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后”写作的三重研究视野
金理

与其它代际符号一样，
“80 后”这个概念在学理上并不具备太充分的正当性。它最早的
出场，和商业炒作、文学批评命名的无力、对于“断裂”的渴求等密切相关，而现在也许更
能看清楚当时这场华丽的出场仪式其内部的混乱、暧昧与尴尬。尽管最初在这面旗帜下集结
的年轻写作者暴得大名，尽管在市场上一度风生水起，但“80 后”这一代迄今依然没有在
清晰而有效的美学经验上，落实其文学贡献。这其中，研究者同样难辞其咎。
曾看过一篇报道，据说被认为最真切地表达出“80 后”生活状态和经验的作品是《奋
斗》
、
《蜗居》
，赢得万人空巷的效果（电视剧在今天的成功毋庸置疑）。其实这些作品的作者、
编剧、演员都不是“80 后”
，有网友总结过这样一个等式——“50 后导演+60 后编剧+70 后
演员=80 后生活”
。我当然不是说“80 后”的经验只能由“80 后”来表达（文学经验原是可
以在不同代际间渗透）
，而是奇怪为什么有如此强大市场号召力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仍
然是一个被命名、被代言的群体？这实在是一个悖论：一方面“80 后”写作如泡沫般膨胀，
但同时这样的写作是否将自我一代人的经验有效表达出来了？何以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认
同？其它方面我不敢置喙，从自身来讲，文学专业读者和年轻的研究者在很长时间里并不太
在意同龄人的文学。

一 文学批评的视野
有一次编自己的一本批评集，大概从 2004 年前后，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成为我的一项
基本作业，但是我发现，我最初的讨论对象，都是王安忆、贾平凹、莫言、余华……这些已
经完成初步经典化的人物，我很少会去关注比如韩寒、张悦然、笛安……我想原因一方面是
当时还没有确立追踪同代人创作的自觉，另一方面也出于某种功利意识：如果我以这些年轻
人为讨论对象，文章很难发表。最近我还碰到一位朋友，她读现当代专业的研究生，论文开
题，她提出的研究主题是“80 后”写作，结果导师建议她换个题目，导师的意思是：即便
我这里能通过，这样的论文也无法在你日后去高校找工作时作为一块有分量的“敲门砖”
，
用人单位的学术委员会一看你研究的是“80 后”，第一感觉就是含金量不够啊！这确实是很
多前辈、专家、理论刊物编辑们的一个共识：
“80 后”写作只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但它具备
研究的可能吗？在惯常的理解中，文学批评是文学史或者说经典化的第一道“滤网”，“80
后”文学值得研究者积极地“跟进”吗？
我觉得这里面存在误解。从研究者自身的意识来说，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独立的艺术”
，
并不就完全以服务文学史为终极目的。我们都承认《咀华集》是批评史上千古不磨的珠玉。
在评《鱼目集》的一文中，针对《断章》中著名的句子“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
，李健吾下了评断：
“还有比这再悲哀的，我们诗人对于人生的解释？都是装饰……
但是这里的文字那样单纯，情感那样凝练，诗面呈浮的是不在意，暗地却埋着说不尽的悲
哀……”1 这番意见立即被卞之琳指为“显然是‘全错’”，“我的意思也是着重在‘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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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我翻阅案头几部常见的文学史著述，在提到《断章》的章节内，基本上都围绕“相
对相亲、相通相应”展开，很少会顾及《咀华集》所提供的判断。也就是说，李健吾的批评
意见，也许并未进入后来文学史的主流叙述，但是，有谁能否认《咀华集》的地位呢？没有
转化为文学史有效积累的文学批评，依然有可能是杰作。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同时
代性”
，它携带着新鲜的问题意识，关注创作中“可能性的萌芽状态”。这样的工作方式，最
适合去追踪年轻人的创作。
文学批评一方面需要及时追踪的视野，另一方面也需要“火中取栗”的能力，因为今天
的文学环境早已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2013 年，我读完一个“90 后”的长篇，篇幅一共二十多万字——冬筱《流放七月》。并
不是说小说写得多好，其实里面集中了不少当下青春写作的通病。然而特殊之处在于，小说
采用了两条推进线索，一方面写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探究历史之谜——文学史
上的七月派，当时的年轻诗人们如何在抗战烽火中聚集，如何在 1950 年代被投入炼狱……
小说单行本的封底照例印着一些推荐语，其中一个推荐人这样说：
“我在冬筱身上看到了他
与现下‘90 后’作者非常不同的地方。 他选择了一个较为严肃的题材与青春衔接，那就是
‘历史’
。在创作上，他不盲目追逐流行，而是沉下心，回望了一段沉痛的历史和一群在历
史中伤痕累累的诗人。”说得很贴切。由此我会原谅这个年轻作者笔法的煽情甚至滥情，当
理性的历史反思能力可能还不成熟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一种创伤性的体验去沟通、去共感
他的前辈们在历史迷雾中的累累伤痕。这个“90 后”作者本人就是七月派的后人，联想到
相近的时间段里牛汉、化铁先生的辞世，感觉好像是文学传统的薪尽火传。但我们需要注意
的是，
《流放七月》最初是在《最小说》上连载，单行本由“最世文化”、长江文艺推出，我
上面引述的那段推荐语，就出自郭敬明。
前几天，我读到一篇科幻小说《单孔衍射》，作者刘洋巧妙设计了时空传输和时间壁垒，
在极限情境中，人类社会迅速实现了“世界大同”，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夜之间终结。小说给
我很大震撼，因为在目前一般主流的文学刊物中已经很少看到对于人类社会“远景”的想象。
这篇小说原发刊物是《文艺风赏》
，由笛安主编、郭敬明推出的主题书。我赶紧买来这一期
翻阅，更大的震撼随之而来——这一页上在肆意鼓吹《小时代Ⅰ》《小时代Ⅱ：青木时代》
“闪耀大银幕”
，不由得让人感慨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旁边一页上一位年轻的科幻作家正
激进地想象着如何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如此针锋相对的两股力量悖谬地扭结在一起！而扩
展一点看，当下中国科幻年轻一代的作家中最优秀的几个——比如飞氘、陈楸帆、宝树——
都是郭敬明旗下签约作家。
我上面举证的小说，就题材而言，一篇关于历史，一篇指向未来，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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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不断在刷新我的文学想象。他真的那么简单？犹如一位君王，郭敬明傲然统领庞大的
国土，重峦叠嶂路转峰回，但这也许并不是单一、均质的空间，甚至内部孕育着对冲的力量，
而“他的国”与其它国家毗邻处暗流涌动。肯定有朋友会觉得我少见多怪：郭敬明是商业资
本的代表，商业资本肯定吞噬一切的，什么东西“为我所用”就吸纳招安什么。——是不是
结论到此为止？对于郭敬明个人的文学风貌我依然维持原先的判断，甚至这里感兴趣的不是
郭敬明帝国疆域的高低起伏，或者他的“统治术”，而是在面对“他的国”时，我们自己的
选择，我们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在哪里？能不能抛弃先前简单的成见，在森然的对峙之外，勇
于“入室操戈”
。尤其是，当冬筱这样的作者出现的时候，当那些写作科幻的年轻人在商业
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一块回旋的余地的时候，能否感知到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
种“借水行舟”的尝试？我们经常喜欢把文学分类，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类型文
学……其实重要的是，这些文学版块的内部以及版块的缝隙间，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
空间，尽管目前这些空间也许还很暧昧、不稳定1，但我想，这正是文学批评在今天的出发
点。

二 文学史的视野
前段时间有位媒体的朋友就“80 后”写作来采访我，他拟好的提纲里有一个问题是：
当下“80 后”作家群，似乎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具备市场意识：关注作品的销量，在作品大
卖后还会跟进一些衍生品。我的回答是，这一点不新鲜，如果回到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青年
们利用、经营现代出版的经验，比如巴金、施蛰存、赵家璧等等，足以让今人汗颜的。只不
过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今天可供利用的阵地更新颖、多元，比如韩寒会推出 APP 阅
读应用“ONE·一个”。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生，我想他们
也会利用网络、微博发表诗歌、推广小说，一点不稀奇的。关键的问题是，当你在介入这个
市场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想？是仅仅满足于获取利润，还是借此传播、扩散自己的人
文理想和精神能量。
艾略特说过，新鲜的艺术品在加入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所联合起来形成的“完美的体系”
后，
“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
“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2。
在讨论今天的“80 后”写作时，论者往往关注的是异质性的“修改”
（比如借助网络等新兴
媒体，以及畅销书式的生产流通方式，与先前“作协—文学期刊”的体制有很大区别等）
；
但艾略特告诉我们，
“修改”只有置于与“整个体系”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描述，其实就是提
醒我们文学史视野的重要性。对“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敏感，但同时
也不要迷信代际的标签；一方面，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来及时追踪、把握年轻人创作中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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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因素，与此同时，将此“新变”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辨识它的文学源流、确认其
价值。经由上述两方面辩证地理解“80 后”文学的“变”与“不变”。
谈到“变”与“不变”，我想介绍一下自己近年来正在展开的一个研究课题——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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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流变 。我们知道，青春文学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2。晚清小说中的革命少年、
鸳蝴派笔下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
“五四”新文学中的“青春崇拜”、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中的
“新人”形象、知青的“青春祭”
、王朔笔下大院里的孩子、苏童笔下阴郁颓靡的南方街道
上黏稠的“少年血”
、
“像卫慧那样疯狂”的上海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笔下的“80
后”…… 青年人的形象与声音在文学史上不绝如缕地回响着。由此我想集中讨论这样一个
问题：青年人形象在文学中的建构，或者说，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象自我。这就需要借
助文学史的纵向比较、前后沟通的视野：哪些问题值得往前追究？这些问题在当时如何发
生？如何愈演愈烈地延续至今，或者今天的青年人（比如“80 后”
）创作中出现了什么新现
象？
举个例子，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可与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
行》作有趣的对照：两位不同年代的青年作家初登文坛时都选择类似“公路小说”的形式来
表达“成人礼”的主题。首先，两部小说所呈现的“自我发现”，其实都萦绕着挥之不去的
创伤体验。韩寒的小说里，
“我”少时的偶像丁丁哥哥“死于那个六月”。而余华讲述的是十
八岁的“我”遭遇了荒诞、暴力和背叛，最终在退回内心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自我。在“陌
生环境的恐慌旅程”中不断遭受巨大的震撼冲击，这也许可以上溯到中国现代意识的起源时
期；比如在米列娜、唐小兵等学者看来，在历史创伤与恐惧中形构主体意识，恰恰是吴沃尧
《恨海》
（1906 年）这样的作品为中国现代小说所确立的典范意义3。
其次，在创伤体验中诞生的自我意识很有可能走向困局。以《十八岁出门远行》而论4，
这一“自我”生成中内置的危险是：当“我”最终蜷缩在卡车里体会着“暖和”的内心世界
时，很有可能，一个行动的主体也消散了，同时萎缩的，还有这个主体在现实世界中实践自
由意志、展开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外部世界充斥着荒诞、暴力和背叛，
“我”曾经做过抗争，
很不幸失败了，这一次失败就封存了主体继续行动与抗争的意义，
“我”只有退回到自己的
内心之中，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
“我”才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与退回内心同时发生的，
也许是萦绕着创伤记忆而对公共生活不由自主的回避；这道退守的轨迹，似乎预示着 1990
年代围绕着个人意识的社会精神生活的转折。不过，这只是隐伏的“走向”之一，并未“终

1

该课题的初期成果，可参见拙著《历史中诞生：198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复旦大学出
版社 2013 年 7 月。
2
赵园：
《艰难的选择》第 220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9 月。
3
唐小兵：
《创伤与情愫：<恨海>的范式意义》
，收入氏著《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 20 世纪》
，上海文艺
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米列娜：
《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
，
《从传统到现代：19 至 20 世纪转折时期
的中国小说》第 49、50 页，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米列娜指出：
《恨海》所讲述的悲
剧性主题“个人被社会环境的邪恶力量彻底击败”
，
“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小说的主题”
。
4
关于余华这篇小说的讨论，参见拙作《
“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
《文艺争鸣》2013
年第 9 期。

局”
，余华这部小说精彩之处在于，即便是在小说文本的脉络中，依然潜藏着个人意识、
“自
我理解”再度开放的可能性。小说结尾写道，
“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
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我们一般把“旅店”理解为暂时栖身之所（ “旅店” 毕
竟不是“家”
）
，只要当“我”在“旅店”中安抚好伤口，重新上路，重新置身尽管荒诞但也
必须“姑且走走”的现实世界之时，新的可能性又诞生了。可以参照的作品是李广田出版于
1947 年的长篇《引力》
，也是一部现代成长小说，其主人公对“住店”就作出了精彩的隐喻
式解读：
“今天她对于这个宽阔安静的房间竟有这么深的感觉，对于‘店’的情调竟是如此
浓烈啊！她暗暗地想道：大概以后也还是住店，大概要永远住店的吧？古人说‘人生如寄’
，
也就是住店的意思，不过她此刻的认识却自不同，她感到人生总是在一种不停的进步中，永
远是在一个过程中，偶尔住一次店，那也不过是为了暂时的休息，假如并没有必要非在风里
雨里走开不可，人自然可以选择一个最晴朗的日子，再起始那新的旅程，但如果有一种必要，
即使是一个暴风雨的早晨，甚至在一个黑暗的深夜，也就要摒挡就道的吧。”1 再延伸到韩
寒，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不断重新上路的姿态，以及对当下大行其道的幽闭自
我的反抗，恰恰接续了余华小说中辩证的一面。
第三，如果打开文学史的视野就会发现，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主题——“行路”与“出
走”——如血脉一般，贯通着余华、韩寒这两部小说。莎菲、静女士、梅行素、觉慧、蒋纯
祖……一代代青年人以“出走”、
“在路上”来表达时代浪潮裹挟下自觉的人生追求。现在是
韩寒登场了，这就是《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那则寓言所要表示的：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株植物，脚下的流沙裹着我，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对流沙说，让风把我吹走吧。流沙说，你没了根，马上就死。我说，我存够了水，能活
一阵子。流沙说，但是风会把你无休止的留在空中，你就脱水了。……我说，让我试试吧。
流沙说，我把你拱到小沙丘上，你低头看看，多少像你这样的植物，都是依附着我们。我说，
有种你就把我抬得更高一点，让我看看普天下所有的植物，是不是都是像我们这样生活着。
流沙说，你怎么能反抗我。我要吞没你。我说，那我就让西风带走我。于是我毅然往上一挣
扎，其实也没有费力。我离开了流沙，往脚底下一看，原来我不是一个植物，我是一只动物，
这帮孙子骗了我二十多年。作为一个有脚的动物，我终于可以决定我的去向……”借鲁迅的
话说，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只有不断否定自己熟悉的世界，与原先的秩序整体
“脱嵌”
，摆脱“父法”
，经过出走与受难，才能发现具有反思性的“内在自我”。
青年形象的流变这个课题之所以吸引我，正在于它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持续
进行“对谈”
：一方面，以置身现场的鲜活的批评感受和问题意识来导源、激活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将捕捉到的文学“新变”的可能性回置到文学史脉络中，考辨源流，揭示内在关
联，进行潜心、细致的、
“历史性”的检讨与反思。这个课题永远“未完成”
，借艾略特的说
法，
“新”与“旧”
、
“过去”与“现在”，处于不断的互相“决定”与“修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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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
《引力》第 20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4 月。

三 世界文学的视野
不妨以世界文学为背景1，与当下中国的“80 后”文学对照，从出版、阅读、创作、文
学生态等角度，来进行比较，尤其能照见我们自身的“长与短”。
首先，这样的“比较”是具有充分现实依据的：近年来，国外“80 后”作家纷纷涌入
大陆出版市场，比如意大利“80 后”乔尔达诺（《质数的孤独》、
《人体》
）
、英国“80 后”邓
索恩（
《潜水艇》
）
、美国“80 后”黑利·特纳（
《到莫斯科找答案》）、蒂亚·奥布莱特（《老
虎的妻子》
）
、加拿大“80 后”伊恩·里德（《一只鸟的选择》）、法国“80 后”布拉米（《无
他》
）
、日本“80 后”青山七惠（
《一个人的好天气》）
、绵矢莉莎（
《梦女孩》
）
、金原瞳（《裂
舌》
）
、韩国“80 后”金爱烂（
《老爸，快跑》）……以上提及的小说皆有热销的中译本。这
些国外“80 后”不但在今天进入大陆阅读市场、抢得一杯羹，未来也会成为中国“80 后”
诺奖、布克奖的竞争者。但这里需要做一个概念的辨析工作。在国外，当年轻的优秀作家—
—比如麦卡勒斯、杜鲁门·卡波蒂、萨冈，其实代不乏人——出现时，人们一般会理解为这
是文学代际变迁中自然的“改朝换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为历史经验、感知结构、
知识趣味与文化修养的更新自然会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新貌，但这并不足以构造出一个具有
“断裂”意味的“80 后”概念，他们一般不会用一种“断裂性”的视野与感受框架来面对
1980 年代出生的写作者。近年来，出版市场在翻译、引介国外青年作家时大打“80 后”
、
“90
后”牌，类似“小说涵盖了‘蜗居族’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状态”、
“《你好，无聊》是一本描
写法国‘90 后一代’青春迷惘的小说”的宣传语，很容易和我们自身的阅读经验“无缝对
接”
，使国人沉浸于“共享”的幻象中。但同时研究者应该清醒意识到：这是出版方在推出
国外作品时，借助国内一度形成的市场热点而重新“组装”
；往青山七惠、邓索恩们身上贴
标签其实是种“概念返销”策略。
其次，这样的“比较”其意义在于，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中国当下的写作建立一个世
界文学的参照系，正如有识之士的提醒：
“基本上，中国的批评家只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
脉络上来评价和定位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在‘全球化’已无远弗届的今天，如果我们的文
2

学批评和文学判断尚无法征用‘世界文学’这一参照系，这多少是一种缺憾吧。” 一方面
自然应该“取法乎上”
，人类一切伟大的文学传统都是值得我们汲取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也
必须有意识地建立一个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国外的同代作家，理应是我们平等的对
话者、交流者，应该勇于向困扰着人们的共同的精神困境发言。随着年轻一代作家外语水平
的普遍提升（已有不少“80 后”作家能出版译作，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在西方生活、学习，
比如参加各种国际写作坊）
，同步意识确实在增强。2013 年 7 月底我在张悦然主编的《鲤·旅

1

我曾约请两位术业专攻的朋友一起参加此项课题研究，目前的初期成果有：拙作《多重视野中的“80 后”
文学》
、康凌：
《“系统时代”中的欧美“80 后”文学》
，吴岚：
《乱相取真：社会转型中的日本新生代作家
概况》
、千野拓政、吴岚（对谈）
：
《文学的“疗救”
、纯文学、轻小说》
，这组论文刊发于《中国图书评论》
2013 年第 7 期。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看。此外，本文第三部分的一些观念与讨论，主要根据《多重视野中
的“80 后”文学》一文改写，特此说明。
2
王侃、陆建德：
《文学这东/西》
，
《当代作家评论》2012 年第 4 期。

馆》上读到爱丽丝·门罗的《杰克兰达宾馆》
（恕我目力有限，这是我第一次读门罗），几个
月后我们知道诺奖给了门罗，于是国内媒体纷纷邀请张悦然介绍这位她所钟爱的作家，这里
面就彰显着一个年轻的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择取眼光。张悦然主编的主题书系《鲤》（迄
今已出版十六本）是一则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每期由不同作家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叙述，比
如有一期的主题是“嫉妒”
，安排了帕慕克、尤迪·海尔曼、苏童、棉棉、冯唐、葛亮、周
嘉宁等以不同的体裁，深入剖析嫉妒情绪的各个侧面。在一个共同主题的平台上，围绕人性
作“对话”
，这可以见出中国“80 后”作家与世界文学“同步”的某种期许、自信与追求。
那么，以世界文学为背景，我们可以思考些什么？2012 年上海书展期间，同为“80 后”
的周嘉宁与英国作家邓索恩有过一场有趣的对话：周嘉宁 20 岁出版短篇小说集《流浪歌手
的情人》
，两年后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其后五年内连续出版七本书，
包括长篇、小长篇和短篇集。这样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让邓索恩惊羡不已：
“在 20 岁时出版第
一本书，这种情况在英国几乎是不可能的。”1 这里其实可以引申出许多话题：写作是马拉
松事业（门罗的获奖更让人意识到这点）
，中国的“80 后”不乏一夜成名却小成即堕的例子，
很多年轻人一度成为热点人物现在已不知去向；国外的同龄作家不像我们这样在起步阶段发
猛力，却依靠着成熟的制度保障，更有可能收获长线成功。这就提示我们：市场化之外，我
们还能为年轻作家提供哪些积极的扶助，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总得让年
轻人看到有一只“手”在为他们的写作创造稳定的空间。
说到文学的生态环境，还必须提到文学奖。对文学事业真正起到推动作用的奖项，首
先必须有延续性，比如日本的“芥川奖”与“直木奖”，自 1935 年设立，迄今共举办 156
届。这么多年来，获奖者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井上靖、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东野圭吾
等，近年来成功登陆我国阅读市场的青山七惠、金原瞳、绵矢莉莎等“80 后”作家最初都
是通过“芥川奖”脱颖而出。其次，不同的文学奖项应该有不同的立场与诉求，“芥川奖”
与“直木奖”分别针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种类型，而日本的 MEFISUTO 奖专门奖
励有“前卫”写作意识与追求的新人。文学奖是年轻人重要的“出场仪式”，国内文学“新
人奖”逐渐涌现，希望能从近邻的经验中得到启发。
最后，我们有时会将“西方”、“世界”这样的概念想象成一个明确、整一的已知量，
对其间的内在差异与变动不居欠缺感知。其实，参照的“镜子”越多、观察的视角越细致，
我们得到的关于自身的信息就越丰富。我就特别希望，不久能够读到来自俄罗斯、东欧、非
洲“80 后”们的创作。当然，以上这些意见并不是为了助长某种“全球焦虑”或“从边缘
走向中心”的渴望，更不是忽视经验的“本土性”和自身传统，诚如鲁迅所言“外之既不后
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唯有自觉到“我们”与“他们”的息息相关，才
可能在全球化的境况中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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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
《
“80 后”周嘉宁与同龄英国作家乔·邓索恩共话“成名后”困惑》
，
《文汇报》2012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