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愁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母题遥 从

古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袁野乡愁冶 首先在空间维度

上表现为一种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遥 在这

个空间中袁 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

在时间维度中展开的有序生活袁 成了乡愁者共同

的精神家园遥 由此袁形成了野乡愁冶在时间维度上对

过往生活的追忆与未来生活的期许双重诉求所触

发的具有感伤意味的普遍情感遥 这些情感共同指

向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袁 无论是对故园亲友同胞

的思念袁还是对旧时风景或故国山河的回忆袁其实

都是对自我存在安身立命的追寻袁因此袁野乡愁冶不
仅是一个时空概念袁 更是一个文化概念遥 只有在

野乡愁冶之中袁共有的情感模式才能让乡愁者回归

自己置身其中的民族生活并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

存在遥 野乡愁冶里所蕴含的情感也就成为了维系一

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情感纽带之一遥
中国文学母题中的野乡愁冶袁生动地传递了中

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生活情状尧 生存图景及

情感结构袁 也在美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具有悠久文

化传统的野中国冶形象塑造袁成为我们理解野中国冶
的一个有效美学视角之一遥 而野中国冶不仅是一个

空间概念袁 也是一个时间概念袁 更是一个文化概

念袁 它是在历史流动中生成的民族国家与文化概

念遥 本文所谓的野古代中国冶尧野近代中国冶尧野现代中

国冶和野当代中国冶袁既不是按照历史学意义上的时

间界限来划分的中国袁 也不是按照地理学意义上

的空间变迁来划分的中国袁 而主要是立足于文学

作品中野乡愁冶的内在审美意蕴表达变化而勾勒出

的野中国冶遥

“乡愁”的审美表达与“中国”
历史流变的文学书写

杨吉华

渊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袁云南 昆明 650092冤

摘 要院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野乡愁冶主题袁随着时代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在审美意蕴袁
是中华民族生活与民族情感的重要美学书写方式袁也是理解野中国冶历史流变的有效美学视角之一遥 鸦片

战争前的古代中国袁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和野安土重迁冶的传统生活模式袁使古代中国的野乡愁冶
表现为一种回望性淑世情怀的坚守遥 在野中国意识的危机冶背景下袁近代中国的野乡愁冶则伴随着中华民族

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争努力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性自我启蒙探索精神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加速和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新变袁现代中国的野乡愁冶成为了中国域内野城市异乡人冶与中国域外移民群体

野文化异乡人冶精神漂泊困境的情感表达方式遥 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渗透袁当代中国的野乡愁冶则在中

西文化的再融合中具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建构性生产和野中国冶世界形象再塑造的功能袁从而成为新时代

演绎中国故事尧讲述中国生活的重要情感纽带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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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古代中国野乡愁冶院回望性
淑世情怀坚守

对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而言袁
野中国冶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

法伦理封建社会遥 野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冶的传统农

耕文明生活方式和聚族而居的地缘空间生活方式

保证并维系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稳

定性袁野安土重迁冶 的思想与家国同构的深层社会

文化结构将人们通过空间固定居所的生活而彼此

联系起来袁 形成一个稳定统一的文化共同体遥 于

是袁聚族而居的固定村庄袁那个被我们因为出生而

称为野故乡冶的地方袁便成了保证农业文明下宗法

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之一袁 这就使得那种

以农村生活为主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成为了人们对

野故乡冶最形象直观的认知遥 这种文化思想导致了

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自叶诗经曳以来就一直高扬着

与野乡愁冶相关的文学母题遥
从叶诗经窑小雅窑采薇曳的反复咏叹袁到屈原叶九

章窑哀郢曳的哀婉袁再到叶古诗十九首窑行行重行行曳
的比况袁以及魏晋时期曹丕野郁郁多悲思袁绵绵思

故乡遥愿飞安得翼袁欲济河无梁遥向风长叹息袁断绝

我中肠冶渊叶杂诗曳其一冤的叹息袁还有唐代诗人王维

的叶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曳尧杜甫的叶登高曳等等袁
野故乡野始终是古代中国人们情感深处最深情的家

园遥 在这里袁野故乡冶在时空上都表现出一种野过去冶
的属性袁伴随而来的野乡愁冶便更多是一种通过回

忆过去的故乡生活和想象重构记忆中的故乡原貌

而来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深刻情思袁 萦绕在离别故

乡的异乡漂泊流浪旅程中袁 唤醒人们对故乡的强

烈思念之情遥 正如叶君说的那样院野从某种意义上袁
乡愁的生成是由于一种外置视角使然袁 是离开之

后的反观袁也是一种精神的流连遥 冶[1]

因此袁古代中国的野乡愁冶大都是在人们离开

故土家园的空间流动生活中生发而来的遥 游子流

客尧戍边将士尧贬谪文人尧羁旅行人等成为野乡愁冶
的主要咏叹者遥 在异乡似曾相识的景色风物中袁思
归杜宇尧落花飞絮尧晓风细雨袁一切都可以触动人

们的思乡之情袁如南宋蒋捷著名的叶一剪梅曳等袁使

古代中国的 野乡愁冶 在哀婉中带着无比诗意的美

感遥 在离开故土家园的空间流动生活中袁空间上的

不断流动迁逝消解了人们对于固定家园居所带来

的安全归属感所引发的现实人生流浪感袁 与新的

空间中时间流逝引发的心理上无所归依的无根漂

泊流浪感交织在一起袁 形成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

流浪感袁导致人生无所归依的生存焦虑袁使得中国

古代的乡愁最终在情感指向上形成一种精神意识

层面上的还乡渴望遥 在身体还乡与精神还乡的双

重渴望中袁 故乡便成为了一个精神回望式的家园

所在遥 如苏轼在叶送运判朱朝奉入蜀曳中的乡愁表

达院野霭霭青城云袁娟娟峨嵋月遥 随我西北来袁照我

光不灭遥我在尘土中袁白云呼我归遥我游江湖上袁明
月湿我衣遥 噎噎梦寻西南路袁默数长短亭遥 似闻嘉

陵江袁跳波吹枕屏遥 噎噎若逢山中友袁问我归何日遥
为话腰脚轻袁犹堪踏泉石遥 冶[2]在他乡途中反复诉说

的故乡记忆袁 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实际空间场所中

的故乡了袁而是幻化为一种安顿疲惫生命尧安抚心

灵尧弥补现实人生种种缺憾的虚拟精神家园遥 古代

中国野乡愁冶的回望性守望里所指向的双重返乡袁
在时空距离的思乡盼归想象与深情呼唤中袁 现实

的故乡与想象的形而上精神故乡合二为一袁 诗化

为安顿人们自我本真精神情感的终极归宿遥
到了易代之际袁 由于承载自我存在的故乡故

国生活的双重断裂袁 自我个人生活的断裂上升为

一种社会层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的断裂袁由
此引发个体存在社会身份的断裂袁 在这种多重断

裂中袁 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将置身家国同一宗法

社会中的人们彻底抛向国土易主而归不得的深层

故国哀思之中袁野乡愁冶 便由单纯的故土家园之思

扩大为一种江山易主的动乱流离中强烈而深层的

民族情感遥 尤其是对于具有修齐治平理想的古代

中国文人士大夫而言袁野家国天下冶 早已成为他们

道德理想的一部分了袁野有家而有国袁 次亦是人文

化成遥 中国俗语连称国家袁因是化家成国袁家国一

体袁故得连称遥也如身家连称遥有如民族袁有了家便

成族袁族与族相处袁便成一大群体袁称之曰民族遥 此

亦由人文化成遥 冶[3]因此袁古代中国易代之际的野乡
愁冶袁常常伴随着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袁表现出强

烈的文化断层感尧 身世漂泊感和人生世事如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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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影的深层喟叹遥
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从来就不乏反映易

代之际失国怀乡的大量优秀作品袁但是袁此时野乡
愁冶里对故国家园的回忆与守望袁已经是一个身体

无法返乡而只能是精神回望式的返乡了袁 是易代

之际的人们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历史时期对自我所

属社会文化价值和政治理想的一种精神抗争意

识遥 无论是亡国之君野春花秋月何时了袁往事知多

少钥 小楼昨夜又东风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浴 雕栏

玉砌应犹在袁只是朱颜改遥 问君能有几多愁钥 恰似

一江春水向东流冶渊李煜叶虞美人曳冤的哀怨袁还是臣

子野国破山河在袁城春草木深遥 感时花溅泪袁恨别鸟

惊心遥烽火连三月袁家书抵万金遥白头搔更短袁浑欲

不胜簪冶渊杜甫叶春望曳冤的悲哀袁都潜藏着一种野自
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冶的无奈与落寞遥 这种易代之际

反复吟咏的乡愁袁 在无限哀婉的感伤中试图弥合

时空变迁与文化断裂造成的巨大差异袁 努力在想

象中建构精神的家园以弥合现实的缺憾袁 从而使

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再度与过去连接袁沟通现在袁满
足未来自我存在的诉求袁野乡愁冶 于是成为了古代

中国在儒家文化传统精神濡染下的淑世情怀象

征袁 也是具有忧患意识的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们

坚守自我文化信念的重要方式遥
因此袁古代中国的野乡愁冶袁首先以在拥有对地

理空间上的故土家园的回望性坚守情怀基础上袁
融入了存在个体对血缘亲情及宗法家族理想的情

感因素及自我生命理想的追求袁 具有了精神层面

的意义曰同时又在家国一体的文化结构中袁自然地

与故国尧 文化传统等连为一体袁 赋予易代之际的

野乡愁冶以更宽层面的家国情结和淑世情怀袁从而

使古代中国的 野乡愁冶 成为一个包蕴个体生命情

感尧族群历史尧理想信念与文化秩序重建等多重意

义的情感意象袁 传递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

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生活图景袁 这使得中国古代文

学作品中的野乡愁冶具有了充沛的文化意蕴袁激发

着中华民族情感深处对故土家园最为深情的眷

恋遥

二尧近代中国野乡愁冶院批判性
自我启蒙探索

如果说袁古代中国的野乡愁冶袁是在回望性淑世

情怀坚守中的一首忧伤而美丽的抒情挽歌袁 无论

何时袁都能给我们野诗人怀乡冶式的精神抚慰的话袁
那么袁到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袁一直到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的近代中国袁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近

百年争取民族独立的屈辱历史带来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震荡乃至崩溃袁近代中国的野乡愁冶与古代中

国那种忧伤美丽的野乡愁冶相比较而言袁则表现出

了完全不一样的审美内涵袁 它也见证了中国在这

一段屈辱历史时期的民族苦难与勇敢抗争遥
在古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袁野中国冶就是野天

下冶即野世界冶遥 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袁以对文明礼仪

制度的拥有而具有政治上绝对的权威性与合法

性袁也如同美国学者列文森说的那样袁中国人眼中

的野天下冶,不是某一个野国家冶,天下中最高文化形

态就是中国文化[4]遥 野也许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次

以来袁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尧思想与信仰世界的

震撼袁始终并不是很大袁直到明清两代西洋知识尧
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进入中国袁 中国才又

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遥 明神宗万

历十一年袁也就是西历 1583 年袁耶稣会传教士罗

明坚和利玛窦进入中国南方的肇庆并且在那里定

居袁他们用汉文印刷了叶天主教实录曳尧叶天主实义曳
等书袁翻译了叶几何原本曳尧叶浑盖通宪图说曳等书袁
绘制了叶山海舆地全图曳袁稍后的金尼阁又携带七

千西书入中国袁这才标志着西洋知识尧思想与信仰

全面进入中国遥 两三百年后袁西洋强势与域外新知

相互支持袁并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中随着坚

船利炮与商贸往来双管齐下袁才真正地深入中国袁
并在 19 世纪末袁最终导致了传统中国知识尧思想

与信仰世界的瓦解遥 冶[5]这就是 1840 年以来所谓的

野中国意识的危机冶遥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袁直至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袁 拥有绝对权威的中

国文化与西方他者文化在战争与不平等的商贸交

往中相遇了袁结果却是在屈辱的民族独立抗争中袁
从最早野师夷长技以致夷冶的技术学习到政治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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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立宪制的改革努力袁 乃至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

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过程中袁 逐渐瓦解了古代中国

本土文化的至尊地位袁 承载自我个体存在的故乡

与中国袁在与西方他者文化的对比下袁显得彷徨而

无所适从遥 在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野世界冶之中进

行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形象塑造的中国袁开
启了近代历史上面向自我的批判性启蒙探索遥

曾经以野居天下之中冶和先进文明而存在的古

代中国的荣光不再袁野中国冶 的形象发生了一次新

的变化袁成为了近代启蒙探索者又爱又恨的所在遥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袁 一大批知识分子开

始走出故乡袁走出中国袁全面接受西方渊包括日本冤
文化思想袁 这批具有民族觉醒意识的近代中国知

识分子袁怀着民族解放尧独立自强的理想袁思考中

国社会该何去何从遥 当他们满怀深情地回望故乡

时袁 中国抵御外来入侵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

大斗争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变迁形成的城乡生活差

异袁在中国域外西方渊包括日本冤他者文化对比刺

激下袁 使得这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学面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袁传统的野乡愁冶母题里袁也融入了此段特

殊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对国家转向尧 社会

性质发展的新思考袁 表现出对自我本土传统文化

较强的内省性批判色彩遥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袁 以鲁迅为突出代

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袁 他们在对民族自我发现

的批判性反思中袁 将批判触角深入到中国传统文

化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层面袁 探究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中那些相对愚昧落后的心理及其对人精神状态

的扭曲袁反映到他们文学作品中的野乡愁冶袁就不再

只是对故乡充满乡土气息过往生活的美好追忆袁
而是在一种具有无限怜悯的心痛之中发现记忆故

乡与现实故乡不仅是自然风物的不同袁 更重要的

是袁在他们的野乡愁冶里袁有着对以乡土村庄为载体

的中国野国民性冶的发现袁并且这种发现是对民族

文化结构中制约 野人冶 的精神生活规约的一种否

定袁如鲁迅的叶故乡曳袁包括叶祝福曳尧叶少年闰土曳尧萧
红的叶呼兰河传曳尧蹇先艾的叶水葬曳等遥 在他们的

野乡愁冶里袁野故乡冶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袁也是一个

时间概念袁 而且主要是指向过去已经完成的时间

状态袁从某种程度上说袁这个野故乡冶已经是过去时

间里一个相对陈旧落后尧凋零蔽塞的所在袁尤其是

国民劣根性最为顽固的滋生地所在袁 是落后愚昧

旧中国的一个隐性象征袁 潜含着以鲁迅为代表的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批判性启蒙探索梦

想遥 当然袁在他们对故乡的追忆与观望中袁在直面

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自省中袁 批判与眷恋的复杂情

感同时存在袁也有着对故乡美好回忆的眷恋遥 换言

之袁近代中国的野乡愁冶袁是在乡土中国农业文明受

到西方他者文明的巨大冲击历史背景下袁 对古代

中国宗法社会的沉重感伤和被野乡下人冶身上的国

民劣根性引起的沉重悲哀袁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将

此类小说称为野乡土小说冶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遥
与此同时袁 在乡土中国传统生活及文化结构

受到极大冲击的过程中袁 行将消逝的古代中国那

种田园牧歌式的野乡愁冶袁也在西方文化的强烈碰

撞中袁 成为了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追忆式缅怀的精神故乡袁 如沈从文的湘西世

界尧废名的叶竹林的故事曳尧叶桥曳等遥 尤其是沈从文

的湘西世界袁野都是一派和谐宁静袁充满温情袁所写

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冶袁野构筑出了一个既纯净又

完美袁飘荡着田园牧歌的艺术世界遥 冶[6]在他们这

里袁对故乡近乎乌托邦式审美幻化而来的乡愁袁亦
是对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一种坚守遥 这种田园牧歌

式的野乡愁冶袁也是对古代中国传统还乡意识的一

种回归遥 当然袁 作为在传统乡土中国成长起来的

野乡下人冶袁 沈从文等人也体验到了在历史转折时

期民族国家对自我传统进行批评性反思启蒙的阵

痛袁 又深刻感受到了都市文明对自我个体心灵的

强烈压迫紧张遥 在他的湘西故乡世界里袁除了田园

牧歌般的世外桃源外袁 或多或少地呈现了湘西世

界里相对愚昧落后与野蛮的一面袁 也揭示了世事

的沧桑和淳朴人民命运的悲凉遥 这批知识分子从

相对偏远闭塞的乡村走向都市袁 民族国家的命运

使他们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袁同时袁他们又对承载

自我存在的乡土中国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有着

无限的热爱之情遥 在他们的精神漂泊中袁故乡成为

与都市文明相对的存在袁 象征的是生命自在自为

的美好童年时代和具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之

光遥 渴望返乡而不曾返乡的实际袁使得他们在精神

还乡的白日梦创作过程中袁 更多转而眷恋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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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自我理想化建构的故土家园袁在野乡愁冶的抒

情中袁 转而向传统文化中温情脉脉的乡土生活和

人伦道德皈依中找到心灵的栖居之所袁从而将故乡

建构为具有浓郁世外桃源般气质的灵魂栖息地遥
因此袁近代中国的野乡愁冶袁伴随着中华民族近

百年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努力袁 具有了一种文化

救赎的力量遥 一方面袁以鲁迅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批

判精神知识分子的野乡愁冶袁在野中国冶存在的内在

危机中袁 将个体的生存体验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出

路联系起来袁赋予野乡愁冶以一种文化启蒙的建构

力量曰另一方面袁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袁
则在田园牧歌式的野乡愁冶抒怀中袁对乡土中国的

传统与现实危机之间的分裂进行了想象性的美学

弥合袁使野乡愁冶对自我具有了精神拯救的力量遥 随

着中国经历近百年屈辱斗争获得的民族解放和国

家独立袁 以及随之而来新中国建设历史序幕的拉

开袁具有批判性自我启蒙探索意义的近代中国野乡
愁冶袁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与野现代性冶相对的情感

方式而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袁 展现了新的

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全新的生活图景遥

三尧现代中国野乡愁冶院野异乡人冶的
精神漂泊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遥
一方面是中国域内城镇化的急剧发展与城乡一体

化的加速袁 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并努力逐步

扎根城市袁 使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

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遥另一方面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兴起的野出国热冶袁使一大批怀揣

着现代梦的中国人纷纷涌向海外袁 成为异国他乡

的移民群袁野乡愁冶 注入了更多在社会改革和空间

漂泊中的野异乡人冶对自我社会身份转移的探讨与

反思袁隐含着现代中国这些野异乡人冶的生存困惑

和思想文化困惑遥
就中国域内而言袁 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非

城市户籍农民工尧异地求学经商谋生的野漂一族冶
成为了新的野城市异乡者冶遥 这些城市异乡者从一

开始就踏上了一条现代化的漂泊旅途袁 他们能够

在生活方式上逐步接受并融入置身其中的异乡城

市袁但是袁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精神上都能较好地

安家其中遥 对于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非城市户籍农

民工而言袁 强大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中国现代

化建设中城市生活的巨大反差与冲突之间的生活

体验袁使他们在进入城市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袁无
法真正融入其中袁 成为了灵魂游离于城市之外的

漂泊者遥 如林坚叶别人的城市曳尧张伟明的叶下一

站曳尧盛可以的叶北妹曳等打工文学袁直面了农民工

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袁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艰难遥 尤其是孙惠芬的叶民工曳尧尤凤

伟的叶泥鳅曳对野城市异乡者冶的野乡愁冶表达颇具代

表性遥 这些在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交替中存在的

野异乡人冶是一群处境较为尴尬的现代人遥 对于城

市而言袁他们是寄人篱下的异乡人曰对于自己的故

乡而言袁他们又是一群回不去的出离者遥 在故乡农

耕文明与城市工业文明的共置对比中袁野乡愁冶主
要在他们走出故乡尧 暂时告别城市工地尧 返回故

乡尧 再次返回城市的空间移动循环中弥散开来袁
野乡愁冶里的时间维度较多让位于空间维度袁在一

定程度上促使野乡愁冶成为了一种对中国城市化进

程中所表现出的所谓野现代性冶进行反思的情感表

达袁 体现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异乡

人在野离去冶与野归来冶的空间置换中的无奈与感

叹遥 而且袁更为重要的是袁伴随着现代中国城市化

进程的不断深入袁面对城市对乡村的扩张袁这些游

离于城市与乡村中的异乡人之野乡愁冶意味袁还传

递出了一种对传统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乡土世界

之失落的深沉哀痛遥 如贾平凹的叶土门曳尧叶白夜曳尧
叶高老庄曳尧叶怀念狼曳和叶秦腔曳等作品袁都表现了城

市化进程所导致的农村面临的危机袁于是袁野乡愁冶
也成了城市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导致的自然生

态环境破坏与传统伦理生活一定程度上的沦陷之

感伤表达遥
对于异地求学经商谋生的野漂一族冶而言袁日

益繁忙的城市生活带来的自我 野空心化冶 精神困

境袁常常使他们具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焦虑感遥 在

这些城市异乡者的自我身份惆怅中袁 对城市工业

化的疏离与记忆中故土乡情的怀念和对自我身份

的塑造与重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野乡愁冶的
重要内容遥 张炜在他的叶古船曳和叶柏慧曳等作品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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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较好地反映了这种现代中国城市异乡人的精神

漂泊困境遥 在叶柏慧曳中袁张炜还从现代历史进程

中袁描绘了野我冶从学校毕业袁到 03 所袁再到杂志社

噎噎直到逃到海边葡萄园的经历袁 这其实就是一

个关于现代人在面对中国现代城市工业化进程浪

潮中的精神漂泊传记遥 他似乎在试图提醒人们袁面
对空间置换下的现代人所无法避免的生存焦虑袁
只有从物欲的洪流中解脱出来袁 才能真正获得精

神上的归宿遥
就中国域外而言袁 那些漂泊异国他乡的海外

移民者的野乡愁冶袁则是一种在他者文化视域下对

自我精神家园和文化身份定位进行重新建构的文

化乡愁之抒写与表达遥 在野香蕉人冶的尴尬处境中袁
现代中国的海外移民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

怀念和追忆自己的故乡与祖国遥 而且袁这种怀念与

追忆不再是对故乡尧祖国记忆的重组袁更是一种与

对自我身在异国他乡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相关的

审美性形象建构过程遥 因此袁在他们的乡愁里袁有
着较为浓郁的中国情结和异乡人的苦闷感伤遥

对于移民群来说袁 他们既想尽量融入异域生

活袁 但又无法彻底截断中国情怀遥 中国的文化传

统尧风土人情始终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遥 正

如苏炜说的那样院野我的小说里面有一种 耶过去情

结爷遥 噎噎那里面的人物尧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袁每一

个人都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过去遥 这种过去情结

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情结袁是一种群体的重负遥 冶[7]去
国离乡之初袁 他们实际很难真正融入到异国文明

之中袁80 年代赴美作家查建英的叶丛林下的冰河曳袁
便典型地表现了在中西两种文化夹缝中的 野边缘

人冶生存状态袁他们既没有异国中的存在感袁也无

法失掉野中国冶的自己袁强烈的客居之感使野乡愁冶
成了海外移民群体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主题遥
如在郑念的叶上海生死劫曳中袁当她告别上海真正

踏上美国之路的时候袁 她痛心地说道院野我要与生

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遥 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遥 冶[8]

渊P557冤她也依然满怀深情地说道院野我虽然已决定做

个美国公民了袁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遥 故国

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袁 依旧时时牵动着我

的心绪遥 冶[8]渊P560冤在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那里袁在
其叶傅家的儿女们曳尧叶友谊曳尧叶江巧玲曳尧叶寻曳等小

说中不断出现的中餐馆和中国礼品店袁 便是她始

终无法割舍的中国情结象征袁 也是她在文学世界

中寄托自我野乡愁冶的一种情感符号遥 对于野独在异

乡为异客冶的海外移民而言袁中餐馆与中国礼品店

所承载和象征的故国文化与故土乡情袁 使他们得

以在精神还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存在的认同感与

归宿感遥 因此袁在中餐馆与中国礼品店的独特空间

中袁 他们被压抑的思乡之情和中西文化冲突中的

自我 野失根冶 状态的漂泊苦闷得以充分释放和抚

慰遥 又如在严歌苓这里袁叶大陆妹曳中大陆妹在烦闷

时总唱山西民歌和陕西民歌这些充满中国意味的

元素存在袁也表达了海外移民不同阶层的文化野乡
愁冶遥 严歌苓也曾努力想要打破异质文化带来的文

化乡愁情结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袁 而上

升到一种对超越种族尧 超越国别的共同人性的探

究上来遥 如在叶少女小渔曳中便表现出了对超越民

族尧超越文化尧超越国界与肤色的善良人性给予的

美好期许曰叶海那边曳 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与细腻描

写曰叶敌人要要要一个爱情的故事曳 里对跨文化爱情

的思考曰叶血液的行为曳 里对不同国度现代人异化

命运的关注等袁 都表现出了对普遍人性和人类共

同命运的深刻关注等袁 说明象严歌苓这样的海外

移民群中的知识分子对于野乡愁冶的审美表达袁开
始逐步突破了早期移民群在漂泊感伤中的文化隔

膜尧 怀乡与寻根模式袁野乡愁冶 具有了更多的包容

性袁既有中国民族文化的底蕴色彩袁又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了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世界性视野遥
但是袁从根本上说袁这些坚持用汉语写作来表

达移民者野乡愁冶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野中国冶
存在的明证袁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同表达遥 尤

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袁 随着更多来自北

上广大城市里那些相对拥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

分子大量加入海外移民群袁 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

提升和世界影响力不断加强的大时代背景下袁中
国的许多海外移民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奋斗

后袁也能够在异国他乡拥有相对优裕的生活袁甚至

跻身于异国中产阶级袁 使得这种主要由空间迁移

带来的野乡愁冶袁开始逐渐淡化了地域性差异而体

现出一种所谓的野全球化冶特征袁野乡愁冶的审美表

达逐渐聚焦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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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遥 在东西文化的再度相遇中袁在经历了 80 年代

以来文化失语和文化焦虑的挣扎之后袁经历 30 余

年改革开放建成的现代中国袁 以全新的面貌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袁 新时代的海外移民对于中国文

化的再度认识带来的文化自信袁 不但表达了他们

在异国他乡对中国的亲近感袁 也将一个再度崛起

的中国形象推向了世界袁野乡愁冶 成了重塑中国形

象的重要表达方式遥 在全球化不断渗透到世界各

国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过程中袁中国的野乡愁冶审
美意蕴又再一次发生了新的时代变化袁 在对中华

民族悠久文化的深情回望中袁 表现出较强的建构

性文化传统生产特点遥

四尧当代中国野乡愁冶院建构性
文化传统生产

当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野现代性冶开始逐步全

面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时袁 全球化时

代带来的多重文化影响袁 也从一个新的层面激发

了当代中国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的野乡愁冶遥
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袁 地理学和空间学意

义上的传统野故乡冶不再袁人们通过出生地所在而

建立的野故乡冶概念出现了时空与身心的双重分离

状态遥 许多人离开出生地的情形与古代中国安土

重迁背景下的离乡情形不同袁 是对一种不同于出

生地的全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追求袁 甚至是在

一种野生活在远方冶的虚构性审美想象驱使下袁主
动离开出生地而到达一个新地方的离乡行为袁表
现出了一种较为积极的主动离乡状态遥 在这种状

态中袁 一方面是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使普通大

众日常生活的快节奏化带来了身心的巨大压力与

疲惫曰 另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张的发展过

程中袁 许多本是蕴含了独特地域个性气质与历史

文脉的地域文化景观不断被蚕食袁 中国本土的生

活传统和历史记忆袁 包括个人成长存在的记忆遭

到了巨大的冲击遥 在这种情形下袁野故乡冶从实际存

在的出生地扩大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多元并置对

话场域所在袁存在者在其中得以存在并显现遥 在这

个精神场域中袁过去尧现在与未来同在袁城市与乡

村同在尧传统与现代同在袁传统意义上较多由于空

间迁移诱发的野乡愁冶袁转变为一种在无可避免的

野现代性冶包围中袁由于存在个体类似于浮士德式

的自我追求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孤独尧挫折尧矛盾与

困惑而引发的精神层面上无家可归的野乡愁冶,伴随

着对自我存在主体的美学性内在反思袁 再次凸显

了野我是谁冶尧野我从哪里来冶尧野我要到哪里去冶这个

古老的哲学命题遥
于是袁野乡愁冶便以对野现代性冶一定程度的拒

斥与反叛而表现出了一种浓郁的怀旧情结袁 成为

存在主体在现代性中实现自我建构的归宿和落脚

点遥正如罗伯森所说,怀旧野是现代化的一种心理后

果,而且本身便是促使一个人产生对自己在社会中

和最终在宇宙中曾有过的某种在家状态的噎噎'
的发生器遥 冶[9]在这种怀旧情绪中袁野故乡冶与我们最

基本的生命感受和情感道德密切相联袁野乡愁冶指
向了一个值得存在主体追忆与怀念的袁 且带有一

定想象性成分的传统中国那业已逝去的田园牧歌

式慢节奏生活方式和人伦道德生活的追忆与缅

怀遥 存在主体通过怀旧实现了与自我存在相关的

过去生活的深度回忆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家

感袁使野乡愁冶成为现代性处境包围中的自我个体

进行精神返乡的重要方式遥 因此袁当代中国的野乡
愁冶便不仅仅只是乡愁者的自我情感抒发了袁也是

凸显现代性自我在场的文化建构方式之一遥 在怀

旧的建构性审美力量中袁野乡愁冶 最终上升为一种

对理想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的暗喻袁 寄寓着普通

大众对自我当下生存处境的反思与建构努力遥
此外袁在全球化的不断扩张中袁面对传统生活

一定程度的断裂和中国梦的起航袁 传统意义上的

野故乡冶概念袁也正在逐渐消弭地域空间的界限而

扩大化为一种具有野中国冶气质的生活样态和回归

中华民族本土性文化建构的精神追求遥 这就要求

我们要重新回到民族生活内部袁 一方面以敬畏之

心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意

义袁 比如天人合一生活方式对于当下中国构建出

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

启发意义曰 另一方面还要在努力突破西方文化霸

权的过程中重建中国话语尧再塑中国的世界形象袁
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袁 从而在文化自信中实现中华传统文

第 6 期 杨吉华院野乡愁冶的审美表达与野中国冶历史流变的文学书写 窑147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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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me of nostalgia in literary work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a shows different aesthetic
implications with changes of times.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aesthetic record of the life and national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n effectiv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China爷s historical changes. In ancient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whe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was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 and people were generally attached to
their native land, 野nostalgia冶 appeared as the great aspiration of improving the world through personal efforts. In the
context of 野Chinese consciousness crisis 冶, 野nostalgia冶 in contemporary China showed a strong critical self-enlightenment
and exploration spirit along with the Chinese nation's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ramatic chang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野nostalgia冶 in modern
China has become an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bewilderment for 野urban aliens冶 within China and 野cultural aliens冶 among
overseas Chinese. With the growing trend of globalization, 野nostalgia冶 in current China has the function of r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shaping China爷s image, thus becomes an important emotional bond in the new era to
interpret Chinese stories and Chinese life.

Key words: nostalgia; aesthetic expression; China; historical changes; literary writing

化的创新性传承发展遥 这既是当下中国经济高速

发展与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袁 也是全

球化中的中国坚定民族意识袁 守护民族文化认同

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遥 因此袁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所

激发的新时代野乡愁冶袁孕育着一种对中华民族国

家文化建设的美好憧憬与期待力量袁传统野乡愁冶
里的感伤意味淡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再出发的理

性思考袁野乡愁冶成为新时代演绎中国故事尧讲述中

国生活的有效美学视角之一袁联结着野中国冶的历

史传统与被想象尧被建构的未来野中国冶袁承担着世

界文化秩序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建构性生产责任袁
继续书写着新时代中国波澜壮阔历史流变的立体

情境遥
因此袁在野乡愁冶的审美表达中袁不同历史时期

的野中国冶得以生动跃现袁也使我们能够从野乡愁冶
出发袁 再次返回中华民族生活之流袁 近亲本源所

在袁野乡愁冶 也因此始终是中国文学中一个蕴含着

丰富文化意义的最为重要的母题而具有了无限的

诗意和生命力袁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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