冷的逆转，小说因而

意味深长，如浦安迪所说：“这种截全书为两半的
叙事模式，使我们可以把全书看成是一个不断旋转
的法轮”，
“给人强烈的天道循环的结构感受。这种
布局的真意在于延绵不断的回转，所以我们可以进
而把这类似无了局的结构视为一种无休止的周旋
现象” 。

三
这种内蕴着天人之道的张力性审美空间，往往
还通过神话性叙事与人间性叙事的对立一体拓展
而成。虚幻的神话叙事，常体现着天道，而现实的
人间叙事则往往体现着人道，从虚幻的神话叙事向
现实的人间叙事的流转，不但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
间，而且促成了天人之道的矛盾统一。传统小说的
“楔子”、
“头回”，常就是一种虚幻的神话叙事，往
往预定了一种天道因果，既前世命定模式。譬如
《水浒传》的开头，写张天师祈禳瘟疫，在伏魔殿
“误走妖魔”，放出一批灾星，这是对“天道”的暗
示，预示了一百零八个好汉的人间命运。其后转向
人间的现实叙事，写高俅专权，逼走八十万禁军教
头王进，渐渐引出众好汉一步步啸聚梁山，这是对
人道的描写。这样，“误走妖魔”的神话预言，就
演变为人间的现实人事，从而促成了从虚幻神话向
现实人事的流转，天道就转换为人道，用扬义的话
来说，“这就把叙事元始所隐括的天人之道，转化
为‘官逼民反’的人间历史逻辑了。
”
这就有
了内蕴着天人之道的张力性审美空间。从虚幻神话
叙事向人间现实叙事的流转，这在《封神演义》、
《红楼梦》等小说中都能发现，因为“中国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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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道的张力空间

往往把叙事作品的开头，当做与天地精神和历史运
行法则打交道的契机”，以“建立天人之道和全书
结构技巧相结合、相沟通的总枢纽” 。作为“头
回故事”，虽然这种虚幻的神话叙事常常带有预定
因果的意味，但正如浦安迪所说：“正是这种预定
的因果关系本身，将故事重心转移到了人类行为的
人力与天意、人道与天道因而合
必然结果。
”
二为一，所以，“每部作品在探索人生有因必有果
和天地万事万物皆空这两者的界面时，都设法跨越
现实和虚幻间的微妙界限”
。这就促成了天道
与人道的有机一体，小说也就有了内蕴着天人之道
的张力空间。
当然，这种虚幻神话与人间现实的流动逆转，
不仅仅存在于头回故事与主体故事之间，而且也常
常存在于主体故事的叙述过程之中。《红楼梦》就
如此，在整个叙事过程中，都充斥着虚幻神话叙事
与人间现实叙事的巧妙流转，“提供了如此雄丽深
邃的人间性和神话性、生活原生态和幻觉神秘感的
错综”，所以被称为“人书与天书的诗意融合” 。
作为人间现实叙事的“人书”，它还原出平凡生活
的原生态，写尽了人间的种种悲欢离合，揭示了盘
根错节的人生困境。作为虚幻神话叙事的“天书”，
它不但写出了人生追求中庄禅般的天道之悟，而且
还揭示了人物带幻觉性、神秘性的心理感知，触及
到了天人契合的永恒性。更关键的是，它还常常穿
插着神话性质的叙述，譬如：那块无才补天、幻形
入世的石头，作为通灵宝玉，成为出入于天人之间
的通灵使者；那自色悟空的空空道人，往来于天人
之间，参透了人间情事的悖谬和空幻，也提供了
一种通灵者视角；而那亦真亦幻的“风月宝鉴”，
则是人间现实的高度幻化，也极具神话色彩。——
这就“在难以拂去的人间焦虑中叩开了也已经诗
化了的神话大门” ，实现了“人书”与“天书”
的诗意融合，因而“既能进入社会人生的丰富复
杂的深层，又在对社会人生的渴求、焦虑、忧患
和忏悔中，升华出超验的诗意境界，走到了神话
的边缘”
。这样，小说就拓展出张力充盈的审
美空间，就具有了天人契合的双重品格，“既是自
人看人，又是自天看人”，
“不仅把人当作天地的钟
灵毓秀，对其情感生活和命运簸弄充满理解和悲
悯；而且把一些人间活动看得如同群蚁扰攮，多是
浑然不省自己命运，甚至经历一再的梦幻示警依然
没有醒悟的‘无事忙’
”
。

四
概言之，中国传统小说，往往通过诸多矛盾两
极的流动逆转，借助于儒、道、释精神的对立互补，
加之神话叙事与现实叙事的有机一体，有效地拓展
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常常建构成内蕴着天人之道的
张力文本，独特而深远的审美意味就寄寓其中了。
然而，遗憾的是，我国传统小说的成功经验，
却极少为现、当代小说所吸取。我国现、当代小说
触目所及的，是缺乏宇宙眼光和天地精神的肤浅之
作，具言之，充斥着过分移情而无力超然反观的失
败之作，其审美空间因而极其逼仄。这在五四文学
中，表现为郭沫若式的滥情和郁达夫式的自我宣泄，
而在“普罗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则体现为
“革命的罗曼蒂克”。而建国十七年文学，则基本上
是对“普罗文学”和解放区文学“革命的罗曼蒂克”
的继承，过度移情于时代，尤其是沉溺于时代主导
的政治意识，多是紧跟时代政治的庸俗之作。“文
革十年文学”，更是将“革命的罗曼蒂克”推向了
极致，文学的庸俗和肤浅也就令人叹为观止了，充
斥于神州大地的，是“样板戏”政治浪漫的一味滥
情。因此，这个时代的中国小说“无法与中国古典
小说精神相通契”，
“古典小说中的自由恣肆的想象
。
与创造力在那个时代的文坛不能落地生根”
时序进入“新时期”，依然没有多少改观。
“伤
痕文学”呼天抢地，沉溺于对“文革十年”的倾情
控诉，仍然无力“反观时代”，“它是就政治写政
治，就政治情感写政治情感，整体上是依附于政治
的。
”
只不过它依附的是另一种时代的新政治，
这注定了它的速朽。接踵而至的，是沉重凝滞的
“反思文学”和豪情冲天的“改革文学”，依然是时
代情感的纵情挥洒，依然是毫无节制的滥情宣泄，
都无法为“反观时代”留出潜滋暗长的精神间隙。
直到“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出现，对时代
的沉溺才有所改观。可惜好景不长，当时序进入九
十年代，我们就走进了经济大潮的“新时代”。经
济时代的物欲膨胀，将“超然旁观”的小说先锋们
也拉下马来，他们纷纷回转身来，重新投入了时代
的怀抱，于是完成了余华等所谓“先锋的转型”。
于是，新兴的“新写实”坦坦荡荡地移情于日常生
活的“原生态”，痴迷于自家的“一地鸡毛”，唠叨
着个人的“烦恼人生”，毫不可惜地抛弃了审美提
升。而所谓“新生代”的“美女”和“美男”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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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则更进一步，赤裸裸地用“身体写作”，痴迷

的本体性探询：既怀了人间情怀，移情卷入，又立

于自我的“下半身”，
“露阴癖”似的，向你讲述着
酒吧、房间和床上的“私人生活”，小说文本里因

足于宇宙精神，超然反观。这种矛盾统一的态度，
转化而为小说的张力性审美空间，天人之道的审美

而总是充斥着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欲望的尖叫。

意味，就内蕴于其中了。

当代小说再一次习惯性地骨质疏松，心甘情愿地委
身于时代，丧失了对自我和时代的超然反观，重新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的写作，确确实实，应
该向传统学习，向经典致敬。

陷入时代大合唱的肤浅和滥情，因此，无力拓展出
内蕴着天人之道的审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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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面对苦难深重却依然飘荡着圣灵之音的
俄罗斯文学，面对声色犬马却依然闪烁着本体之光
的英美文学，我国的现、当代文学未免显得过于沉
迷——过去，沉迷于时代的政治激情；现在，则沉
迷于时代的欲望肉身——都毫无超然反观的轻灵，
天地精神和宇宙情怀的缺乏，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这就遗忘了我国传统小说的宝贵遗产：倾听自我与
时代的声音，又倾听天地宇宙的声音，从而穿越自
我和时代，发现并揭示在浩瀚宇宙中，整个人类的
存在真相。可以说，杰出的小说总是对于宇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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