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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四川省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作家）：
今天来到眉山参加《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分享活动，意

味着一脚踏进了两个领地，不只白活散文，还有文言散文。从
“三苏”算起，眉山在散文世界里已经风光了一千年，今天这
个活动，就是短暂的一百年向漫长的一千年的一个致敬。还
有，眉山是在场主义散文运动的诞生地，而“在场”这个浑厚
的声音是在2008年发出的，今天这个活动，又是漫长的一百
年向短暂的十三年的一声问候。

▋周闻道（作家、经济学家，在场主义创始人）：

10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暨白话文运动对后来文体的影
响，主要还是体现在散文上。因为由民间话本演变而来的小
说，虽在秦汉时期就已萌芽，但一开始基本就是民间的白话
故事；诗词中的旧体与现代，是体例的变革，并不是文言与白
话的变革；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也基本上就是白话的。因
此，百年白话散文史的编写，不仅仅对散文，而且对认识评价
整个中国百年文学、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的编写理念坚持以散文与时代
的关联为主线、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为核心、以“介入，然后
在场”为价值尺度，采取“片面的深刻”方式，对自“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来百年白话散文进行了客观理性的遴选、审视与评
判。这种理念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在场理念。以在场精神观
照百年白话散文，让文学史本身在场。二是家国精神。就是本
书始终把白话散文百年史的书写，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
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这部散文史拥有了国家、民族、时代的
大格局，大气象和宏大叙事特点。三是片面的深刻。片面，主
要体现在绪论对白话散文百年史的总体阅览，及各章第一节
围绕该章核心词，对该阶段散文的总体浏览上；深刻，则表现
在经典作家作品遴选和深入品评上。另外，与百年史配套的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经典》，已完成作家作品遴选、编辑、出版
社初审，正进入出版行政报审中，预计2022年6月左右出版。

▋王莉茹（眉山市文联主席）：

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一部《中国白话散文
百年史》，为什么我们要在眉山开这么一场专门的分享呢？这
不得不从这部书的内容说起。这部书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来 100年中国白话散文的历史，以启蒙、救亡、革命、新启
蒙、新人文、在场六个核心词概括。其中的“在场”，就是诞生
于眉山、影响海内外文学界的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在场，不仅
是这部书的六大核心词之一，更是这部书编写的价值尺度。
在场主义18位发起人，一半以上在眉山，包括周闻道、周强、
张生全、沈荣均、宋奔、袁瑛、李云、李艳（风吹兰叶）；在场主
义理论构建者周伦佑先生，是眉山的老朋友，应邀在眉山长
住两年，与眉山散文作家群一道论证、研究、构思，共同创建
了在场主义。因此作为眉山人，我们有理由、有底气、也应该
理直气壮地说——百年新文化，眉山新辉煌！

▋李银昭（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今天摆上了各位的案头，其实，
这本史著，在之前的构想和编写中我就知道了，我想，这是一
个多么大的选题，又是一个多么难的选题。三个关键词是：中
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当时我就想，小林教授这个选题，犹如
一个手持弹弓的孩子，面对群山和大海，怎么能够凭借发出
的一弓之弹，击中山鸟和海鱼，让读者在这部史著中，既能看
到高屋建瓴的全貌，又能管中窥豹，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前
不久，当我打开这部书的时候，之前的杞人之忧没有了。小林
教授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大开大合，收放自如”的风格，带
领他的编写团队，以中国为空间，在百年这根时间轴上，以经
典作家、经典作品为各时期的点位，精准地切入“ 白话散文”
的内部，通过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六个关
键词，准确、生动、深刻地呈现了散文与时代的精神融合，读
来，既有百年的时间轮廓，又有白话散文渐变、演进的脉络。
在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品鉴中，还呈现出了这些作家、
作品特有的肌理和独特的文学之美。尤其是与类似的别的史
著相比，此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上升到现代民族
国家层面，这更是对白话散文的一次向更高层面的提升。总
之，这是一部即可读史，又可读文的一部能够带来轻松愉快
感的史著。

▋成刚（四川瑞特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站在这个神圣的舞台，我有点诚惶诚恐。因为这是一个
文化精英的聚会，在座的要么是作家，要么是文艺理论家，要
么是诗人，而我不仅什么都是，而且文化也不高，只是初中毕
业。站在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我对文化和文人的
热爱和敬仰。

我出生在仁寿县绿加镇，16岁到地处眉山县象耳镇的
505厂打工，后来成了上门女婿，落户现的东坡区尚义镇，也
算半个东坡故里人了。我从小就听见父老乡亲们聊苏东坡，
讲“三苏故事”，讲得神乎其神。听得多了，我甚至感到，“三
苏”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神。对神，当然要敬畏和尊敬的。只
是，我与许多热爱文化的人不一样，他们是把这种热爱化成
了读书的动力，一心向学，从小立志做作家、科学家；而我似
乎从小就胸无大志，虽然自认为还不笨，但读书时除了调皮
还是调皮，天上都是脚板印，根本学不进去；加上家里贫穷，
始终没有像在座的各位老师一样修成正果。

后来长大了，踏入社会，才知道文化的重要。但已经晚
了。现在唯一可以弥补的，就是更多地热爱文化、关心文化、
支持文化，多做一些对文化有益的事；同时，也挤时间多读点
书。所以，一听我们园区的老领导周仲明(周闻道)老师说，唐
小林老师主编的这本《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很好，总结了百
年白话散文，其中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创始人就是周老师，

我一下就买了两百本来送人，供朋友们分享。从送的情况来
看，感觉还真好，明显比送茶叶、水果、烟酒之类好得多，拿得
出手，不需要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不仅别人对你刮目相看，
投来羡慕惊奇的目光；而且仿佛一下就飘了起来，好像自己
也成了文化名人，高朋满座，充溢着满满的自豪感。

▋覃贤茂（作家，诗人，学者）：

百岁如流，明月前身。穿越中国白话散文百年流动的风
景和经典，寻找那一以贯之的现象之后的历史价值，一部《中
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在云遮雾绕的大量文学表象中，呈现出
清澈明晰如阳光照临的一片精神的天空，有一种比闪电更为
深刻的内在逻辑判断的光芒，透过无数的经典散文篇章，撕
裂般揭示出了这一段文学史中曾被遮掩的真相。

什么是散文？那是一种宽泛自由的文学体裁，《中国白话
散文百年史》以六个关键词，牢牢把握了中国白话散文百年
来时代的内在精神和脉络。从汗牛充栋的白话散文史料中，
提炼升华出直指本质的文学胜境，白话散文的文学现象不再
是孤立的支离破碎的残片，六个关键词环环相扣，从那些关
山迢迢云遮雾绕的历史进程中，道破了的百年来中国白话散
史的前世今身。

在场！最后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在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的讲述里，使那些本来已经变得像梦
境一般模糊和遥远的文学现象，再次生动和鲜活起来，重新
获得了一种永恒的纯净品质。“回到事物的本身”，言语之外，
启迪了读者更多的思考和感悟，飘动出一种阳光般纯洁的精
神气息。

▋龚莹莹（眉山市青年作家、评论家）：

当《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飘逸着淡淡的墨香呈现在面
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愉快的，阅读过程轻松而美好。这本书
将白话散文从历史积淀中进行单独萃取并重新铺陈，启蒙、
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六个关键词，还原了散文与
时代的场域，把中国白话散文的百年流变描成了一卷六屏国
画，底色是精神独立和家国情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白话散文的发端、流派，勾连各种思想与之有关的爆点、引
线，或浓墨重彩、追本溯源，或轻描淡写、走马观花。穿透历史
的尘烟我们发现，作为曾经散落在小说、诗歌、戏剧边缘的白
话散文，同样肩负了长达百年的责任，在追寻通往意义的道
路上始终在场，从未缺席。

正如绪论所说，这是一部“片面深刻”的散文史。全书不
仅以思想剖析鲁迅、朱自清、巴金、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一代
符号性的散文名家与绅士；还以审美品鉴周作人、郁达夫、林
语堂、沈从文、何其芳、张爱玲、梁实秋、丰子恺等。既有精神
解放的代表人物巴金、周涛、张抗抗、张洁、孙犁和叶梦；也有
价值追问的探索先锋史铁生、王小波、张炜、余秋雨、张承志
和周闻道。

百年画卷末端是“三苏祠旁的散文火焰”——在场主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和自
由性为“在场”指征的在场主义，艰难承接着散文担当的一脉
烛光。全书品鉴完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写作和周闻道的城市寓
言之后，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以神龙之尾，开启辽远的未
来，等待后来人为下个百年续绘篇章。

▋申红梅（教师、诗人、青年评论家）：

这个百年史的第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散文写作的
专业性所做的努力。它使散文在“中国”立场中获得“民族
性”，立足于启蒙民智和现代国家构建的高度。它使白话散文
从中国三千年古老散文中脱颖而出，获得“现代性”重生，意
在启迪读者面向未来。它使散文史跳出文学史一味的严肃自
治和板着面孔，着力于争取多元的可能和灵动。这不是不确
定，恰为这本书挣得了难得的独立性。

第二，与众不同的主观个性。进入百年史的内部，赫然发
现它经纬散文的思路，除了史学的客观之外，还有个性的自
在。它的重点不全然放在记录散文事件和作品，还在于通过
流派来省视散文发展的走向。每一个散文思潮并没有高下之
分，每一个典型散文作家作品，在价值观绝对正确之外更强
调艺术史的意义。

第三，流派和思潮交相辉映。就像呼吸推动生命的成长，短
暂的停顿之后一定是下一个呼吸，才是一个有生命特征的机
体。一个有生命力的文体亦然。所以流派和思潮设置，并不是像
其他文学史一样一味客观撇清，它用流派和思潮起伏跌宕，表
现了散文呼吸的相续。没有哪个呼吸是错误的，它们只是执着
地共同推动生命的延续，推动散文的成长和发展。虽然各个阶
段的潮流表现形式相似，但细细省视，内在趋势却千差万别。

通读这本书，在写下“散文”二字时，人们也许就不会急于
判定某个散文的对错、高下和成败。它将引领散文写作者们，
从容入座，去思考、总结和畅想。当散文拥有了各种可能，散文
就活了。读者需要将巴洛克珍珠重新放进个人写作的蚌壳里，
呼吸之间持续打磨，才好从容应对瞬息万变的美学思想。

▋李晓群（眉山作家）：

当沉甸甸的《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捧在手上，这无疑是
中国文学坐标的又一次集结和邀约。历史的长河，一百年说
长不长，说短不短。在书中、在编者倾力遴选的七百多篇文章
里，我们各自找寻各自的哈姆雷特。从启蒙、救亡 ....到第六
章，也就是今天的在场，编者除了精到的捕捉各阶段的文坛
气象和问题结症，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我还捕捉到了此书
的真实命意。它隐身在每一篇或通透清澈质朴或沉重深情的
文字里，折射文学的担当和家国情怀。

时代引领文学趋向，这一百年，散文写作由文绉绉的文
言写作到爽快利落的白话写作。多年前有个叫唐德刚的作者
早在《胡适杂忆》里说过“白话革了文言的命，是把我们古老

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不管是一百年，二百年，还是三百
年……文学追求意义，永远在路上，不同阶段的经典就是一
盏盏明灯。

▋若若（眉山作家，文学编辑）：

读《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就像翻看白话散文的地图。
沿着时间的轴线，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白话散文百年来的发展
脉络。而透过“启蒙、新启蒙、救亡、新人文、革命、在场”这些
坐标，则能领略个中流派纷涌、思想交叠的风起云卷和发展
历程的波澜壮阔。总体概述与经典赏析并举的叙述方式，无
疑打开了历史的通道，让读者返回文学现场，直面散文的功
能和“抉择”，从而激起思想的火花，引发思考。

▋李云（眉山作家）：

作为一名散文爱好和创作实践者，长期以来受困于理论
的贫乏和实践的苍白，散文怎么写、怎么读、怎么评论始终是
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热爱散文之心一直都在，并且还想将
这一文体继续下去。基于此，迫切需要得到相关的理论指导，
期望一下变得开窍，不说醍醐灌顶，至少可以恍然大悟。正好
有一本书《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出现，极大地满足了我这方
面的需要。

该书从中国百年散文发展的浩瀚星空中，拎出六个关键
词，抽丝剥茧完成百年中国白话散文的一次全景展示。这样
的梳理与提炼是承前启后和煞费苦心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
事，至少对我们这样尚在路上苦苦跋涉的散文写作者来说，
很有启发价值。

▋陈群（眉山诗人，教育工作者）：

百年，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百年；白话，消弭了阶级对峙之
语言；散文，一种摆脱了锁链的自由歌唱的文学形式。《中国
百年白话散文史》，自文学史之三千弱水，取出清亮莹澈之一
瓢，以六个关键词“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
结构篇章，遴选华章，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时代巨变、思想激
荡、散文之美之用，尽在一书之中。读之如御风行于淼淼水
面，不胜畅快！

文学史，经典遴选的历史，本书遴选29篇文章，搭建起现
代白话散文的绚美长廊。走进文字，如入山阴幽道，美不胜收。
从《影的告别》到《七城书》，篇篇含英咀华。或单篇精析，或两
篇至多篇比较，深入浅出，言丰意美，文趣与智趣，感性之美与
理性之美，相辉相映。可以说，随便翻到某一章节，即能开启轻
松愉快的阅读体验，这是我以往读文学史未曾经历过的。

▋邓平（眉山作家）：

粗略地翻看唐小林教授编写的《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
时，脑子里充斥着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甚至觉得有些费神。
再读时从“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等
六个关键词入手，便发现别有洞天，风景独好。这六个词可谓
是全书的骨架，书中描述的各历史阶段的变化变迁，整体风
貌和具体特征令人心中甚是感慨，而紧紧扣住现代民族国家
构建，又拥有了天然的宏大与深厚。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几
十位名人的佳作，当作品写作的具体语境与最新的文学和文
化理论相遇时，没有了初读时的费神，取而代之的是欣喜与
畅快。好书需细品，书中自有读者所求所需。

中国白话散文在历史的长河中迸发出了璀璨的光芒，编者
们也注定成为中国白话散文的这一百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袁瑞珍（作家，四川省散文作家联谊会副会长）：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站在现代中国民族发展和文化
构建的高度，纵横中国百年散文发展历史，用明晰透彻的论
说与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优秀作家作品，对中国近百年的散
文发展与对文学的贡献，进行梳理、鉴赏和审美分析，其独特
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关于“在场”的论述，更是振
聋发聩。

由周闻道先生为首在四川眉山发起，周佑伦建构散文理
论的“在场主义散文”流派，是 21世纪开端散文发展中的一
个重大事件，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如一股清流汨汨流淌。它
强调的“散文性、在场性、在场精神、介入”，不仅是对传统散
文的继承，更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在场主义散文”的
独特风格。在它旗下，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散文作家的作
品，摒弃风花雪月，直面新时期社会现实和人内心的困惑、迷
茫、挣扎和期翼，展现出“在场主义散文”既绚丽又深沉的独
特风貌。百年史不仅将在场作为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六大核心
词之一，而且开宗明义，在场就是编写这部书的重要价值尺
度，这是需要卓越眼光和胆识的。

▋雷淑芳（作家，青神县《中岩》编辑）：

该书以全新的思路与结构框架，梳理了中国白话散文百
余年的发展历程，绘制了中国白话散文总体图景；以六个关
键词,解读了在不同时期每一个关键词里蕴藏的白话散文的
阶段性特征及其影响，对百年中国散文的历史作了全面而深
刻的描绘和分析，回顾与展望了中国白话散文百年的风雨历
程。书中对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抽丝剥茧般的点评，值得读
者细细品读，对散文写作极具启迪意义。总结过去，建设今
天，期待未来，《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其
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散文写作伦理的坚守。

▋李海燕（眉山作家）：

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文学史，惊艳又自豪。气质范儿的
外表，娓娓道来的文字，让我爱不释手。纵贯百年的散文名家

荟萃，如星河熠熠。即使闭上眼睛，仍闪烁着璀璨的人性之
光。无论是奋笔“呐喊”自由的鲁迅，倡导“性灵”文学的林语
堂，对女性“奴性”深刻批判的张爱玲，执着于“湘西情结”的
沈从文，沉思生命价值的史铁生，擅用黑色幽默抵制权威的
王小波，还是执着追寻"发现"之美的周闻道，他们散文的底
色和亮色，无疑都是“在场”。唯有在场，作家才能感知疼痛，
书写温暖。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场主义，在场中
人。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一部文学史，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在
场者。不仅散文需要“在场”，所有文学作品都应反映当下，揭
露人性，唤醒良知。我生在东坡故里眉山——“在场主义散文
流派”诞生地。“在场”作为本书六个关键词之一，首次载入散
文史册。我为眉山骄傲。

▋陈立（眉山作家）：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这本书我看得很慢，读完绪论就
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它抽丝剥茧般梳理了自上世纪初中国
白话散文开端以来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受“启蒙、救亡、革
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这六个关键词吸引，想进一步了解
中国白话散文的百年风貌。看了两个章节，不舍得翻快，因为
它耐读，每个章节具体讲了很多代表作家及经典作品，是我
的知识体系所欠缺的东西。所以我读的同时在网上找原文补
充，查找了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的散文诗《影的告别》和散
文《父亲的病》，叶圣陶的散文《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柔石短
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等。这本书当慢慢消化，在感悟中
成长，且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何泽琼（眉山作家）：

或许是抑制不住读到好书的欣喜，这些天，我先后向两位
同样热爱散文创作的洪雅本土作家分享阅读《中国白话散文
百年史》的体验。我用了“精神洗礼、妙不可言”“像在品读一幅
壮阔绚丽的史诗长卷”来形容这部书。这部书立足现代民族国
家的建构，立足于文学史本身的在场，以六个关键词诠释百年
白话散文，用独到的文学视角、经典的历史解构、全新的理论
和细腻的文笔，点面相融，娓娓道来。精心挑选的白话散文经
典，细密的文本解析，鲜活的语言，引领我们返回作家当时的
文学场域，让我们领略到中国白话散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所起到的参与和
推动作用。毫无疑问，这部书，将影响我在经典散文阅读中的
既有思维，也将为我打开新时期散文创作中的有益思路。

▋王曾玉（眉山作家）：

这是一部思想深邃、视野宏阔的散文理论论著。白话文取
代文言文，是一场语言革命，更是一场社会思想文化革命。贵
族语言的草根化，使自由交流，开启民智成为可能。作品围绕

“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六个关键词，慢话中
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它们既互为因果，又交叉涵括，交替前行。

白话散文始终高举启蒙大旗，从传播个性解放、人格自由
到作为“投枪匕首”加入民族独立和抗战救亡运动，从立场文学
到人性抒写，多次在小我和大我之间进进出出，打碎、审视，反
思……重建精神家园。把家国天下的中国导向自由、民主、平等
与公义，催生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是本书的社会价值。

作者从百年白话散文中撷取经典之作，进行分门别类的剖
析和解读，大大丰富了读者的视野，让读者直接汲取到百年散文
精华。初读艰涩，后品其味无穷，读完掩卷沉思，收获匪浅。这是本
书的艺术价值。而在场的价值尺度和“在场主义对当代散文的
革新，“三苏祠旁的散文火焰”，则让我这个眉山人倍感骄傲。

▋彭燕（眉山作家）：

这本书是让读者站在高人的肩膀上品读散文的一本好
书，它用六个篇章六个关键词给读者梳理了百年白话散文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总体风貌。以唯实，唯趣，唯真的眼光，追
求“片面的深刻”来重绘了百年散文的发展谱系，展现了散文
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和多元流派，解读了白话散文在各个时
期所发挥叙述与构造历史的作用。尤其通过对披沙拣金而遴
选出来的经典散文名篇的解读，让读者领略了那些闪电式的

“顿悟”，那些山高水长的“哲学漫步”，那些一事一物情感外
露的深广和辽阔，那些让人体悟到生命的自省与诘问，犹疑
与洞悉的作品，从而激发更多的读者在忙碌的生活里，挤出
一点甜甜的时光，捧起一篇篇带着时代熏染印记的经典文字
档案来阅读，来回味，来思索，将灵魂喂饱。相信这本给读者

“不虚美，不隐恶”的百年白话散文史，其新颖的艺术观点是
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的，其全面而科学的艺术价值是有着积极
作用的。

▋谢红（眉山作家、编审）：

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散文史。在灿若星辰的作家和浩如
烟海的作品中，唐小林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是白话散
文所必须具备的三大经典性，即语言的经典、文本的经典与
普遍价值的经典。由此出发，通过六个关键词的提炼与把握，
自上个世纪初中国白话散文开端至今的发展脉络，被作者抽
丝剥茧、条分缕析，梳理得清晰可见。每一个关键词的具体展
开，每一位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的深入评介，无不对应着白
话散文百年流变中六个阶段所蕴藏的不同特征、不同风貌。
感念中有对先辈的致敬，回顾中有对未来的展望，既提纲挈
领，又细致而微。特别要提及一点，这部散文史对“在场主义”
的专章论述，可谓慧眼独具。作为一部“在场”的文学史，本书
以在场为价值尺度，审视自新文化运动滥觞以致勃兴，白话
散文依次经历的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灵魂革命、精神解放、
价值关切、在场主义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家和
代表性作品都与“在场”息息相关：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
苦难，勇于担当。

百年新文化 散文绽异彩
——《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分享会在场实录

第一部呈现中国白话散文百年状态的文学史——《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于近日面世。该书以文学与时代的关联为主线、以现代民族国家构
建为核心、以“介入，然后在场”为价值尺度，采取“片面的深刻”方式，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白话散文进行了客观理性的遴选、审视与
评判，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了认真学习领会这部最新的、在场的文学史，增强文化自信，眉山市文联与四川经济日报社12月12日在眉山举办
了一场《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分享会，邀请省内部分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分享该书。现将部分作家在分享会上的发言摘要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