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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聚焦文章学
与文体学

本书是我在近古文章与文体
学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所谓

“近古”，或称“近世”，指宋代以降
至现代之前。学术界对于中国

“近世”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多有
论述。本书比较集中地讨论近古
的文章学与文体学。

中国文体学盛于南朝，近古
又是一次极盛的时期，其研究规
模之大、范围之广，远迈前代。“辨
体”之风，自宋代而来，至明清而
集其大成。对文章体制规范及其
源流正变的探讨是近古文学批评
的核心议题之一。宋代以后，古
文取代了骈文的统治地位，文章
学也随之发生重要转向：从魏晋
南北朝的骈文文章学转而形成古
文文章学。从骈文中心时代到古
文中心时代，文章学的评价标准

发生明显的变化。近古以来的中
国文体学、文章学对于现代中国
人的影响更大，更为直接。本书
从一些比较特殊、少人注意的理
论形态切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
学与文章学。比如，近古以来的
文章总集与文章学、文体学的新
形态，评点之学的渊源流变，目录
学与文学批评，类书与文学批评，
近古以来文章学与文体学新形
态，以及相关的经典学问题。

书中所收的论文，最早写于
1982-1984年期间，是我的硕士
论文的一部分，最晚则是刊于《学
术研究》2020年第六期的文章。
本书写作时间的跨度差不多贯穿
了我已有的学术生涯。

回首匆匆，许多经眼事物，转
瞬之间，已成遥远的过去。

从蹒跚学步到独立放飞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出生于

潮州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祖父长
期在海外当私塾先生，“文革”中
回国。父亲解放前在重庆、上海
从事考古、电影等文化工作，解放
后回到潮州任中学语文教师。从
小学开始，我就遇到“文革”，一夜
之间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幸好，温馨的家庭、丰富的藏书给
我以最大的慰藉与保护，善良而
有主见的母亲总是勉励和支持孩
子们读书向上。对我来说，这种
印象是刻骨铭心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谓的
学习，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兴趣，没

有任何功利目的，当然也相当粗
浅和零碎。但这些无心插柳之
举，居然为后来的专业研究打下
某些终生难忘的“童子功”。更重
要的是，我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喜
爱与特长，多年以后，以研究中国
文化为志业便自然而然成了我的
不二选择。

“文革”结束，我成为恢复高
考制度后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又
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圆了少年时
代做读书人的梦想。改革开放的
时代，进入学术领域。那是一个
令人激动的年代，在前辈学者的
引领下，我们很快便完成了从蹒
跚学步到独立放飞的进程。

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
任何一代学者，都是承前启后
的。承前，决定了一代学者的素
质与水平；启后，标志着一代学者
的地位与影响。如何评价我们这
一代学者，这有待来哲。

固执传统“发现”历史
一代学者所处的大环境相

似，所以有一定共通之处；一代学
者的个性与兴趣不同，所以又各
有差异。在这一代人中，我就是
一名教师和学者而已。曾有学生
问我，在八九十年代的学者中，我
个人的治学特点是什么。答曰：
固执传统。“固执”是研究态度，

“传统”是研究领域。
我的主要工作，是赓续和阐

释近代以来受外来学术影响而中
断的传统学术，一直集中在传统

领域里的传统话题：中国诗文批
评、文章学与文体学等，意在立足
本土文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
到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
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
的历史，重现中国本土文学与理
论的特殊光辉。传统的人文学，
主要是学术的积累与阐释，有些
研究对象是亘古话题，并非无中
生有的“创新”。要“开拓学术之
区宇”，必先“承继先哲将坠之
业”。不同时代的接受者由于视
野不同，对传统话题有新的理解
与阐释，用自己的思想与情怀和
古人对话，从而获得渐次的推进。

我总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
是为了提出有学术史意义的问题
并期待解决，而不是为了填补空
白。填补空白并不一定有意义，并
非所有空白都需要学者去填补。
文化创新的同时，需要文化保护。
某些传统是需要有人保守，有人呵
护的，就像茫茫大漠中的敦煌石窟
需要一代代的守护者。

古人说，勤能补拙，其实，恒
亦补拙。我别无所长，若有的话，
便是固执。四十年来，固执于传
统领域的研究。日于是，继之以
夜；月于是，继之以年。坚守寂
寞，远离喧嚣，以冀盈科而进，聚
沙而成塔。

从事教职出于快乐选择
世上有许多伟大、荣耀的工

作，我对之虽然佩服，但不羡慕。
正如古人所说的，“我与我周旋

久，宁作我！”我深爱自己的工作
和职业。我并不认为它比其他职
业更为神圣、崇高，只是最适合我
罢了。

小时曾读柳宗元《捕蛇者
说》，印象极为深刻。永州有三代
从事捕蛇者，虽然“吾祖死于是，
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
几死者数矣。”但在赋敛制度下，
捕蛇这种貌似最危险的职业，却
能得到相对的安全与自由。不知
为什么，我读这篇文章，常常会产
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怪诞联想。我
们家世代以教师为业，我的爷爷
是教师，我的父亲是教师，我十多
岁就开始当教师，教过小学、中
学、大学，至今已四十多年。捕蛇
者世代从事此业，是由于一种无
奈的消极选择，而我则是出于积
极的快乐选择。

虽然，教师的政治与经济地
位曾非常低下，现在当然不同了，
但毕竟不是有权势或可发财的职
业。不过，我真心喜欢教师与学
者这个宁静而干净的职业，这纯
粹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说得俗一
点，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说
得雅一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陶渊明《杂诗》云：“昔闻长者
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
已亲此事。”长者之言，往往老生常
谈，宜为年轻人所不喜；而一旦亲
涉此境，枨触遂多。我以前读此
诗，领略尚浅，如今已成“长者”，读
之则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矣。

以上詹詹之语，乃一时之感
触耳，不知后生闻之掩耳不喜否？

华海的生态笔记集《一声
鸟鸣》分为四辑：“与鸟对话”

“另一种尺度”“回到季节循
环”“从笔架山到静福山”。这
贯穿了“时代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
快，诗歌似乎可以处理这个现
代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
古代有王维、陶渊明等诗人进
行田园诗的创作，诗人华海则
可称得上是生态诗的当代探
索者。

鸟作为自然的细胞之一，
在日常生活饰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多种文学体裁都有描写
鸟 以 及 作 为 重 要 的 自 然 意
象。而华海以自己的视角看
待并非仅仅鸟本身，他有自己
的思考，相对应的是他对自己
和生态之间关系的一种考问
与质疑。他并不像一般写作

者那样毫无节制地泛滥抒情，
而是理性回望——包括他的
人生历程——也就是将生命
与生态联系起来，更多的是生
命感和哲思。

作 为 散 记（随 笔 录 、杂
记），无非是表达个人的见
解，当然存在作者的审美，让
人欣喜的是华海的《一声鸟
鸣》并不以一般的“古典美”
作为自己的美学主见。诗人
所感受的时间（时光）流逝
——大地的变迁，给诗人呈
现一幅幅宏大景象，以及其
中的不可抗力——从春天到
冬天、从小满到芒种、从朝暮
之间，“在一滴水珠面前沉
淀，随着/柔韧的苇叶飘舞，
我感到在靠近/另一种节奏，
靠近万物原来的样子”(《初
夏》)，这就是作者所感受到
的气候（时间）的力量，是一
种现代性的感觉。

“如果你想作一个诗人，
首先要找回自己的故乡。”
（《寻找乡野》），现代人的常态
却是背井离乡的迁徙式，像候
鸟，不断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
一个城市。加上现代化在短
时间内带来观念上的冲击，各
个阶层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
故乡，这是诗歌的方向之一。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定义

“自然”？到哪里寻找故乡？
怎样缓解生存的焦虑？这是
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也是生态
诗的关注主题，可以为自然写
作注入文学的合法性和可能
性，以及可持续性。

学林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吴承学

《夺冠》的成功对体育题材电影创作的启示

从“不可能”到“不，可能！”
□祁海

显微

生态诗写作的可持续性

□刘振周

切中话题，言不凿空
曾园的茶文集《有茶气》

副标题：“谬误与传说中的中
国茶”，更明确地传达了他的
旨趣所在。谈茶在历史流变
中往往会形成话语共存的局
面，传说、谬误在所难免，还
会 与 其 他 话 语 形 成 竞 争 态
势。作者有意拨乱反正，从
这个立场出发，“有茶气”至
少有两层意思：其一，谈茶时
要诚心正意；第二，谈茶者要
有精神气质。

众所周知，茶叶兼具物
质性和精神性。谈茶要谈出
气质，不能不面对两个底线：
物质方面不能有硬伤，精神
方 面 不 能 自 我 阉 割 。 从 话
题、文字到内容，《有茶气》表
现出了难得的“品质感”，把
这种品质感切开来看，会发
现不同的观察面。

切中话题，言不凿空。话
题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人们对
某些问题的关注。近年来，普
洱茶话题热度一直不减，各种
看法聚讼不已。《马云为什么
去做普洱？》《方舟子谈茶，茶
人应感欣慰》《都说换美元不
如存茶，但存茶并不容易》等
篇，都与普洱茶高度相关。其
他如《喜茶疑云》等篇也紧扣
当下话题。可以说其涉及的
内容都是题有所出，言有所
指。“在普洱茶里，人人争说

‘老班章’和‘冰岛’等名山，这
些名山不好买，买下来也有可
能‘扑街’，因为意外太多。”意
外太多，寥寥数字，便概括了
这个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话语历史缝隙
中发现“真相”

某种意义上，“意外太多”
就是信任危机一直存在。于
普洱茶而言，整个话语形塑的
过程，似乎印证了外国学者解
释中国历史时提出的“冲击-
反应”观点。最初，外地人带
着老茶和书籍回到原产地云
南，敲开了普洱茶关闭许久的

大门，经过这二三十年的演
变，普洱茶在话语上的努力，
更 多 是 在 寻 找 一 种 本 土 自
信。广袤的云南茶山因此成
了最后的竞争领域。茶山保
留了原始大茶树，也存在经过
人工驯化的大片茶园，进入这
些区域的人可以观察“现场”，
并以此为凭，制造出大量的看
法和说法。这同时也提醒我
们，过于偏执、过于喧嚣与滥
用话语几乎可以找到相同的
傲慢。

善于在话语历史的缝隙
中发现“真相”。关于历史，我
们是去发现，还是去构建，历
来争论不休，但历史存在缝隙
却是不争的事实，谈茶的话语
历史也不例外。作者看到了
这些话语里的一个个缝隙，将
其串联起来，形成某种“真
相”。《唐诗中的党争与茶税》
可以归入“以诗证史”的范
畴。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同
学者对其理解不同，有人看重
诗的背景和历史意义，有人看
重诗的美学价值。以诗证史
虽然是不错的路径，但精微的
考证和对历史脉络的把握都
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在这里
主要引用了陈寅恪的研究成
果。《末茶笔记》文本来源比较
广泛，有诗史文献，有名物考
证，有笔记小说，这么多材料，
如何从中理出头绪，大有讲
究。有遮蔽，就会有发现，有
连续，就会有断裂，有建构，就
会有解构；作者自由穿行于文
本之间，对其进行了富有价值
的解读。

发现话语背后观
念的演变

善于发现话语背后观念
的演变。《有茶气》表现出了一
种审慎气质，表面看起来是文
本细读的功夫，核心却是通过
敏锐的观察，看到话语背后观
念的演变。卢仝的孤独，是技
艺的衰微，还是精神的没落？
宋徽宗的时间穿越术，是权力
的高压效应，还是审美的变相
满足？中国茶叶因何衰败？
中国有没有茶道？作者也直
抒己见：“我慢慢发现，中国人
喝茶，能够品出其他民族觉察
不了的味道，茶道之上，正是
中国人的味道。”

在当今这个谈茶话语普
遍撕裂的时代，谈什么往往形
成表面的冲突，而搞清楚谁在
谈、怎么谈、为什么谈，也许才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话语有
时完全对立，有时又相反相
成，竞争态势并不意味着你死
我活，“真相”的变迁依赖于具
体的词汇、句式和陈述关系，
也隐藏在各式各样的解释框
架中，其意义也随时间、地点、
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谈屑 □李明

茶中有真义

在许多人眼中，不怕流血流
汗，夺冠为国争光，就是“女排精
神”的全部。上世纪 80年代初，
中国女排每次夺冠，都是举国欢
腾，《夺冠》上半部再现了这个燃
情年代。

但《夺冠》并非简单地怀旧，
该片的故事延伸到21世纪，竟出
现了另一番真实景象：新一代中
国女排球队疲弱涣散，在国际比
赛败多胜少，即使赢球也不见全
国同胞上街狂欢。女排队员的价
值观念也与以往不同，主攻手竟
说她打球就是为了赚钱，让乡下
父母脱贫；曾为国争光的女排老
将郎平，竟出国当教练，指挥外国
球队打败了中国女排。

这是不是说女排精神已经过
时？非也！《夺冠》要用一种新的
思想观念延续女排精神，主要是
通过塑造一位反传统的“另类”爱
国者郎平去完成。郎平真心爱中
国女排，但她清醒地看到中国女
排不可能脱离已发生巨变的大环
境，中国女排若要重新崛起，队伍
建设模式必须求新求变，为此就

要承受比流血流汗更艰苦的巨大
压力。郎平到外国球队执教，是
为了拓宽国际视野，卧薪尝胆，但
遭世人误解。她回国执教之后挑
战旧观念旧体制，更是前路艰险，
也要挨骂！忍辱负重，是一种更
可贵的拼搏精神。

对于“夺冠”的含义，郎平有
新的理解。一位外国记者问：“你
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
排球比赛的输赢呢？”郎平回答：

“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
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
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价
值。”郎平培养的新一代球员也是
强者，但“强”的第一标志已不是
奖杯，而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不断
进取的奋斗精神，只要有这种精
神，即使不赢球也虽败犹荣！这
就将爱国热情上升为人生哲理，
使女排精神的价值大大拓展，冲
出国界，让更多的人共享。

《夺冠》后半部的郎平，已不是
只会拼体力的运动员，而是一位改
革家，其胸怀境界，是以往国产体
育片里的主人公无法比拟的。

当下观众的文化素质越来
越高，对艺术创新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

回望新中国的体育片，不论
是亮丽活泼的《女篮五号》《冰上
姐妹》《女跳水队员》，还是触及
运动员个人悲欢离合命运的《沙
鸥》《排球之花》，都是轻量级的
小巧型作品。《夺冠》完全打破以
上模式，风格样式定位为厚重的
史诗电影，有广阔的社会大背景，
见证近四十年曲折变幻的时代风
云，这样的大格局大气派，在国产
体育片中当属首创！

但是，电影写真人真事的历
史，容易拍成平淡单调的流水账，
《夺冠》如何攻克这个难关？

电影艺术有三大流派：影戏
美学的强项是故事好看和表演生
动，影像美学的强项是画面造型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纪实美
学的强项是生活氛围特别真实。
这三大流派各有所长，又有各自
的局限性。

在一部电影里，能不能同时
展示这三大流派的精华，使之交
融互补？许多人认为无法三全其
美，但《夺冠》又将这个“不可能”
变成：“不，可能！”

《夺冠》创作人员观念开放，
多才多艺，善于兼容。无论纪实
美学，还是影戏美学、影像美学
的手法，都拿过来糅合一起，为
我所用。

写真人真事的史诗电影，其

总体风格首先要体现纪实美学特
征。《夺冠》表现改革开放初期，
人们穿戴很土，但纯真热情。全
国东西南北中的群众都围着小黑
白电视机看排球赛，为女排夺冠
而擎国旗举火把上街游行狂欢
……经历过那个火红年代的观
众，都觉得格外真实亲切。

更难得的是，《夺冠》不是只
求真实。《夺冠》很有戏，但并非
胡编乱造，而是善于发掘真实历
史中本身就具有戏剧性的生活素
材，加以提炼强化，巧妙编织。

该片借鉴了戏剧化电影刻画
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变化发展的
手法。女主人公郎平在影片前段
是勤学苦练为中国夺取五连冠的
女排“铁榔头”，后来居然成为外
国女排主教练，带领外国队在家
门口北京打败中国女排，最后又
回国当中国女排主教练，带领落
后多年的弱队东山再起，打败外
国强队，重登世界冠军宝座。

如此大起大落的反复变身，
充满强烈的戏剧性，但确是真实
郎平的经历，不违背影片的纪实
风格。巩俐扮演中年郎平，十分
恰当，不仅是演技娴熟，更重要的
是精神世界的成熟，已到中年的
巩俐阅历丰富，饱经沧桑，再不是
当年《红高粱》里的小新娘，她就
更容易理解郎平。剧中的郎平与
陪打教练的关系也复杂多变，从
亲密战友到竞争对手再到让贤互
助，很有戏。

抒情，是戏剧化电影塑造人物
的重要手段。《夺冠》也写出硬派
角色的温柔一面。如：严苛的老
教练在大年初一还逼女排队员练
球，但同时又把队员的父母从天
南海北请来和女孩们共度春节。
刚硬的女队员居然给陪打的小教
练编织了一件不漂亮但温暖的毛
衣。多年后，小教练已成老教练，
他观看新一代女排队员夺冠时，
特意穿上这件珍藏的毛衣……观
众不会考究这些细节是否虚构，
因为它合情合理。

《夺冠》不乏喜剧色彩。如
扮演小教练和老教练的演员彭
昱畅和黄渤，都富有谐趣喜感，
在体育片中很少见，避免了刻板
枯燥之弊。

《夺冠》的造型风格也精心设
计，体现不同年代的生活质感。
影片上半部突出四十多年前的历
史风貌，镜头调度沉稳，服装、场
景多用有点“土气”的艳绿艳红，
影调用偏黄大平光，颇像老旧的
胶片电影。影片后半部突出现代
感，镜头灵动活跃，服装、场景的
造型多用流线型曲线，拍人物多
用逆光勾勒轮廓，颇具时尚风
格。这部体育片还有一大创造：
拍摄中巴女排大战，特意请中巴
两国女排再打一场，用13台摄影
机同时拍摄，既有真实感，又可以
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如镜头组
接、运动、拍摄角度等），拿到有用
的素材，提高了艺术质量。

《夺冠》在一部作品中能让三
大电影美学流派各展其妙，熔铸
成新的电影语言，1+1+1＞3，这就
使该片成为充分发挥综合艺术表
现力的新型电影，在国产片中极
为罕见。

人生一世，能获得一次重大
成功已很难得。功成名就之后不
吃老本，继续奋勇进取，就更难
得！体坛名将郎平是这样的人，
拍摄郎平故事的导演陈可辛、演
员巩俐、摄影师赵晓时等也是这
样的人，他（她）们都是早已获奖
无数的影坛名家，但不安享过往
荣誉，敢于创作难度特别大的《夺
冠》，我不仅佩服他们的才艺，更
敬重他们的探索精神！

以现代观念诠释女排精神

融三大流派电影艺术于一炉

才艺高超敢于探索A

B

C一部电影，能不能做到思想观念和艺术
观念都出新？很难！这两者之一能出新，已
属成功之作。

但是，世界上再难闯的险关，也有勇者敢碰。
取材于中国女排真实事迹的故事片《夺

冠》，就做到两个观念都有新突破！这是我国
体育电影在艺术上的一大突破，对今后同类
题材电影的创作颇有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