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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因地理、历史等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对西藏散文的表现对象、表现方式以及艺术

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凝聚了独特的精神空间，与其他地域及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散文相比具有完全不

同的精神气质和风格气象。本文从整体层面对当代西藏散文进行研究，一方面，从各个层面对当代西藏散文

的整体走向、宏观脉络进行剖析，另一方面，以类型研究为经，呈现当代西藏散文的精神向度、主题意蕴、问
题特征和散文创作主体之间的关联，进而对当代西藏散文的整体特点、发展方向得出一些理论性认识，以期

对当代西藏散文创作给予合理性借鉴的思路，由此探索其发展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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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藏散文研究
○黄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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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的境遇下，当代西藏文学的研究处

于薄弱领域，而与小说研究、诗歌研究相比，散文研究是边缘的

边缘。从建国初期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西藏散文批评以

零星点评和心得体会式为主，散文理论著作几乎一片空白，批评

话语呈现单一的政治视角、意识形态公共话语模式，而这种模式

目前在西藏散文批评中仍有余音。进入九十年代，西藏散文的研

究视野逐渐打开，从整体上看有分类研究、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

三大块，以前两类居多，分类研究、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的

几个作家身上。相对而言，整体研究比较匮乏，从散文的本文研

究到理论建构，从艺术赏析到整体美学构成都缺乏系统性的研

究，除少数用藏文写的从宏观角度对藏文散文与藏族古典文学

传统的关系进行探讨，其他研究虽然涉及到的散文作家和篇目

较全面，但流于浅层次的内容介绍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
综观当代西藏散文的研究，研究内容和阐释视角虽有拓展，

文化学、社会学等整体研究的思维方式引入散文研究，研究数量

增加，但客观来看，西藏散文研究依然滞后，与全国评论界对西

藏小说研究相比，对西藏散文的关注度不高，有影响力的研究成

果也不多，大多还是停留在资料整理和现象分析上，系统化研究

和理论体系构建方面更是薄弱。
西藏散文是西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散文创作在作品整

体数量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相对小说和诗歌的文学批评来

说，对于西藏散文研究相当冷清。仅有少数几篇，集中在几个著

名作家身上，成为无足轻重的点缀。但综观当代西藏文学批评，

如果忽略散文的存在，必然会造成重要的遗漏。对于当代西藏散

文，甚至西藏文学来说，能够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家凤毛麟角。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西藏散文基本缺席，偶有论及一些著名的

西藏小说作家时才顺便提及其散文作品。这种边缘化的境况和

文学史的中心意识有关，也和西藏散文的成就相关，但同时批评

者的关注与否、毁誉与否，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散文作家在文学

史上的价值定位。
近年来，对于当代西藏散文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理论生长

点，但散文的文体特点使它和关注文本叙事上和结构的当代文

学理论难以接轨，对于散文内部体式的划分、自身特点、类型研

究、未来走向等问题，尚未见深入系统的研究，很多论述还停留

在自说自话的层面。这就需要在西藏散文的批评实践中作出更

多探索，为构建系统化的民族文学批评体系作出努力。当代西

藏散文具有独特的精神特质与审美风貌，但目前尚未有专门对

西藏散文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对于西藏散文的概念界

定、发展脉络、艺术特性、创作走向等问题也没有系统化的研

究，这种状况不利于西藏散文在中国当代散文界的定位，也不

利于自身的发展。
一、当代西藏散文的发展历程

建国初期西藏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对新生活的歌颂上，

主要履行的是匕首投枪的社会变革功能，流行于整个中国的红

色歌颂模式影响着西藏散文的创作。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融入，文学观念转

型、文学实践个性化，西藏成了先锋文学的试验田，西藏新小说

昙花一现，虚构成了作家最为看重的才能，散文的影响力衰微。
进入90年代，西藏散文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价值

取向的多元化、个性化瓦解了绝对统一的价值标准，西藏揭开了

神秘的面纱，迎来了各色人等，尤其是那些对西藏怀有想象、生
活不圆满、精神追求有缺失的人群，西藏散文由此成为寻求救赎

和精神栖居的香格里拉。另一方面，西藏新小说昙花一现之后，

小说、诗歌的创作陷入了困顿，小说的先锋性和诗歌的越发晦涩

使读者丧失了耐心，于是很多作家通过相对轻松、自然、真实的

散文继续创作生命。
进入新时期之后，西藏散文从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书写，到

突破政治企图而“向内转”，回归到了日常生活，虽然西藏散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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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脚步落后于整个中国散文的速度，但可以看到，仍然在努力

地前行。可以看到在西藏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受到了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审美特征。

二、当代西藏散文的类型研究

不同类型的散文，主题选材、话语方式和精神品格是不同

的，对其进行细化分类，有利于对散文本体进行探讨。当代西藏

散文的代表类型有文化历史散文、游记散文、女性散文、军旅散

文等。
文化历史散文。自90年代余秋雨兴起的文化散文一出现，这

类以人文精神、哲理深邃、大气磅礴为特征的文化散文就与“西

藏”一拍即合。西藏独特的地理人文为散文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

资源和极大的发挥空间。其较大的思想容量和较强的艺术表现

力促进了散文文化品位的提高，但并非个个写文化散文的都具

有余秋雨的能力和才气，写不好，就会被史料淹没，陷入思想的

匮乏。
游记散文。长期以来，各类媒体对西藏的神秘、宗教、异域生

活的渲染，加之消费文化背景下阅读兴趣的偏离，以及都市生活

的精神压力和无所适从，造成了读者对这类快餐式的游记散文钟

爱。他们渴望从游记散文中看到别处不一样的生活，寻找所谓的

精神皈依和解脱，而西藏正好符合他们的这种需求。但是太多类

似的出游和过度的矫情，已使这类散文呈现明显的包装情感的迹

象。长此发展，这类散文将沦为旅行出游指南和景点推荐。
女性散文，以性别划分文学作品不是处处适用，但是对于西

藏文学创作的现实情况来说，女性散文的确是具有独特姿态的

一类。如格央的散文对藏族女性的书写，探寻的不是男性视角普

遍倾向的淳朴、勤劳、善良，也无关“崇高”、“神圣”，而是以直面

人性的勇气走进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隐秘的内心世界和难以

述说的苦楚，指向的是普通藏族女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生命存

在的意义，这种视角和男性作家是截然不同的。另有军旅散文，

以毕淑敏、凌仕江为代表，不一一赘述。
三、当代西藏散文与其创作主体的关联性研究

散文这种文体和创作主体的联系，比任何其他文学体裁都

要紧密。一方面，散文是一种自由的写作，时代、年龄、生活阅历、
童年经验、内心体验以及个人气质、职业角色都是影响散文创作

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散文的本质就是真实表现作者的灵魂，

强调对“人”的个体的关注。当代西藏散文出现了像马丽华、毕淑

敏、祝勇等一大批带着西藏标签的散文作家，成为在当代散文领

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作群体。对散文与创作主体关联性的研

究，主要是要透过散文这个载体，窥探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和心

灵独白。
一方面，不同职业背景对散文创作的影响。对于散文这种自

由度较高的文体而言，专业散文作家不一定能写出最好的散文，

诗歌小说作家、军人、学者、旅行者等各行业的业余作者反而成

就散文的深度和繁荣。另一方面，藏汉作家群对西藏文化认同的

差异。总体来说，外来作家如马丽华，更多展示的是一种多重文

化视野交流下的人类意识，从创作技巧看更容易获得一种陌生

化的视角去展现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异域风格。对他们来说，散文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跨文化视野中思考民族未来、追寻人类精

神同性的渠道。本土散文作家通过散文，追述民族历史、呈现民

族文化、探寻民族心理、思考民族发展，表现出了自觉的族群观

念，并在话语方式、抒情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在散

文中展现的城市文明和原生文明的冲突，以及对民族文化之根

的眷恋和追寻，重塑民族精神。对于西藏的原生文化，本土作家

们有着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但同时他们又寻求超越，并调适着

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心理矛盾。
四、当代西藏散文的文学特质

西藏因地理、历史等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对西藏散

文的表现对象、表现方式以及艺术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凝聚

了独特的精神空间，与其他地域及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散文相

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和风格气象。这部分着重从散文文

本的细读入手，发掘当代西藏散文的文学特征。
从散文的精神特质来说，当代西藏散文最为突出的即是对

文化地理高原的坚守和对精神高原的坚守，张扬的是极端条件

下的生命意识和边缘位置对苦难的表达与超越。尤其是在物欲

膨胀的社会转型期，西藏散文仍然坚守精神高原的神性。坚持从

生命本身去理解、对话，追求的是道德净化，而严酷的自然生态

和生存环境不是阻碍生命庄严，而是促使超越苦难的方式。
从散文题材来说，当代西藏散文的题材丰富多样，重要表现

内容之一是对西藏城乡、西藏与内地的二元文化格局的呈现，通

过对城市化进程和乡土记忆的表达，反思城市生活的困境和对

原生态生活的反思，凸显的是西藏本土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终落

脚在对人本身的思考上。而“故乡”是西藏散文的关键词，如同湘

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陕西之于贾平凹，对藏族本土作

家而言，西藏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之相关的主题还有童

年、回忆。而对外来作家而言，西藏不是地理意义的故乡，而是精

神家园的原乡。西藏散文的另一重要题材是对生态危机的关注。
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西藏仍然是世

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西藏成为作家们表达对生态和

谐向往的重要寄托，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和内地做着对比，表现出

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体现了守望和谐大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

的生态关怀。
从散文审美倾向来说，当代西藏散文在独特的藏文化意蕴

中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性格。虽然其发展受到了整体散文潮流

的影响，也出现了叙事化倾向，但从内容和风格看都呈现出多样

化的态势。在西藏散文中，处处充满着对自然、生命、坚韧的歌

颂，以及对精神上超拔的追求。
五、当代西藏散文的发展命运

好的散文经得起反复阅读，并承担着精神话题，不管哪种类

型的散文立足点都应该从不同层面上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当代

西藏散文的发展命运，不仅要求自身的变革，也要求散文本体

“向历史的深度、文化的深度、人性的深度发展”。对于当代西藏

散文，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关注在审美转型时期，西藏散文在市场和消费带来的

流俗化倾向中的表现和命运。从西藏散文的创作来看，数量比以

前有很大提高，但必须看到在貌似繁荣的背后，实质上只是产生

了大量的垃圾散文，佳作精品并不多见，对于西藏散文的发展并

无太大益处。这类缺乏思考的流水账的日记散文和无病呻吟的

散文走向的是虚无和空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通俗性

的散文因其贴近生活、平民化、草根化，具有较强的普及性，比纯

文学散文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值得反思的是，如果当代西藏散

文学史与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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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而“感觉到+A+感觉”是因为韵律不和谐，造成语义重复，给

人一种绵延拖沓之感。
三、一致性问题

当然二者也存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语义重复与成分赘余。“语义重复和成分赘余不完全

相同，前者属于语义平面，后者属于语法平面。”“就语义重复和

成分赘余的关系看，有几种情况：一是语义重复且成分赘余，二

是语义重复但成分不赘余，三是成分赘余但语义不重复。”[3]本文

涉及第一种情况：“感受到痛苦的感觉”，“痛苦”已经是“感觉”的
结果了，就无需再把“感觉”加上去，“感觉到快乐”“感觉到幸福”
亦然，但为什么可以说“感觉到幸福的味道”呢？那是因为这里

“感觉”的内容是“味道”，如果认为“感觉到幸福”和“感觉到幸福

的感觉”一样，那我们是否就可以说“感觉到幸福的感觉的味道”
了呢？显然不可以。这就是语义重复。“感觉到幸福”，其中宾语

是“幸福”，若说“幸福的感觉”就画蛇添足了。这就是成分赘余。
第二，违背语言经济性原则。“在言语行为中，可以充分利用

语境、预设、衍推等条件实现经济性。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简短

的语言表达要比冗长的表达能更快地传递人们的意思。同时，省

略使得未知信息成为接受者注意的焦点，从而更有助于加强信息

传递的效果。”[4]比如人们之间的问候“吃了吗？”显然是问“你”吃了

吗，同时吃的也一定是“饭”，那么回答者也会直截了当地回答“吃

了”而很少会说“我吃饭了”。这倒与语义重复有所不同，前者是省

略的一种，加上也不影响句意，但后者加上就造成重复，无疑是语

言不简洁的一种表现，在现代汉语中作为病句处理。

但有一个例外，“感受到家的感觉”可以说，比如：

（5）才真正能够感受到家的感觉，年的味道。
（6）唐细毛感受到家的感觉。
这是因为语言具有任意性，人们相沿习用，久而久之，“家的

感觉”便凝固下来，虽还不能说是实实在在的词，但其意义已经

固化为一种表示温暖美好的代名词。
四、结语

“感受到”和“感觉到”都不能加“感觉”，尽管从句法层面二者

满足动宾原则，但在其语义、语音、语用等层面都存在一定的不合

理性，前者因不具备[-被动]的语义特征，导致不能和“感觉”组合，

后者因韵律的不和谐导致不能与“感觉”组合，同时二者都因其格

式中名词本身就是“感觉”，要么是“感觉的结果”，要么是引发感

觉的人或事物，误用将导致语义问题，从而引发语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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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被这类散文大量占据，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对未来的其发展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是，西藏散文中的游记散文，一部分除了语言文字，还附有

大量图片，文字反而沦为陪衬，作家越来越不需要有深入的观察

力、丰富的情感和凝练的笔致，只要有唯美的图片就可以了。如果

这类图文式的散文也可以算作文学，对于西藏散文的发展来说是

一种退化。散文失去了原有的文学性和思想活力。
三是，寻找人在哪里。综观貌似繁荣的西藏散文创作，大部分

呈现出的是相似的出游、相似的经验类型和精神指向，甚至相似

的话语方式。千篇万篇的西藏散文背后，仿佛站着的是同一个作

者。在散文这种本色写作的背后，却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人。这种困

境并非西藏文学独有，中国当代文学都有这样的困惑。
关于当代西藏散文的文学研究还有很多空白，比如构成当代

西藏散文的文学特质是什么、目前西藏散文创作与批评面临的重

大问题和瓶颈是什么、外来作家群和本土藏族作家群创作的西藏

散文各自呈现不同的特点，其表现和原因是什么，以及西藏散文

的未来走向。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困境：首先，散文

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散文能被解读、被阐释。
有一类散文，需要的是读者以合适的心境去揣摩、感悟，而批评家

无法用理论去套用或微言大义去阐释。对于这类散文，要做的不

是过分去解读，而是挖掘其在文学史上存在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借

鉴。其次，什么样的散文才能纳入研究视野？除了主流评论认可的

一些散文作家，如马丽华、毕淑敏、凌仕江、祝勇等，还有大批西藏

散文的散兵游勇，如果仅以纯文学、意识形态性等标准来筛除，大

量散文就会排除在外。实际上，散文的价值还在于丰富的文体和

广阔的内容，散文的本质应该是自由，没有任何理由将散文的话

语品格规定为僵死的几类。故本课题在严格甄别的基础上，广泛

吸收各类西藏散文，为本课题搭建更宽广的研究平台。再次，散文

作为一种最容易介入的写作，易学而难工，对于散文研究最核心

的问题———散文的评判标准，向来也是没有定论。笔者认同以下

三个散文评判标准：自由性、真实性、文学性。散文的自由性不仅

表现为其体式、长短等的不拘一格，也体现在个人情感的渗透与

独立精神展现。真实性，散文的真实性并非对其“是否虚构”的讨

论，而是着眼于对真性情的展现。因为散文对于作家真性情和人

格精神的展现诉求远远高于其他文体。文学性，这是文学作品评

判的基础标准，失去了文学性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散文不靠故

事和技巧取胜，以上提出的三个标准是对这种无规矩的艺术、最
自由的艺术的致敬。

当代西藏散文是一块资源丰富的宝地，有待更多的有心人

扶持、开发，一方面，需要立足西藏散文文本研究，注重对散文的

阐释，同时将西藏散文研究和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

相结合，通过对当代西藏散文的发展状况、文学表征、类型等进

行系统整理分析，发掘出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散文作家和经典文

本，总结出规律性认识，重新评估当代西藏散文的文学价值，明

确西藏散文在当代中国散文格局中的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需

要有评论家反思当代西藏散文创作的缺失和局限，展望西藏散

文的创作趋势，探讨西藏散文的研究动向，对未来的西藏散文创

作提供借鉴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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