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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僵死在流逝的时间

里，供人凭吊瞻仰，而在于和时间一起奔流，一直

活在“当下”。作为上古奇书、小说始祖的《山海

经》就是一直“活”在后世的最为古老的文学经典

之一，在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长河中，我们都能发

现其精神血脉的存在，《神异经》《十洲记》《博物

志》《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等作品都或多

或少带有《山海经》的流风遗韵，延展着《山海

经》的精神旨趣。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

作家一方面从西方文学中找寻艺术创新的灵感，一

方面返归传统，从《山海经》《聊斋志异》《红楼

梦》等古代文学经典里吸纳养料，尤其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在大力弘扬传统的时代语境下，《山海经》

再次焕发出生命活力，成为作家回归传统、生发创

造的依凭，无论是贾平凹、刘索拉、张炜、陈应松

等人的小说，还是阿菩、桐华、沧月等人的网络玄

幻类作品，抑或是薛涛、萧袤等人的儿童文学，都

对《山海经》多有借镜，由此汇成新世纪中国小说

创作的“山海风”，昭示着《山海经》在中国文学

中的“还魂”和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的创化生成。

在中国文学史上，《山海经》不仅具有文学源

头的意义，而且成为历代文学汲取养料的宝库和新

世纪中国作家追捧、效仿的经典。然而新世纪小说

领域“山海风”劲吹的这一创作现象目前在学术界

尚未引起足够注意。基于此，本文试图多方考察新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山海风”创作现象及其特征，

把握新世纪小说致敬《山海经》的多种方式，管窥

新世纪小说的文学趣味，揭示文学经典价值升华的

奥秘和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使命追求，深入思考当下

中国文学如何与传统对接、古老的文学经典如何实

现现代转换等问题。

一 新世纪小说致敬《山海经》的
  几种方式

有人说，“文学史是一段技艺传承与创新的历

史”［1］，从后世文学作品的每一个“零件”上，我

们能够辨认出来自不同时代、出自不同名匠之手的

烙印。正因如此，经典总是置身于一个庞大的谱系

之内，世代传承，绵延不绝。在新世纪初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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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中国作家将《山海经》视为文学的典范和创作

的圭臬，将其文学精神发扬光大，创作出一些带

有《山海经》印痕的小说，比如刘索拉的《女贞

汤》（2003）、贾平凹的《老生》（2014）与《山本》

（2018）、陈应松的《还魂记》（2016）、薛涛的“山

海经新传说”系列（2004）、萧袤的“童话山海经”

系列（2017）、阿菩的《山海经密码》（2011）、何

催的《山海经 .1》与《山海经 .2》（2006）、沧月

的“镜”系列小说（先后问世于 2005 — 2007 年）、

果果的《花千骨》（2009）、桐华的“山经海纪”

系列——《曾许诺》（2011）与《长相思》（2013）

等小说，在文坛刮起“山海风”。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作品都是致敬《山海经》的产物。

那么，新世纪的中国小说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致

敬《山海经》的？抑或说，新世纪的中国小说在和

《山海经》发生叙事关联时体现了什么样的特征？

这是本文首先要探究的问题。我们发现，在新世纪

初期的中国小说中，作家们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延展

着《山海经》的精神遗风，归结起来，其方式主要

有如下几种：一是碎片截取《山海经》，在远古背

景中“故事新编”；一是将《山海经》中的形象与

当下社会生活对接，在现代背景中思接千古；一是

沿用《山海经》“殊方异物”的想象模式来构建异

境、异物等奇异形象。几种方式看似泾渭有别，实

际上殊途同归，显示了中国新世纪小说对《山海

经》精髓的吸纳和创造性转化。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故事新编体”小说

的开创者，他取法《山海经》《列异传》《太平御

览》等典籍文献进行小说创造，写出《补天》《奔

月》《理水》《铸剑》等 8 篇作品，结集成《故事新

编》，为后来的作家如何取法古代素材进行创作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在新世纪小说创作

的“《山海经》热”中，也有作家奉行“故事新编”

的创作理念，从《山海经》中“取一点因由”，另

撰新篇，其小说大多以远古时代或较为宽泛的古代

为背景，去构设、铺展故事，故事内容实际上是以

《山海经》为生发点而新造、重写的玄幻传奇。在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阿菩的《山海经密码》、

何催的《山海经 .1》与《山海经 .2》、桐华的《曾

许诺》与《长相思》等小说。

在阿菩的《山海经密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

者从《山海经》中截取素材来构设的异兽形象，诸

如九尾狐、窫窳、肥遗、蛊雕、驺吾之类，还有迷

榖、扶桑、箨草等奇异植物，但故事内容却有全新

的设定，小说写的是夏末商初，商王朝的王孙——

一个叫有莘不破的少年为了自由而闯荡蛮荒世界，

在游历神州期间遭遇各色人、神、兽，经历了一

场又一场的热血交战的故事。何催的《山海经 .1》

《山海经 .2》，也抓取《山海经》中的人、神、动

物等元素构造出形象鲜明、情节完备的神奇故事，

讲述中央大陆南华国太子子唯率领双头骄虫人、长

臂人、犬戎人、夸父人、羽民人等奇异种族和军队

四处征战，拯救五个大陆的故事。类似的作品还有

唐七公子的“三生三世”系列小说（《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三生三世枕上书》），从其青丘、大荒、

招摇山等地名与九尾狐、穷奇、巴蛇等形象，到其

四海八荒的故事背景，都可找到它们与《山海经》

丝丝缕缕的联系。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凭借不羁的

想象对《山海经》进行故事“新编”或神话“重

述”，生动再现了上古时代的山川地理、风云争战

以及人神兽错杂的世界图景。

桐华的《曾许诺》《长相思》也化用了《山海

经》中的形象来故事新编，比如少昊、蚩尤、颛顼

等人物，还写到了毕方鸟、朏朏等动物。但从《曾

许诺》《长相思》的主题内容看，它们不过是以上

古时代为背景的言情小说，作者实际上是借用《山

海经》中的一些元素来“讲自己心中的故事”。其

中，《曾许诺》叙写的是远古时期神农、轩辕、高

辛三族的斗争以及主人公儿女情长的故事；《长相

思》讲的是蚩尤与西陵珩所生的女儿小夭与九尾狐

族族长涂山璟、神农义军将领相柳、表哥颛顼几人

之间的恩怨情仇。两篇小说通过爱与恨的纠缠、家

与国的羁绊探讨了爱情与家国情的关系，展现了人

性的丰富与复杂。“山经海纪”系列小说不仅拥有

特定的主题，也对《山海经》中的一些形象作了重

新定义，比如把蚩尤写成为了爱情放弃江山的“英

雄”，把黄帝写成为了权术不择手段、阻碍他人幸

福的“丑恶之徒”；相柳在《山海经》中是死于禹

之手的凶神，而在《长相思》中相柳被塑造成一个

外冷内热、虽狠毒但同时又讲求忠信与情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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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这些形象刻画，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在这类以远古为背景的“故事新编”之作中，

作者撷取《山海经》的一鳞半爪而随意点染，施展

强大的想象力演绎远古时期的神奇故事，作品充满

玄幻色彩，尽管其人物、事件不一定是《山海经》

中原有的，故事天马行空，但因为所描摹的远古的

山川地理、风物气象、人物神采与《山海经》相贴

合，倒也极具魅力。而从其深层内蕴来看，这类作

品亦有着厚重的落点——对权力争战、人性、精神

孤独、爱情命题的思考，有着“寄托现代的情感价

值及人文精神”的特点［2］。其文学史的意义则在

于，作家们在接续鲁迅的“故事新编”文学传统的

同时，实现了与文学经典的对话及经典的创化。

除了“故事新编”，新世纪小说致敬《山海

经》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在当代背景中思接千古，

以“穿越”情节完成古代和当下生活的交集、对

接，由此构织出精彩耐看的小说，薛涛的“山海经

新传说”系列、萧袤的“童话山海经”系列小说就

是如此。儿童文学作家薛涛抓住从远古飞来的“幻

想之鸟”，在新千年初期推出“山海经新传说”系

列小说，即《精卫鸟与女娃》《夸父与小菊仙》《盘

古与透明女孩》。“山海经新传说”系列小说将远

古传说与当今时代小学生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嫁

接在一起，讲六年级男生小瓦和小当因为找到梦中

那条流光溢彩的胡同，进而在奇幻的时空中穿越，

遇到了精卫填海中的女娃，在其后的经历中又与夸

父交往，还通过发光的胡同来到奇怪的游乐园，见

到透明女孩，知道了盘古的秘密。在一次次冒险与

危机中，他们不断得到磨砺与成长。小说“以奇幻

的思维，打破时间与空间、幻想与现实的界限，将

中国古代神话‘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盘古开

天’的故事融入到当代少年的生活之中，创造出一

片古老而现代、绚烂而神秘的奇异世界”［3］，并在

亦真亦幻的故事中，揭示了勇气、友谊、信任的重

要性。萧袤的“童话山海经”系列也以《山海经》

中的元素为酵母，以贴合儿童生活、思维的方式写

成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并注重向儿童传递真善美的

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比如《风伯》赞扬了风伯关注

民生的品德，《巴蛇》批判了人性的贪婪，《土里蹦》

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使得“童话山海

经”系列成为“反本开新，再造经典”［4］的重要

尝试。这些小说，不仅描摹出美好的幻想世界，反

映当代青少年的生活，而且对《山海经》进行现代

诠释，把《山海经》神话的精髓作为精神资源传递

给当代读者。

新世纪小说还有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致敬《山海

经》的方式，那就是沿用《山海经》“殊方异物”

的想象模式来构建异境、异物等奇异形象。《山海

经》给人印象最深的也许要数它所写内容的“奇”

与“怪”，其殊方异物的描写和海外奇思不仅催生

了《神异经》《十洲记》《镜花缘》等古代文学作

品，也刺激了新世纪作家的异境想象，促成了多姿

多彩的异境构型和异物形象的诞生，极大地强化了

文本的艺术魅力。

在新世纪小说的异境构型方面，最引人瞩目的

异境形象有刘索拉《女贞汤》中的大岛、女人寨，

张炜《鹿眼》中的“仙岛”，沧月《镜·双城》中

的伽蓝城、无色城，贾平凹《山本》中的秦岭腹

地，等等，它们都是在《山海经》的启迪之下想象

建构的绮丽异境。它们不仅远离尘嚣，而且神奇怪

异：大岛是“公元四千年后”的一个远离尘世的海

上岛屿，那里常年“紫气缭绕”“花气醉人”；“女

人寨”则是古树蔽日、仙鹤起舞、“奇花异草喷香”

的世外仙境；“仙岛”“长满了各种树木和鲜花，泉

水清亮甘甜，是个真正的仙境”，令人向往；伽蓝

城在水上，是云荒中心，城下堆积着数以万计的死

尸白骨；无色城在水下，十万空桑遗民沉睡于这个

水下鬼域不见天日。这些思接天外、充满想象力的

异境构造无疑带有《山海经》的流风余韵，对现代

人而言别具意义，这类陌生化的想象空间“完全超

越了现实世界而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相对完善的艺

术空间”［5］，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类渴望超

越现实局限的愿望，也常常使读者徜徉在光怪陆离

的文学世界中，而暂时忘却现实、获得审美满足。

异境之异，还在于它常常生长或存在着奇异之

物，比如张炜小说《鹿眼》中的海上“仙岛”不

仅居住着美丽善良的小海神，还有会表演口技的

八哥，会忍术的乌龟。刘索拉《女贞汤》中的大

岛更是充满着奇异之物，那里有烧了吃可生贵子的

红眼鸟，有哀鸣如婴儿的美人蛇和时常爬上岸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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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龟，还有吃了起淫欲的无叶花与尸草。贾平凹

《山本》中的秦岭腹地，也有着奇特的动植物，比

如“身子的二分之一都是脑袋，脑袋的二分之一又

都是眼睛”的黑猫、有着“人面的花纹”的蜘蛛、

“头和脸像猫，耸着双耳叫”的怪鸟鸱鸺、叶子熬

了汤喝能治病的七叶子树、男人吃了能壮阳的“隔

山撬”，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眼界大开。这里，

作者对殊方异物的神奇形象及其超凡效能的描绘让

人想起《山海经》对动植物功能作用的奇异想象，

比如“食之宜子”的鸟、食之“美人色”（使人漂

亮）的草和食之不嫉妒的兽，等等。

在《山海经》中，异人异物的想象呈现出原始

思维的特点——其奇异形象大多出于“异体合构的

野性思维”［6］与想象，比如人面虎齿豹尾的西王

母、人面鸟身的句芒，等等。除了“异体 / 异类合

构”的想象外，《山海经》中的奇异形象还通过肢

体增减的想象来加以构造，比如九尾狐、三头鸟、

一臂人，等等。而在新世纪的小说中，也可见到不

少基于异类合体和肢体增减想象的异类形象，比如

陈应松的《还魂记》中的无臂女孩、双头婴，《山

本》中的双头龟、三条腿的兽、长着人牙的鱼等。

莫言《嗅味族》中的长鼻人、张炜《刺猬歌》中的

混种人更是另类奇异，“长鼻人”的鼻子只有一个

鼻孔，他们不需要吃食物，只需要用鼻子嗅食物的

味道就可以填饱肚子。张炜的《刺猬歌》写到，几

乎所有的棘窝村人和海边村子里的人，都是人与动

物或人与海洋生物杂交而产生的“混种人”，这些

混种人通常拥有直接与动物或植物沟通的能力。

如果说《山海经》对殊方异物的异体合构的想

象，体现的是原始先民物我混沌一体的观念意识的

话，在当代作家那里，对殊方异物的异体合构的想

象，则意味着独特审美趣味的彰显，并辅助作品的

主题表达，比如陈应松《还魂记》中的无臂女孩、

双头婴形象有反思人的异化的深刻寓意；《嗅味族》

中的“长鼻人” 这一神秘形象寓含着饥饿年代人们

的一种幻想，即幻想着用嗅觉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

需求；张炜《刺猬歌》则通过混种人的故事不仅表

达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也揭示了特定时代

人们的贫穷状态。

不管是“重写”《山海经》，还是借助《山海

经》来作文学的生发点染，沿用《山海经》“殊方

异物”的想象模式来打造奇丽的文学世界，新世纪

小说的“山海风”显示了中华文学经典《山海经》

超越时空的巨大生命力，作家们借由《山海经》努

力开拓着与时代结合、与元典接轨的想象空间，探

索着中国文学的腾飞之路。

二 《山海经》何以成为中国作家
  师法利用的宝典？

近年来，新世纪小说的“山海风”势头强劲。

《山海经》何以成为中国作家师法利用的热点？这

是我们需要厘清的又一重要问题。我们发现，当代

作家之所以对《山海经》青睐有加，与学术界对

《山海经》价值的重新发现、作家对《山海经》的

审美认同以及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等因素

不无关系。

现代学术对《山海经》多元价值的发现和经

典地位的夯实可谓贡献卓著。在中国文化史上，

《山海经》曾因“侈谈神怪”“百不一真”而被视

为“异类”，其价值受到质疑。最早论及《山海经》

的司马迁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

余不敢言之也。”［7］不过，在汉代，自刘歆校订

《山海经》后，《山海经》的影响有所扩大，人们开

始注意到《山海经》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朝

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

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8］。

而“文学大儒重新重视《山海经》的思维方式和世

界视境”［9］，则成为文学领域志怪之作渐次兴起的

一个信号，带动了《山海经》对志怪文学的影响。

其后，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对《山海经》

多有肯定，反映出魏晋时期人们喜好谈神说怪的时

代风气。明代的胡应麟视《山海经》为小说鼻祖，

清代的纪昀等人编纂《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收

入子部小说家类，则不仅从个人的角度判定了《山

海经》的“小说”类属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

了《山海经》的文学地位。不过总体来讲，古人尚

未充分认识到《山海经》的多元价值。直到进入

20 世纪以后，现代学术才弥补了这一遗憾。

早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等学人在学术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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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现出对《山海经》的倚重，“王国维在考证殷

人的高祖王亥，杨树达、胡厚宣在考评卜辞的四方

神名和四方风名时，都从《海经》中发掘出所依据

的必要资料”［10］。而鲁迅有关《山海经》的“古

之巫书”说和茅盾评说《山海经》的“中国神话

总集”说则确立起《山海经》“作为文化元典的性

质”［11］。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由于时代的原

因，《山海经》淡出学术视野，但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山海经》好像一块多棱的宝石，人们从

不同角度看到了它不同的光彩，《山海经》研究逐

渐成为显学，以袁珂为代表的学者开启了当代《山

海经》研究的新里程，叶舒宪、萧兵、马昌仪、刘

宗迪、陈连山等学者从地理学、历史学、神话学、

人类学、文学等维度探究《山海经》，产出了卓有

新见的学术成果，这不仅反映着学术界对《山海

经》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夯实了《山海经》的经典

地位。在学者们所作的多元阐释中，《山海经》的

“文化价值迅速攀升”［12］，成为地位无可撼动的中

国文化元典。与此同时，《山海经》的各种绘本图

册和白话译本也纷纷问世，使《山海经》的时代影

响得到充分扩展。

伴随着现代学术对《山海经》多元价值的发现

和经典地位的夯实，中国作家对《山海经》产生了

高度的审美认同，以至于“诗家和文人，不读《山

海经》，是‘不可想象’的”［13］。与此同时，为

了强化作品的艺术魅力、增加其作品的纵深度和

文化含量，作家们开始亲近《山海经》，把《山海

经》当作挖掘的富矿，他们不仅对《山海经》潜心

研读体悟、推崇有加，而且将《山海经》视为师法

的榜样和加持作品内涵、新意的砝码。贾平凹说，

“《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14］，为

了写作长篇小说《老生》，贾平凹反复阅读《山海

经》，也正因喜欢《山海经》，他在《老生》中植

入了《山海经》原文。在近作《山本》中，他又仿

效着《山海经》去写秦岭的草木记和动物记，他

说：“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

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

岭的动物记吧”［15］。作家陈应松也对《山海经》

津津乐道，他说，“大家可以读读《山海经》，这也

是中国小说的始祖，那里面的故事，无论它多么古

怪，多么荒诞不经，但从虚构小说的意义来讲，其

高超的气象与境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16］。

陈应松的小说《还魂记》彰显着《山海经》怪力乱

神的言说传统和奇情异想。刘索拉的《女贞汤》也

从《山海经》中找寻创作灵感，她说：“我喜欢看

这方面的书，比如《山海经》，它跟地理书似的，

但又不是完全一个地图，那些文字描写是很有想象

力的”、“如果你读我的最新小说《女贞汤》，你会

明白我在说什么”［17］。作家阿菩对《山海经》的

浓烈兴趣不仅驱使他反复研读《山海经》，而且产

生了重写《山海经》的宏愿，他说，“我本人是非

常推崇中国神话的”［18］，“我想用好看的小说形式，

把《山海经》重写一遍”［19］，为了写作《山海经

密码》，他“查找了上千万字关于《山海经》以及

夏商之际的历史史料”［20］。言情小说作家桐华则

根据《山海经》创作《曾许诺》《长相思》等小说，

深受读者喜爱。薛涛的“山海经新传说”系列则采

用儿童幻想文学的形式向《山海经》致敬。从上

述作家的夫子自道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山海经》

有着让作家们服膺的文学文化气质与审美想象，他

们的“山海风”小说充分表征着《山海经》的文学

精神，并在经典养料的汲取中获得丰赡与华美。

当然，新世纪文学中的“山海风”的盛行，也

与国家话语的支持和时代对文学的要求相呼应。改

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正面地认识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视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

文化资源。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国家话语更是

将传统文化定位为“复兴”“弘扬”的对象，党和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比

如 2006 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

经典、技艺的传承”［21］，同一年，《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充分挖

掘利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推介经典

名作，引导人们在欣赏品读中受到民族优秀文化和

传统美德的熏陶”［22］。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以“传承发展优秀

传统文化”为重大国策，并对文艺创作提出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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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要求作家要“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

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

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23］。

可以看出，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在党和国家

的支持和主导之下，传统文化的复兴已不是一个空

泛的口号而成为文化政策和我国的文化发展方向，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时代性的命题。

与这一时代语境相呼应，作为讲述“中国故

事”、传递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的中国文学，

自然要肩负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这在

一定程度上激发起作家对《山海经》《聊斋志异》

等传统文学经典的追步热情，贾平凹说，“我要写

一本新的书，从新解读《山海经》”［24］，于是有

了长篇小说《老生》。《老生》全书由四个故事构

成，每个故事的开头和中间都援引《山海经》中的

原文，并作相应解读，“通过一个《山海经》，贾平

凹几乎是将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接续起了中华民族

的史前史”［25］。贾平凹其后推出的《山本》，也借

用《山海经》写山川地理风物的方式来写作“秦岭

志”。除了贾平凹，亲近传统文学经典的作家大有

人在，比如莫言就“借着蒲松龄的鬼魅魔影和马尔

克斯的神奇现实，演起他自己的戏”［26］，“70 后”

作家赵志明则宣称，“我现在一直在断断续续写志

怪小说，中国传统文学里这类宝藏很丰富，从《山

海经》到《三言二拍》，再到《聊斋志异》，值得

重新写一遍的事太多了”［27］。新世纪以后，化用

《山海经》的神话、人、兽或者以其为背景来写作

的网络小说更是数不胜数，甚至出现了“几乎所有

的网络小说都要取材《山海经》”［28］的盛况。贾平

凹、莫言等作家的小说在形象地展现国家和民族的

历史、文化积淀与精神追求的同时，也借助对《山

海经》等文学经典资源的取法，实现了与祖先的对

话以及对传统的弘扬与回归。

三 新世纪小说结缘《山海经》
  的意义与启示

新世纪小说结缘《山海经》，有着多方面的意

义与有益的启示。从文学层面来看，新世纪中国小

说中“山海风”的劲吹，昭示着中国作家创新突围

的路径。在创新日益艰难的今天，中国作家该如何

重新激发描摹中国的想象力？在视觉文化盛行、影

像文化成为时代宠儿的图像时代，以语言为载体的

小说的状物写景、描图画色的功能，已经受到了严

峻的挑战，作家又如何守住小说的领地，创作出独

具色彩、形象的作品来？这些是当今作家无法回避

的问题。在此，《山海经》为新时代的作家提供了

创新的灵感，作家们返回古代文学元典中去寻求素

材及灵感，借助《山海经》的神话传说和灵异思维

打开了新世纪小说的新境界，由此建构出一种带奇

幻色彩的文学模式，这无疑是一种突破性的文学尝

试，对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与此同时，取法《山海经》的《山海经密码》

等网络小说的成功，也为提升我国网络文学的素

质、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新世纪以

来，我国网络文学正处于从亚文化类型向主流文化

转型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网络文学若要保有其

生命力和文化价值，必须超越商业化的拘囿，注重

品质提升。而这既需要强化艺术性，也需要以文化

来“加持”作品内涵。在这一背景下，回望传统成

了网络小说家们的重要选择，“网络文学作家在中

国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宝藏，逐渐

与中国古典文学建立了特殊关系”［29］。先秦宝典、

上古神话的烛照成为网络仙侠、玄幻小说的普遍现

象，网络文学将神怪故事与《山海经》元素结合起

来，“为幻想找到了‘思想’的底座”［30］，这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所持的“网络文学思

想艺术含量稀薄”的成见。

对《山海经》的回归，也为当代作家如何在中

西资源间平衡、兼收并蓄以保持中国文学的民族

性与独特性带来了启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

国作家曾经大胆吸收丰富的异域资源，但他们并

不盲从异域文学，也不曾忘却自身的文学传统与

文化血脉，正如作家刘索拉所说，“越是了解异国

文化，越是懂得欣赏和挖掘本土文化”［31］。儿童

文学作家薛涛也说，“一个中国的写作者只能把自

己安放在本民族的文化中”［32］。作家们深知，中

国文学不能仅靠喝洋奶长大，本土的养料是更为

重要的成长基质，这不仅关涉到中国文学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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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状，更关系到它的未来。所以，他们在积极

对外借鉴学习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从中国的传统

资源中寻找根脉与养料。比如阿菩的《山海经密

码》虽然对《魔戒》等西方奇幻文学和日本动漫

的技法经验有所汲取，但却是以《山海经》作为

故事底盘与精神根基的；桐华的《长相思》与果

果的《花千骨》虽然不乏西方吸血鬼文学的影子，

但更多彰显的是《山海经》等中国经典的精神流

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贾平凹、刘索拉、阿菩、

薛涛等作家的创作，通过致敬《山海经》的方式，

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实现了对《山海

经》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也对中国文学魔幻叙事

的本土化之路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新世纪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取法《山海经》也是

其文化自信心的一种体现。从西方文学来看，西方

文学有古希腊、罗马史诗和《圣经》为其文学、文

化的源头，在我们中国则有《山海经》这一包罗万

象的奇书作为文学的源头和文化元典，这足以让我

们在这一价值论与文化认同感的基础上，建构起

不同于西方的神话学模式和文学图景。无论是贾平

凹写作“秦岭志”的尝试、阿菩试图打造“中国神

话帝国”的雄心，还是刘索拉、陈应松等作家追步

《山海经》的审美情趣的创作实践，都充分体现了

中国作家的文学价值取向和民族文化自豪感。

从经典传承方面来看，新世纪小说的“山海

风”有助于实现传统文学经典的生命接力与精神再

生。在文学边缘化、经典阅读趋于终结的今天，文

学经典似乎已走到日暮黄昏的时期，作家对《山海

经》的呼唤和重新演绎复活了经典，使作为历史流

传物的经典文本获得时代的生命，这不仅彰显了经

典不可磨灭的价值，使人们重拾对经典的兴趣，也

有助于抵制消费文化时代带来的文化快餐与文化泡

沫，让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优质因素与精华如沙

中烁金般闪现，照亮我们的生活。

我们既要保持文化血脉，还要使优秀的经典与

传统文化精神服务于当代，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思

想的对接和融合。《老生》《山海经密码》等小说在

亲近古老的经典时，也有关于人情、世态的描写，

并融入了与新时代相契合的思想内涵。大量的创作

实践表明，新世纪作家以远古映照现实，或者借由

《山海经》的一些元素来演绎自己的故事，推动了

对古典文学的探寻和价值转化，他们对《山海经》

的利用不是简单的“炒冷饭”，而是以更加开阔的

视阈开掘民族文化的巨大潜能，去寻求民族文化的

价值与精神资源。

而从读者来看，《山海经》式的荒远叙述总是

怪异而迷人的，“为什么荒远就会怪异呢？这和人

的认识局限有关。大凡不易了解的事物就容易在

想象中怪异化，而司空见惯的近处事物则不会如

此”［33］。 而怪异往往又会带来陌生感、神秘感和

惊奇感。新世纪的“山海风”小说在满足读者的

好奇心、扩展其见识的同时，也幻化出一片可以

让心灵自由飞翔的天地，使其远离尘世的喧器，

找到心灵休憩的园地。更进一步讲，新世纪初期

那些承续《山海经》文学风格的小说不仅新奇好

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激发读者内心深处的

文化、生命记忆，因为“小说中那些奇幻诡异、

古灵精怪的生命意象或许就是人们最深层的生命

记忆与最原初的生命感知”［34］。而《老生》中对

《山海经》的解读、《山海经密码》中大量的知识

性注解，无疑强化了小说的知识内涵，亦可深化

读者对《山海经》的认识与理解。

当然，在当代文学对《山海经》等古代文学经

典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传统追步成风的时候，我们也

应该保持必要的清醒。在当今时代，作家如何在民

族文化的长河中望星追月，忧近思远，与时俱进，

创造新的文学奇迹，是需要思考和付出艰苦的努力

的。在取法古代文学经典的过程中，作家们也要警

惕一窝蜂地打古典牌、对古代文学经典过度消费的

现象。作家须真正领悟《山海经》等文学经典的精

神内涵与艺术魅力，找到有效对接古代文学传统的

方法路径，这是作家们所应谨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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