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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闯，笔名草玄，中国
作协会员。在报纸杂志发
表作品数十万字，出版作
品《神魔蚩尤》《狂狷上不了天堂》
等。编剧作品有连续剧《武动乾坤》、
动画电影《十二生肖之城市英雄》、动
画片《十二生肖之天下属兔》《十二生
肖之龙行天下》《十二生肖之马上就
好》等。

“““文学蝙蝠文学蝙蝠文学蝙蝠”””的顺流与逆流的顺流与逆流的顺流与逆流
□ 何 闯

文艺观察

话剧《西山烟雨》剧照

读书时期，便听说吴有生先生是个诗
人，在教学研究之余喜好写诗，但那时虽然
常有当面聆听先生教益之时，却不曾读过先
生之诗。如今徜徉在这些随心见性的诗行
句读间，既重温了先生的昨日时光，也知晓
了他的暮年岁月，曾经随意谦和、淡泊儒雅
的先生又从长歌短吟间走来。

通常而言，人到晚境，青春不再，亲朋疏
离，更容易生发出孤独寂寞的暮年心态。有
生先生的那些描写日常生活和内心隐微的
诗作表现了各种不同的寂寞体验，直接呈现
了晚境中“独处”“独坐”“独思”的寂寞。从
海滨一隅的小草，到候鸟一般的老人（《老人
与小草》）；从独自仰望星空，到独坐听风诉
语（《心灵独白》），诗人的寂寞既来自暮年

“无相亲”的生命体验，也与诗人特有的敏感
内心密切关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诗人的寂寞既是生命的寂寞也是诗歌的寂
寞。然而，他虽然直面生命的寂寞，但绝不
甘于寂寞，一向随性洒脱的诗人以自己诗意
的方式积极抵御来自暮年的寂寞，这在他的
那些大量纪游诗作中得到充分彰显。到梅
岭《沐浴夕阳》，到瑶湖聆听《郁金香的花
语》，或是去八里湖亲近《玻璃栈桥》，去鄱阳
湖欣赏《蓼子花景观》，甚至远足到金华《初
见千岛湖》，到北海《眺望大海》，到《巴山蜀
水》攀爬栈道，如若不是“有诗为证”，我们很
难相信一个耄耋老人竟可以在广袤的山川
大地如此“闲庭信步”。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成为时尚的大众消
费文化语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
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诗歌写作也朝着两种
不同方向背道而驰，一是以媚俗的姿态迎合
大众，无所顾忌地把粗俗的口水和赤裸的欲
望塞进诗行；二是对现代日常生活怀着“古
老的敌意”，拒绝坚硬的物质和世俗的生活
走进诗歌的殿堂。然而，有生先生虽已桑榆
向晚，但其诗歌却仍然有着较为辽阔的疆域
和对生活的持久热情。有生先生的诗歌既
是现代的，也是古典的。他既关注身边生
活，也吟唱山川风物；既写人叙事，也咏物言
志。在有生先生的诗歌中，我们分明能够感
受到一种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诗人
融入当下生活的热情。在那些大量关于日
常生活的诗歌中，诗人的身影穿行在各种不
同的生活场景，有时在喧嚣的公馆享受佳
肴、对弈和歌舞的欢愉（《大千壹号公馆散
记》）；有时在静谧的茶楼煮一壶碧螺春，“对
酌人生的雅趣”（《静心出尘》）；有时独处一
室，用“穿越时空的叶笛抒怀/坚守邂逅相遇
的惊喜”（《红袖添香》）。随性洒脱的有生先
生不仅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世俗的热情，而且
对虚拟的网络世界同样怀着乐观的心态。
在《抢红包》《网恋》《桥头遐想——致甘肃网
友艾女士》等诗作中，诗人既用诙谐生动的
笔调描写了世俗的欢乐，也从司空见惯的网
络游戏中生发出人生的省思：“像蜘蛛爬行/
编就一张网/爱的音符/跳跃在时空中”，“你
望穿水乡风风雨雨/期待南雁飞度的惊喜/
我等待彩蝶欢舞/ 就像一场虚拟的花季”。
耄耋之年的诗人在世俗化和碎片化的大众
文化时代，不仅没有丝毫的焦虑和不适，而
且还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动人的诗意，在网
络微信的现代生活里敞现出“红袖添香”的
古典情怀。

平日里随性洒脱的有生先生其实也有
严谨深沉的一面。在他的诗歌中，有不少咏
物诗，譬如《一脉馨莲》《荷花的启示》《问花》
《郁金香的花语》《榕树的位置》等。诗人常
常通过歌咏清秀高洁的莲、愉悦飘洒的菊、
激情怒放的桂、自信坚守的榕树、高尚淡雅
的百合、洁白无瑕的白玉贞、洁身自好的仙
人掌等具有高洁、超拔之气的花草树木，表
达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在物质主
义高涨的消费时代，人们越来越驻足物质生
活的表象，常常在对俗世欲望的认同和迷恋
中坠入庸常，诗意的栖居已然零落成一个无
奈而苍凉的手势。在这个甚嚣尘上的物质
时代，诗人何为？也许有生先生的诗歌创作
为我们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

桑榆向晚尤怜诗
——评吴有生的诗歌创作

□ 李洪华

近日，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来的话剧《西山
烟雨》在江西艺术中心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
1900年风雨飘摇的晚清，八国联军入侵的背景下，
北京西山“临风斋”主人、名医王一珍以及他的好
友、患者等一众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抒写了在民
族生死存亡面前，一群普通人的悲欢，以及他们的
家国情怀。

话剧以女声戏腔串联各幕，在观众情绪缓冲之
际唱出历史的变迁。优美的旋律引导观众的想象
无尽延展，把人们带入上个世纪那段百姓受难、民
族屈辱的历史。

话剧第一幕，人物悉数登场，几组人物分别独
立，彼此之间无直接冲突，王一珍是所有人物的纽
带。所有人物的对话和独白，皆围绕当时的环境下
个人生存困境展开。家国危亡之时，迫于生计而放
弃文人操守的司马万，心怀抱负却堕落于吸鸦片的
那三少爷，革命成“疯”的义和团士兵田大壮等，这
些人物都因病态的社会而染上了“病”，他们纷纷来
找王一珍医治。而王一珍固然能治好患者身体上
的疾病，却无法医治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心
病。他努力化解他们的消极情绪，但最终无法在肉
体和精神的拯救中实现自我开解，只得挣扎着举酒
问天，喊出无人能救的绝望。他不仅是对天发问，
更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控诉，是时代洪流中渺小个
体的孤独悲鸣。此时，观众们不再只是舞台外的欣
赏者，而是情不自禁被带进剧中，和人物一起伤悲，
同时强烈地渴望拨开灰暗的朦胧烟雨，迎接光明的
未来，但越来越压抑的氛围，让他们的嘶喊变得无
力与徒劳。

第三幕，对追回国宝而死的刘文儒的祭奠，将

剧情推向了最高潮。众人祭奠这位乱流中依然保
持个人操守的儒者，同时也是对其爱国的气节和精
神的纪念。纯白的场景，背后传来隆隆雷声，再次
暗示了在那个重重的黑暗中，谁也逃不脱的精神创
伤。

由第一幕尾声的“四君子”以茶代酒相互致意，
到第二幕借酒消愁、吐露真情，再到第三场全剧高
潮的祭奠一幕，剧情中的道具从茶到酒，也寓意个
人的精神愈发需要酒精来麻醉。这场祭奠更像是
对那个旧时代的祭奠，这与老舍的《茶馆》第四幕三
人自奠的高潮设置颇有相通之处。

《西山烟雨》之所以好看，或在于人物内心的情
绪抒发，是放大了人物真情的虚实结合手法，对王
一珍的激愤心情予以事与情的充分展现，使观众直
面主人公的心灵，拉近观众与人物之间的心理距
离，进而产生更加强烈的共鸣，增强了审美效果。

抒写小人物抒写小人物的家国情怀的家国情怀
——话剧《西山烟雨》观后

□ 钟力津

多年前，我的一部新书出版，接受一
家报社采访，采访稿的标题中有“作家何
闯”四字，报社主编要求编辑修改，理由
是网络写手不能算是作家。后来，在一
个文学活动中，主持人介绍我为网络作
家时，有网络作家朋友立即纠正，说我是
传统作家。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
只非禽非兽的蝙蝠，忍不住反思自己在
文学归类上的定位？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文学渗透力不断增强，传统写作、网
络写作、影视编剧等曾经界限分明的文
学选择，正不断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打破、
融合。这些类似“文学蝙蝠”的多栖作
家，以充满灵性的文字，在报纸期刊、数
字网络、影像画面中，赋予文学更加多变
的模样和丰富的意义。

文学是迎来“大同”，还
是“三分天下”？

刚开始写作时，正好赶上网络文学
兴起。在此之前，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
泾渭分明，各文学网站虽然也将各种作
品分门别类，但各类别之间的作者和读
者似乎没有壁垒，完全融为一体。我一
边写散文，一边写武侠玄幻，欣喜自己迎
来了文学的“大同”时代。

而早期各大文学网站的各类文学作
品之间没有壁垒，主要是因为有个共同
点：“去经典化”。

文学网站、论坛上的写作，主要特征
是年轻化、社交化、草根化。由此，早期
网络文学中诞生了大量颠覆经典的“大
话文学”“戏说文学”。这类作品更大众
化，更符合年轻草根反权威、反精英、反
传统的快感，并得益于网络社交实现了
快速传播、全面覆盖，而且这一现象还延
伸到影视界，比如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
话西游》，上映早期票房失利，但在网络
兴起的时代却被大力热捧，而导演陈凯
歌由于怒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
搞”电影《无极》，一时引发口水大战。

但是，这个共同点只是在网络文学

发展的早期能起到黏合剂的作用，迅速
“俘获”大量读者，但文本质地的不同，最
终还是在它们之间横亘起一条“楚河”。

2003 年，我写了玄幻小说《神魔蚩
尤》，出版时，编辑建议我继续创作同类
型作品，并承诺出版。然而，我没有听从
编辑的建议，而是开始创作一部比较文
艺的历史小说。

未曾想到，这个抉择让我从此不再
是网络作家。

创作《神魔蚩尤》那一年，阅读平台
起点中文网率先成功运营VIP付费阅读
制度，这一模式让网络写作成为新兴行
业。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开放二级域
名注册等一系列互联网利好政策，网络
迅速发展，网民数量骤增，由此精分出时
下更加大众化的网络文学。

与我相似，一些偏文艺的作者一面
继续坚持去“经典化”写作，同时也不那
么“曲媚”，使劲“讨好”读者。于是，这支
队伍开始转战图书出版市场，成为某种
意义上的“传统作家”。

原本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严肃文学作
者也可以将作品发布于网络，但严肃文学

“文以载道”的“经典化”写作有时很难融
入这一代年轻人的社交语境，所以这类作
品在网络上传播效果并不太理想。

知名评论家白烨对这段时期的文学
格局解读为“三分天下”：“以文学期刊为
主导的传统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
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网络文
学”。

当下，网络发展日新月异，深度影响
着社会生活，也让文学格局不断变化。
那些既不“经典化”又逐步远离“大众化”
的写作者，必将再次面临抉择。

编剧新晋为“一方诸
侯”，文学格局迎来群雄争艳

2009年，我出版了新历史小说集《狂
狷上不了天堂》，反响不错。编辑反复叮
嘱，让我别专职写作，因为当时图书出版
市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我这种写作

风格愈发小众化。
与我同样尴尬的，还有一些在网上

写作的散文作者。那些早期在文学网站
写小说的作者，一部分还能转型为在付
费网站连载更加大众化的网络文学，而
这些散文作者不忍放弃散文理想，只得
从网站转战博客。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
部历史剧的编剧工作，这部剧后来成为
央视八套那一年的开年大戏。虽然只是
幕后捉刀，但这次难得的机会，打开了我
文学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编剧。之
后，我独立编剧了40集动画片《十二生肖
之天下属兔》，这部动画片在央视少儿频
道播出，并获得广电总局 2011年度优秀
国产动画片三等奖、安徽省第12届“五个
一工程”奖。后来，我联合署名编剧了玄
幻大剧《武动乾坤》，2018年在东方卫视
和优酷同步播出，网络播放量超60亿。

近几年，越来越多和我一样曾经进
行网络写作的作者开始转型为编剧。这
本是个体性的体验，却昭示了一个普遍
现象：当前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尤其是影
视产业成绩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
视的受众面、影响力远超其他，成为无限
接近大众的一种文艺样式。而国产影视
剧的繁荣，以及文学的不断变革，让编剧
在文学格局中俨然成了“一方诸侯”。

随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崛起，昔
日在网上写散文的作者们也迎来文学的
春天。有作家班的同学经营了一个公众
号，几年后，成为年收入上千万的公众
号。

似乎可以这样说，如今，文学格局从
“三分天下”演变为“春秋五霸”，群雄争
艳，各有千秋。

文学包容多元，开启一
扇扇门，进出无恙，皆有风景

诚然，文学的格局随着受众的阅读
习惯和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而变化，
而“文学蝙蝠”的尴尬却还在继续，网络
文学界认为我是传统作家，传统文学界

认为我是网络作家，一些作家还指出我
是编剧。无论是“三分天下”还是“春秋
五霸”，这仅仅是少数人对文学格局的认
知，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

最关键的是，这种尴尬的造成，除了
身份的归属感外，本质上还是写作风格
和心态使然。既不甘于传统文学的寂
寞，又不甘堕入网络文学的世俗。一边
夜以继日地编写影视剧，内心又还惦记
着写小说和散文的梦想。

于是乎，“文学蝙蝠”的归属缺憾并不
尽然为别人的偏见，更是自己的执着，他
们始终坚信文学是多样的、神秘的，有万
千棱角，穿过的每一束光都能投射出七彩
世界。

近年来，社会各界作出种种回应，推
动网络文学“经典化”，也鼓励传统作家深
入生活。而当那些了解读者的网络作家
与载道泽人的传统作家联手时，往往能迸
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最近大热的电
视剧《以家人之名》的两位编剧，一位是网
文“大神”，一位则来自图书主编、策划。

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革命是否会成
功？这个文学变局，我无法预测，但好在
这个时代变化快，包容多元，在漫长的时
空隧道里，文学会开启一扇又一扇的门，
进出无恙，皆有风景。又或许，文学还有
许多隐秘的角落，正等着我们去激活、赋
能……

○ 那些自称为“文学蝙蝠”的多栖作家，以充满灵性的文字，在报纸期刊、数字
网络、影像画面中，赋予文学更加多变的模样和丰富的意义。

○“文学蝙蝠”的归属缺憾不尽然为他人的偏见，更是自己的执着，他们始终坚
信文学是多样的、神秘的，有万千棱角，穿过的每一束光都能投射出七彩世界。

莫让“饭圈”变怪圈
□ 周慧虹

“饭圈”，即“粉丝”圈子的简称。长久以来，追星成为青少
年最重要的文娱生活诉求之一。久而久之，一种以“追星”和

“造星”为核心、具有鲜明集体特征的“饭圈文化”随之形成。
健康和谐的“饭圈文化”自然为社会所欢迎，但近年来，有

些“饭圈”却偏离了正常轨道，演变成网络平台上不同明星粉
丝间的互相攀比、攻击、谩骂，干扰了信息传播秩序，污染了网
络传播环境，也严重损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不让“饭圈”变怪圈，固然需要切实发挥社会相关职能部
门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还需要树正典型，从正面积极引
导。近段时期，包括像 73岁的“北海爷爷”、89岁的“敏慈不
老”、79岁的“穿高跟鞋的汪奶奶”等“银发网红”不断刷屏，他
们以有阅历的人生成就不一样的风景；除此之外，疫情期间，
钟南山、李兰娟等抗疫英雄成为“全民偶像”。全社会有必要
引导青少年多追这样的“明星”，为“饭圈”注入正能量。

乐见综艺节目向“偏”而行
□ 王 菀

最近，综艺节目刮起了一股最炫“扶贫风”，湖南卫视品牌
节目《天天向上》里，嘉宾们走进湖南乡村，现场比赛钓龙虾；
东方卫视品牌节目《极限挑战》开启新篇章——《极限挑战宝
藏行·三区三州公益季》，成员们来到新疆喀什、云南香格里
拉、甘肃临夏等贫困地区，挖渠种梭梭树、花式摘香菇、“挖地
雷式”拔土豆；风靡全网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4位
嘉宾参与直播助农，直播间扶贫产品被一抢而空……

以往，综艺节目常在游乐园、热门景区、地标性建筑等“网
红地”摄制，玩游戏、成员“互坑”、竞技追逐等成为笑料来源，
也是其主要内容，此番综艺节目集体向“偏”而行，来到那些不
为众人熟悉的贫困地区，在游戏之间，带给观众更多的是感动
与温情。这些扶贫节目探索了“综艺+公益”的新尝试，也推
高了节目的口碑。而当地的土特产、民俗风情等，也借助综艺
节目的翅膀，飞向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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