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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资讯

当文学遇上生活
———一项关于文学生活的田野调查

■本报记者 王珺

1965年，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时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安徽
省寿县进行了一次文学阅读情况调
查， 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重要
的“文学生活”调研活动。 调查对象为
安徽寿县九里公社花园、九里、周寨和
陡涧四个大队77名社员， 调查目的是
了解农村社员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
评论情况， 调查者为中国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安徽寿县九里公社劳动实习
队。

半个世纪之后， 山东大学教授谢
锡文等作为《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
查研究》课题组成员，两度前往安徽寿
县， 寻访当年接受九里公社“文学生
活”调研的部分当事人，基本勾勒出新
中国成立后国家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研
究机构首次进行的中国社会“文学生
活”调查之情形，为理解当年中国乡村
社会的“文学生活”状况，认知当下中
国社会“文学生活”的真实面相，厘清
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的历史变迁，提
供了一个视角独特的研究样本。

何谓文学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中
文学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着？ 山东大学
温儒敏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 调查研
究》，用行走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

聚焦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
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

不是关注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这些
专业性的活动， 而是关注以往较少被
重视的方面， 即“普通国民的文学生
活”，或者说，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
众的生活。 温儒敏教授说，提倡“文学
生活” 研究， 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

“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
费情况。

“研究、 评论莫言及其作品的文
章、专著不少，大都是围绕莫言的创作
而发生的各种论述， 极少有人关注普
通读者如何阅读与‘消费’莫言、以及
莫言在当代国民的文学生活中构成了
怎样的影响。 ”在“文学生活与当前文
学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上，温儒敏以莫
言研究为例，说明“当下的文学研究有
点陈陈相因，缺少活力”。他认为，所有
研究都落脚于作家作品的评价， 未免
单调。正是众多普通读者的反应，构成
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 这理所当然
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

普通人也有文学生活吗？ 尤其在
阅读日益碎片化的当下， 文学似乎显
得愈发遥远。

“每一个当代普通人都有各自的
文学生活。 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电
视或者其他媒体， 其中可能会有文学
作品，或者涉及文学，每个人都可能以
某种方式参与了文学生活。”在温儒敏
看来，“文学生活”是很普遍的生活。

普通人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文
学生活的呢？

温儒敏指导山东大学一位硕士生
做《知音》的研究，“有些调查数据令人
吃惊”，他说。 这份杂志1985年创刊以
来畅销不衰， 现在月发行量号称达到
600余万份，居世界综合性期刊第5位、
全国各类杂志第2位。 让人好奇的是，
什么人在读《知音》？调查显示，30多岁

的中青年女性居多，公司职员居多，
受教育水平则以大专本科毕业为主
（66.7%）。 温儒敏兴味盎然地说：“如
果能跳出来看《知音》接受现象，可
能会对当下文学类型的分化、 媒体
介入带来的审美变化， 以及部分社
会精神现象都有新的了解。 ”

早在2009年， 温儒敏就提出研
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
查”，了解普通读者的文学诉求与文
学活动。2011年他到山东大学任教，
文学院的同事们认为“文学生活”这
个提法有新意， 可以作为调查研究
的一个题目推广开去。 此后便有了
这个引入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研究
的眼光与方法的文学生活研究，它
像一扇窗，推开，风光无限。

深度接触读者使研究更扎实
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 文学

生活主要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
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
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
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
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
范围是很广的。基于此，该研究确立
了《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
查》《网络文学和多媒体文学调查》
《当前社会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
《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
和影响研究》《当前社会的非主流生
态研究》五个子课题。

然而， 文学阅读和接受的范围
非常广泛，秉持什么原则进行调查？
据主持《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
受调查》 的山东大学教授贺仲明介
绍，一是选择典型受众群体，即具有
代表性， 最能体现文学与社会关联
的群体。他们重点选择了农民工、大
学生、作家、中小学生等群体；二是
以问题为中心， 如郭敬明对中小学
生影响很大， 是当前文学值得关注
的重要现象， 他们就带着问题调查
了相关群体； 三是将文学接受与文
学生产结合起来， 如他们选择《收
获》《时代文学》两种纯文学期刊，以
及《读者》《知音》等亚文学期刊进行
调查， 考察它们的文学接受理念和
相关措施。

对农民工的阅读调查最初是在
课题立项之前进行的，“农民工文学
阅读比例高于整体国民水平” 这一
结论当时引起较大关注。 以此为前
提， 课题组对农民工文学阅读进行
了再度调查和研究， 发现农民工文
学阅读数量较高的客观原因在于其
物质条件较差、 缺少电视等娱乐设
施。两次调查结合起来看，结论更全
面，也更让人反思。

通过调查数据问卷、个体访问、
网络调查等多种方法深入重点人
群， 学者们得到了在书斋里得不到
的东西。

《关于郭敬明作品在大中学生
中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显示，当
下有93%的中学生知道郭敬明。了解
郭敬明的主要渠道是阅读郭敬明的
作品及其编辑的书刊， 其次是通过
电视、网络、同学朋友介绍等。 有受
访者谈到，在中学校园，几乎人人都
在看郭敬明的作品， 谈论郭敬明几
乎成为一种时尚， 但很多学生对郭

敬明的大红大紫难以理解， 都在从众
心理和好奇心的推动下阅读郭敬明的
作品。为何会出现“郭敬明热”？从文学
角度看，郭敬明会讲故事，其作品多写
青春校园的曲折离奇故事， 与校园现
实生活有距离，甚至有意“对抗”当下
的教育， 使得青春期有些叛逆心理的
中学生颇为向往。 而其“一半明媚，一
半忧伤”的文字，对于中学生来说又有
独特的吸引力，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
动中学生参与文学生活的积极性，但
是过度模仿也使“郭敬明热” 显得复
杂。 温儒敏遗憾地说：“这也是千百万
中学生的文学生活， 是值得研究的题
目，可惜我们关注不够，我们很少能真
正重视并且进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媒体时代折射文学生活新变化
与以阅读纸质书为主的传统文学

生活相比， 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学生活
发生了哪些变化？ 山东大学联手北京
大学张颐武、 邵燕君等学者对网络时
代的文学生活与文学进行了考察，以
起点、红袖、晋江、豆瓣为中心，对文学
网站生产机制与粉丝文化进行了研
究， 对微信自媒体的文学模式进行了
分析。

“既然文学与生活扯上了边，问题
的答案就不能单从文学的路径寻找而
应当更多求诸于社会学领域。”山东大
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唐锡光如是说。

《高铁乘客移动阅读情况研究》课
题组走进G184次列车，调查乘客在列

车上的阅读情况。 调查显示，移动阅读
作为新兴科技的产物，消费族群以年轻
人为主，移动阅读成为高铁上的普遍现
象。 该调查以高铁列车为田野点，将乘
客的移动阅读作为研究课题，有助于理
解移动阅读乘客的主观选择方式和阅
读感受，借此可以了解移动设备如何影
响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与阅读习惯的改
变。

温儒敏认为，文学生活研究应特别
关注媒体时代的变化。 他指出，以网络
为载体的新的文学生活方式，明显区别
于传统的以印刷为载体的文学生活方
式。 具体表现在，现在的读者不再是被
动的受众，他们有更多机会、更主动地
参与创作活动，这直接影响着文学的生
产传播。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也认为，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话语发
生了很大变化。 网络文学的创作、运行
机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完全不同。在
今天，某种意义上纯文学成为中产阶级
的装饰品，因此茅盾文学奖等大奖使纯
文学的能见度提高。 纯文学的读者是
小众但稳定的人群， 新一代读者和纯
文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影响他们的
是类型文学、 网络文学。 因此， 他说，
对文学来说， 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
最好的时代。

参与文学生活课题的学者们表示，
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文学生活调
查研究结题了， 但与生活紧密联系的
文学研究之路刚刚开始。

叠山书院：苍苔爬满岁月
■柳袁照

我们都知道方志敏以及他的《清
贫》与《可爱的中国》，知道方志敏的家
乡在江西弋阳， 可我们知道方志敏在
故乡的母校吗？我们都知道写出“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的
文天祥， 可我们知道当时与他齐名的
谢叠山吗？ 为纪念谢叠山而建造的叠
山书院，曾经成为方志敏的母校。拜访
它，是拜访敬意，无限的令人内心柔软
的敬意。

来到大门前，我怎么也想不到，这
是叠山书院，我以为会游人如织，以为
可以坐在其中的一隅喝茶， 以为历史
的痕迹被阳光照耀着， 发出美丽的光
辉。 可是大门紧闭，探头张望，荒草凄
凄。 一个锁闭的园子， 空无一人的园
子。 我喜欢注意门， 遇到各种各样的
门，都会把它留住，放进自己的记忆。
门是标志，是象征；门是离家，却也更
是回家。可是今天这两扇铁条大门，锈
迹斑斑。 面对大门，想说什么呢？ 我似
乎反倒有了些落寞，感觉无奈。

费了一番周折， 我们终于可以进
入叠山书院了。不进不知道，进了才知
道，门里门外，一个世界，两个天地。那
一树木芙蓉，殷红而落寞。这个曾经书
声琅琅，曾经慷慨激昂的院落，如今寂
寥无人，是历史在沉思，还是现实在犹
豫？ 走在其中，有感慨，可感慨不知从
何处说起。 满是青苔，青苔爬满树，爬
满墙，爬满窗，爬满门，也爬满我们的
记忆，更爬满同样苍老的岁月。谢叠山
与文天祥（自号文山）同科中进士，并
誉为“二山”，志节耿耿，倾家荡产，组
织义军抗击外侮。南宋灭亡后，他守怀
抱节绝食而死，可歌可泣。 现金匾“叠
山书院”四字，为林则徐手笔。文昌阁，
是当年书院祭圣地方。民国后，书院改
成新式学堂，方志敏曾在此处求学，并
响应“五四”运动，在此发动学潮。如今
如何？ 门是记忆，遗址更是记忆。 走进
走出的人，是现实，更是历史。 门外是

云烟，门内何尝不是？
谢叠山有一句话：“大丈夫行事，论

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
世，不论一生。 ”尽管此处再也找不到曾
经的欣喜与忧伤， 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
早化作尘埃或云烟。 可是这里有万古不
变的气息，即使荒草满地、青苔满地，即
使墙体斑驳、亭台寂寥。 踏在每一块红石
板上、踏在每一条笔直或弯曲的小径、小
道上，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渺小，高大的形
象似乎总矗立于面前，尽管无形无影，可
是分明能感觉得到。 不一样的人生，不一
样的色彩，一定是不一样的消失，不一样
的消失的结局。

叠山书院格局还在， 几年前已经完
成了整治，厅堂楼阁修葺一新，只是没能
交付使用。 交给谁呢？ 本来这里是学校，
从书院变成学堂、学校，是普遍的发展模
式。不知为何学校要从此处迁出？事物的
变化自有其变化的理由，不必非议，但我
却仍有些伤感。 我反复劝解自己，换一个
角度再去看看这曾经的场景吧， 或许更
好。 历史的生活图景，是如此有趣，如此
令人怀想。 对历史的宽容，是歉意之中的
善意。 走过不是路过，走过即是向世界挥
手致意。

叠山书院在山坡上，面朝信江。 走在
其中，不如说爬在其中，它是一个高度，需
要人一步一步仰视。 从文天祥、谢叠山到
方志敏，相隔七百多年，七百多年中，世界
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沧海桑田。世界上，
有一种声响，不是花开也不是鸟鸣，是无
声之声，超越潺潺流水，超越电闪雷鸣。不
是呼唤，也不是回音。日子久了，不一定会
留下脚印。 遗忘的多了，更不在乎虎啸龙
吟。 但总有不变的东西在，总有一种永恒
在。 那是什么？ 是精神、是魂。

时光是有情之物，也是无情之物。 有
情无情挥一挥手， 都会离去。 对今天而
言，前辈、历史，或许都是纯粹、自然与诗
意。 有着珍贵历史记忆的地方，也一定是
有梦的地方。 我相信，叠山书院一定是这
样的地方。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

筲文荟苑筲聚焦

关于汉字知识的小测试
■张一清

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普
通话和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张一清所
著《十二个汉字品历史》（接力出版社
2015年8月版）一书，围绕中国历史上的
十二个王朝名称展开，梳理历史更迭的
线索，盘点风云变幻往事，为读者揭示
出王朝名称用字背后的万千玄机和无
穷奥秘。 下文选摘自该书附录部分。

问题：“晋”是山西的简称。 提起山
西，很多人一定会想到醋，可是据考证，
“醋”这个字实际上是个乌龙字，是和另
外一个字搞混了。 猜猜看，它和下面哪
个字搞混了？

①配②酬③酢④酿
解释：正确答案是③。“醋”在《说文

解字》里的解释是“客酌主人也”，意思
就是酬酢。 而且在古代，礼仪既严格又
比较烦琐， 比如主人向客人敬酒称
“献”，而客人向主人答谢敬酒则叫“醋”
（即现在用的“酢”）。

而“酢”最初的意思恰恰是发了酵
的、有酸味的浆液。很显然，这两个字在
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乌龙事件，彼此颠倒
互换了。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汉字发展史
上并非仅此一例，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
的“来”和“麦”，其实最初的时候恰好是
“来”表示农作物麦子，而“麦”则表示到

来。
问题：唐朝是李家的天下，“李”既是

一种植物，也是一个姓氏，而且还是一个
大姓。那么，“行李”的“李”是跟植物有关，
还是跟姓氏有关，或者跟哪一个都无关？

①跟植物有关②跟姓氏有关③跟谁
都无关

解释：正确答案是③。“行李”现在的
意思是出行时携带的包裹等， 但是在古
代， 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指的是使者或行
人，其中包含了“治理、整理”等意思，所
以用的是“行理”。由于“理、李”这两个字
读音相同，古汉语中常常出现通用现象，
因此，“行理”才有了“行李”这种写法，而
且后者居然反客为主，渐渐取代了前者。

问题： “清” 最初的意思是指水清
澈， 后来用于形容空气、 味道等， 则有
“清新” 等说法。 那么， “新” 最初的
意思是什么呢？

①刚出现的②有创意的③初生婴儿
④烧火柴火

解释：正确答案是④。因为“新”右边
的“斤”最初指的是斧子；左下角是“木”，
合在一起表示用斧子砍削树木， 也就是
“薪” 的意思。 至于它后来表示新旧的
“新”，那是因为，获取木材是用来做其他
事情的基础，也就是处于开始阶段，所以
“新”也就有了“刚开始”的含义。 而任何
事物如果刚刚出现、处在开始阶段，也就
意味着“新”。

教学成果展示
传承人培养模式创新

11月24日，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主办的2015年中国艺术研
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
究” 与“传统技艺研究” 方向研究生
教学成果展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炎黄
艺术馆举行。

为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专门人才， 中
国艺术研究院依托丰满的艺术学科
结构和高端学术平台， 在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体制下开拓创新， 自
2013年起设置由25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担任导
师的“传统技艺研究” 方向、 由资
深专家学者担任导师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 方向硕士学
位， 探索性地将“师徒相传” 的传
统教育方式纳入艺术硕士研究生教
育序列。 截至目前， 该院现有两个
方向艺术硕士41人， 其中“传统技
艺” 方向12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实践研究” 方向29人。
据介绍， 此次教学成果展向

社会展示了这两个方向艺术硕士
研究生的阶段性成果。 举办此次
活动， 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教学实践的检阅， 也是
对这种创新性的传承人培养模式
合理性的检验。 主办者希望业界
进一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教学的特点、 规律和有效
途径。

（韩泠）

首届博物学
文化论坛研讨人与自然

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日前在北
京大学举办。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
哲学系主办， 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协办， 以国内博物学
领域佼佼者或工作者的主题演讲为
主， 间以专家学者的对谈。 与会者
立足“博物学” 这一古老而新兴的
学科， 从概念与实践的角度畅谈自
己的体会。

本次论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
博物学的“人文性”。 北京师范大学
田松教授认为， “博物学” 是一种价
值导向， 体现为人与自然发生的情感
关联。 自然是人类观察、 体验、 了
解、 关怀乃至敬畏的对象。 要建设生
态文明， 需要以生态自然观代替机械
自然观， 博物学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
达成和谐的可能性。 北京师范大学于
翠玲教授援引 《左传》 中“博物， 君
子也” 的名句， 立足文献梳理的方
式， 并通过中国古代的“多识之学”
与西方博物学的比较， 认为中国的博
物学最终落脚于“人学” ———君子修
养。

除了理论上的阐释之外， 与会者
还从实践角度谈到博物学对于个人的
影响， 揭示出博物学在与个体生命发
生联系时的魅力。

（贺天行）

北电举办第十四届
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

北京电影学院第十四届国际学

生影视作品展近日举办。 来自世界
排名前25名的多所知名电影院校师
生， 以及世界影视院校联合会国际电
影与电视学校联络中心 （CILECT）
总部负责人和全部五大洲执委会主席
等千余人， 在为期一周的影展期间，
观看了从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的964
部学生参展作品中入围的78部优秀
作品， 并参与了评奖。 最终评出本
届影展国际学生作品奖、 亚洲优秀
学生作品奖、 中国优秀学生作品奖、
华谊创星特别奖等10大奖项， 来自
德国慕尼黑传媒与通讯应用技术大
学的 《死亡之旅》 最终获得国际学
生作品奖金奖。

据悉， 本届影展正值北京电影学
院建校65周年暨新中国电影教育65周
年， 又恰逢举办世界著名电影院校校
长论坛， 同时， “导演进课堂” 及

“休息交流区” 活动的举办， 让学生在
放映和展映之外， 更多地与各国青年
导演就全球电影教育与中外电影文化
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齐林泉）

筲审美课堂

“汉语盘点2015”大幕开启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央视新闻联
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5”启动仪式日
前在商务印书馆举行。

今年的活动分为网友推荐、 专家
评议、网络投票和揭晓颁奖四个阶段。

在启动仪式上， 主办方首次推出
“大数据版本” 和“专家版本” 的年
度推荐字词为活动预热。 其中， “清
博大数据—新媒体指数平台” 推荐的
国内五大热词为“二孩、 习马会、 大
阅兵、 互联网+、 股市”， 国际五大
热词为“巴黎恐袭、 中东难民、 亚投
行、 优步、 欧债危机”； 语文出版社
社长王旭明推荐的国内字为“真” 和
“呦”， 国际词为“恐怖”； “今日头

条” 则推荐了“跌、 新、 真人秀、 小鲜
肉” 等国内字词和“争、 联、 震荡、 暴
跌” 等国际字词。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在启动仪
式上表示， 今年的活动将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 利用媒体融合， 提升宣传效应，
拓展参与渠道。 第二， 顺应信息化趋势，
挖掘“大数据” 资源。 活动以语言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国际关系学、 经济学、
传播学等领域的专业学术观点为支撑，
评选结果将更具说服力和时代价值。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十年，旨
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和
世界”，鼓励网民用语言来记录生活，描述
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缇妮）

筲新闻链接

▲选自 《一步一天地》 阮义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