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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擅长从个人经历、被忘却被否定的资料及机密档案中挖

掘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真相，善于将一个个笔录的断续碎片拼接成相对完整的画面再现历史的

真实，而被授予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了写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作者花费三

年多时间走访了包括现场摄影师、医生、农夫、官员、救援人员妻子等在内的数百名幸存者，在真人

真事第一线见证的基础上，以生动鲜活的语言记录核灾难中的残酷景象及原始情感，用非虚构的笔

法抒写了真实而感人的历史事件。西方有评论家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是继丘吉尔 6卷本

《二战回忆录》、蒙森《罗马史》之后，诺奖的天平再次向非虚构作品倾斜，是西方非虚构写作兴起与

存在价值的见证。

与西方非虚构作品获得青睐相呼应，2010年《人民文学》在开展“非虚构写作计划”的倡议下创办

“非虚构”栏目，随后《中国作家》、《钟山》等刊物相继开辟了非虚构写作专栏。随着梁鸿《中国在梁

庄》、郑小琼《女工记》等非虚构精品的推出，“非虚构文学”成为了当下文坛备受瞩目的文学现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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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无论是文学创作中的‘非虚构’，还是文艺理论界对‘非虚构’的讨论，都非常热烈。”[1]然而非虚构

文学产生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土壤是什么？非虚构文学与纪实性文学有何差异？以及非虚构文学具有

何种独特的审美特征等，都是当下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藉此展开相关论述。

一

非虚构性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从历史相关性来看，可以溯源至古希腊的艺术“模仿

论”。德谟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美（和谐）“是由于模仿自然”[2]。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诗人与

画家“是个模仿者”[3]。显然在古希腊美学家看来，艺术作品是对自然与社会现实的模仿或再现，不是

凭空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对于中国文学的非虚构性传统，宇文所安将诗歌的经验性、历时性及字面性

视为非虚构性，认为中国早期文学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真实记录，通常被假设为非虚构文体，而就中国

诗歌而言，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是诗人与此时此景的真实相遇”[4]。从先秦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诗经》、

《战国策》、《左传》等可以体悟到中国文学非虚构的创作传统。

虽然无论是非虚构性写作的内容还是创作手法都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非虚构文学创作思潮与

现象却肇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1965年杜鲁门·卡波特关于一件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式

作品《冷血》出版，虽然书中人物与细节都是真实的，但读者读起来感觉却像是在读小说，有人称之为

“新新闻报道”，而卡波特将之称为“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s）[5], 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与

思维方式，因而是一种“新文学形式”。非虚构的文学创作在西方是一股绵延不息的文学潮流，从多年来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只有“虚构类与非虚构类”两种就可以验证非虚构写作在西方文坛的地位。

19世纪末的晚清，新闻与散文写作风格相结合、力图反映社会现实的报纸登陆中国，非虚构的写

作方式由此在中国开始孕育。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通讯的一种优化形态”[6]的报告文学等以写实

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形式在“左联”的大力倡导下，因其能够以纪实、生动而快捷地反映现实而被纳入新

的文学序列。从非虚构的广义角度来分析，这是非虚构文学在中国的发轫。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真

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意识形态的过滤下归于沉寂。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热兴起，现

实主义迎面而来。随后小说界开始倡导新写实主义，散文讲求“在场的写作”，而诗歌则追求“及物的写

作”，这些文学创作的趋向无疑都指向非虚构写作。而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设立及其它刊

物的跟进，以及一大批如《梁庄》等优秀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涌现，则将非虚构文学创作推向新的高度。

“新世纪以来，各类‘非虚构’写作确实构成了一股不小的冲势击力”[7]，然而关于非虚构的内涵与

外延，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文学》对此也采取了模糊处理：“我们不能肯定地为‘非

虚构’划出界限。”[8]他们提出这一概念只是认为当下的文学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应当有

更大、更新的可能性。不过许多学者曾尝试对非虚构进行界定。王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

“非虚构”概念，并对其内涵与意义进行探讨。他认为非虚构文学是与虚构文学相对的文学族类，从作

[1][7]李云雷、刘大先、龚自强：《重建文学的社会属性：“非虚构”与我们的时代”》，〔上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

第4期。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著，《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2页。

[3]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7页。

[4]陈小亮：《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驳——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

兆〉》，〔杭州〕《浙江学刊》2012年第6期。

[5]〔美〕楚曼·卡波第（也译作卡波特）：《冷血》，〔台湾〕杨月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绪言，第42页。

[6]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页。

[8]〔北京〕《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主编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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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写作意识、文本再现的似真程度及读者接受的真实感效果而言，“可将非虚构文学划分程完全非

虚构（包括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实录体、新新闻报道和纪实性散文等）和不完全非虚构（包含非虚构小

说、纪实小说、新闻小说、历史小说、纪实性电影和电视剧剧本）两种主要类型。”[1]个人较为认可王晖对

非虚构文学的界定。其他学者如龚举善、吴炫、张文东、李松睿、刘大先、龚自强、李云雷等从审美、伦

理、价值观等不同角度对非虚构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进行了有益探索。随着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对其

内涵与外延的研究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探讨。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非虚构文学特别是《人民文

学》开设非虚构栏目以来非虚构的写作倾向与具体作品，本人在此对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做一个尝试性

概述：非虚构文学是一种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以“在场式”体验为旨归的文学形式。从非虚构创作所

涌现的诸多作品来看，与传统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及新闻类文学作品相比，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

呈现出了如下特点：一、从创作主体看，虽然一些专业作家仍然是非虚构文学精品的创作者，但与此同

时，没有创作经验、知识水平并不高的许多普通百姓所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逐

渐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主体。如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马宏杰的《西部招妻》等。有些作者来自民

间，是纯粹的“草根小民”，但他们独特的经历与感受以及诉说的冲动，促使他们加入到非虚构的创作

中来。由此可见，作者范围的极度扩大是非虚构写作的特征之一。二、从题材看，非虚构作品主要反

映个人的经历与情感体验，生活质感较强，作品没有像传统纪实类文学那样将视角聚焦在英雄、伟人、

先进人物身上，其作品主要反映平民历史、现实生活细节及个人感受，而主人公大多是底层的小人

物。如《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就是作者吴国韬以自己1958年至1980年间在武陵山区的教学

生涯为题材的作品。三、从叙事方式而言，大多作品采用第一人称书写，强调作者自身行动的“在场”

感，注重体现故事的真实性、自身的亲历性、情景的现场感，并力图在“呈现生活原生态”[2]的大背景下，

诉说个人的命运与精神诉求。四、从文体而言，许多作品是以当事人“口述实录”、“回忆录”与“现身说

法”的方式展开故事。没有了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多了娓娓道来的平实感。即使是揭秘或猎奇的

故事，也没有作者刻意的渲染。文体的写作方式体现了没有高超写作技巧的平民百姓加入非虚构叙

述的客观现实。

非虚构作品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坛的一股潮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有必要探讨其产生的社会现实

背景，通过探析它成为文坛热点的根源，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个人认为非虚构文学兴起的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非虚构文学兴起是对二十世纪虚构文学的反驳，也是文学须反映社会现

实传统的精神回归。当脱离社会现实、专情于将读者带入一个波德里亚所谓“拟真”或仿像的“超现

实”的作品日日挤压我们可感的现实时，阅读文学作品时本应存在的真实感却已经从我们的精神世界

缺席。由此产生的疏离感、审美疲乏感以及腻烦心理，实际上已经将读者生硬地抛离文学世界，而作

品或作者精心虚构编制的世界也由此失去存在的价值。当然文学需要虚构，读者也需要虚构的世界，

但是如果虚构成为一种人们无法逃避的藩篱，那么非虚构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矫正与反驳。其次，在资

讯大爆炸的时代，文学想象力的贫弱与匮乏是传统虚构作品吸引力不足的重要根源。作家凭自己想

象虚构出来的故事虽然能够部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需求，然而让读者轻易就能识别、缺乏精神立足

点的虚构情节，降低了虚构文学的内在质量及对读者心灵的撞击。个体命运及现实生活的变幻莫测

及复杂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已超出了文学虚构的阀限，客观上为非虚构文学的兴起提供了丰腴的土

壤。再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电子媒介的飞跃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可以通

过网络论坛、博客空间、微博、手机平台等进行揭秘或个体体验化的写作，许多可能在传统媒介时代多

[1][2]王晖：《“非虚构”的内涵与意义》，〔上海〕《文艺报》，2011-0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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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不能知晓的社会事实每天能够实时地传递，不但吸引大众的眼球，也让写作者获得自我满足与揭

秘的快感。当越来越多人从中获得成就感与参与感时，非虚构写作自然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二

真实之美是中国古典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庄子承继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将率真的自然视

为审美的最高境界。他认为美的本源在于自然本性,在于事物的真实：“静而圣，动而王，无为而尊，朴

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所谓朴素就是纯然本性、不加雕饰的事物本身，就是真实。而“真者，精诚

之至里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2]。在庄子看来，真实是最打动

人的因素，是“大美”，由此对朴素之美的推崇与以真为美的理想成为中国各种艺术的审美准则与基本

尺度之一。

真实也是西方美学理论中的一个传统美学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能够反映生活真实的诗歌才是

美的。贺拉斯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创作诗歌的“目的在引人欢喜，因此必须切近真实”[3]。一首诗不

仅要美而且必须有魅力，而魅力的根源是作品所体现的真情实感能够左右读者的心灵。黑格尔认为

“内容必须首先本身是真实和具体的，然后才可以找到真正的美的形象。”[4]“美与真是一回事，美本身

必须是真的。”[5]叔本华则认为只要“将种种丑恶如实记录，美便油然而生”[6]。由此可见，在西方美学

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表现真实就是美的。

真实性是非虚构的核心问题，非虚构文学所追求的真实性与其它文类有着鲜明的差异。现实主

义文学主张在对现实生活具体、客观、准确观察与描绘的基础上，忠实地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生

活。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中所谓的真实只是社会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真实本身。《人间喜剧》中的人物、

具体事件大多不是现实中的客观事实，而是作者塑造与加工的结果。正如巴尔扎克所言：“选择社会

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7]因此无论是《红与黑》中的于连还是福

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都不是现实中真实的人物，他们只是作者根据现实环境或人物原型而塑造出

来的人物典型，只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工具而已。同样，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左拉在创作之

前，对自己要描写的对象常常进行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亲身体验，所描写的人物与环境都非常精确，但

其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仍然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反映法国第二帝国兴亡的历史现实。

非虚构创作的立足点是“写真实”，真实性是作品的生命，离开了真实，非虚构创作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基础。随着时代变迁，一方面知识分子引导主流文化的权威意识以及通过写作对社会进行启蒙

教育的热情受到空前挑战，主体性在作品中的弥散与膨胀渐渐式微，而进行现实主义批判的土壤还不

够丰腴，于是，要想破除衍生符号所构建的虚幻与浮躁，回到原初现实成为一种本能的冲动与尝试。

另一方面，“复杂多变的现实使人们贫乏的想象感到沮丧与难堪”[8]，并且“真实生活的生动性有时超过

了虚构故事的魅力”[9]，因而创作者将目光投向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与其它文

体所谓的写实不同，非虚构所书写的事实是现实中“已然”发生的真人真事、真情实感。作品中发生的

[1][2]庄周：《庄子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0页、第538页。

[3]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5页。

[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序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

[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2页。

[6]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7]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陈占元译，见《巴尔扎克论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8]Philip Roth: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Farrar Publisher ,1975:120.
[9]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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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不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事实，也不是没有得到核实道听途说的故事，更不是作者为了所谓的理想而

认为现实中应当存在的典型性真人真事，而是的的确确、经过核实的“已然”发生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非虚构写作所依赖的基础不是关于事实的某些材料，其基础是事实自身。这与其

它文类（如写实小说、自传体散文等）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有本质的区别。

非虚构文学的素材是“已然”的社会真实，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真实都自然地进入非虚构写作

的视野。对材料的选择筛选体现着非虚构创作的特征与取向。非虚构创作基于的真实性内容大致分

为下面几个方面。一部分真实性的内容是具有某种写作经验的知识分子或作家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

所感，是他们有意或无意间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的某种具体验性的真实，这种真实是建立在自身体验

的基础之上，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例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河南普通小村梁庄为坐标，以作者经

过长途跋涉到达梁庄后的所见所闻为基础，通过一场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真实生存悲剧，完成一

次具有史诗般的非虚构现实冲击波。另一种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是指，虽然作者没有亲身经历相关

事件，但他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而获得与亲身经历具有相同真实性的内容，因此揭秘的档案资料、日

记、通过田野调查式访谈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事件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口述等成为可以验证为事实的

资料成为非虚构书写中的真实性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成为非虚构写作的一支生力军，

他们从来没有经过系统的写作训练也没有史学基础，许多甚至是原来不识字的纯粹“草根小民”，如秦

秀英《胡麻的天空》、姬铁见《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等。这些创作者的书写内容主要是自身经历的

所见所闻与真情实感，其内容即是原汁原味生活的复原，原生态地呈现平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细节，

展现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其它专业写作者宏大的历史事实相比，他们作品的真实更琐碎、更

具个人隐秘性，也更接“地气”。

三

虽然“非虚构”文学本身是作为一种陈述事实的创作而存在，但创作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应该

是读者阅读与接受。然而非虚构创作本身并不是对事实的简单罗列与拼凑，而应该是作者对事实材

料进行处理或曰艺术加工，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话语系统呈现事实，即以美的形式让读者在阅读社

会真实的同时获得审美的艺术享受。从艺术创作的角度，非虚构文学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

在文体、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与语言修辞等方面。

由于非虚构写作的许多作者文化程度不高，很少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受到的教条式束缚较少，

所以在文体的选择上较为自由。正如卡波特所言：“非虚构作品是一种既通俗有趣又不规范的形式，

它允许使用文学所有的手段。”[1]因此，非虚构作品（特别是平民作者）的创作手段种类繁多，在文体上

的体现就是选择自由而灵活多样。除了传统的自传体、小说体、回忆录体、报告文学体、田野与社会调

查体等，视觉艺术与文字表述相结合的图文并茂式的体式越来越多，体现出“更为突出的图像化写作

特点”[2]，成为非虚构文体的一大特色。有的非虚构作品是文字与历史照片相映衬，如马宏杰的《最后

的耍猴人》。有的是文字与漫画相映衬，如丁午的《小艾，爸爸特别地想你》。有的是文字与手绘画相

辉映，如饶平如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等。文体类型的多样化使非虚构写作在处理文本结构、叙述

视角、叙述话语等方面更加自由灵活，更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个性特色，作品更具有真实感与可读性。

弗朗索瓦·利奥塔德认为，黑格尔思辩哲学与法国大革命是“元叙事”的核心，而建立在追求本真

和自由解放基础上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不再热心关注政治历

[1]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2]王纯菲：《新世纪文学的图像化写作与文学的越界》，〔北京〕《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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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伟大主题，而开始关注发生在身边的“小型叙事”。非虚构文学与此相应而展现出一种解构宏大

叙事的倾向。非虚构作品通过现实生活中一幅幅缺乏诗意、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图景表现出一种后

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与韵味。作者虽然没有了进行宏大叙事的冲动，但并不排除他们进行关于宏大

历史事件的非虚构写作。

由于非虚构文学是以已经发生过的具有“故事性”和“文献性”的真人真事为题材进行书写，文本

语言必然是“外指性”的，其语言以叙事性话语为主。因而与传统文学追求煽情、绚丽、异彩纷呈的语

言风格与艺术手法不同，非虚构文学语言客观平实，方言化、口语化及通俗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如《人

民文学》非虚构作品中的一句话：“吃饭的时候，他和工友闫峰喝了点小酒，分手后，他在回家取钥匙的

路上，上了一趟厕所。”[1]就充分体现了上述所言的语言特征，可以说通俗的不能再通俗了。这种语言

风格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与亲切感。然而从语言修辞的角度来看，非虚构文学并不排斥比喻、

象征、映衬、对比、回环等修辞手法。运用这些修辞的目的是更好地展现人物形象、融注情感，从而增

强文本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例如“肝和胃就像没有杉板遮盖的房架，日晒雨淋，一天天腐朽，看着看着

就要一败涂地”[2]，就非常形象地写出了酒对主人公的伤害。平实自然、不做作是非虚构文学的语言特

征。这种特征不但是如实呈现大众原生态生存状态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非虚构文学对文本语言的客

观要求。平实自然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蕴成为非虚构文学感染力、亲和力与震撼力的载体与源泉。

四

特雷·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品并非存在于书架之上，它们只有在阅读实践中才有被实现的意义

过程。”[3]文学作品不论从艺术角度还是社会实践角度看价值如何巨大，显然只有被读者阅读接受之后

才能体现。“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形中，读者的角色并不是被动的。”[4]非虚构文学之所以成为文

坛中一种日益引起瞩目的文学现象，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而言有其独特的审美意蕴。读者并非是一块

“白板”，他们对作品的接受“是以审美感受的经验为前提条件的”[5]。阅读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而是“充满了延展与回忆以及修正期待的持续过程”[6]。而他们的人生经验与阅历、审美理想、人文素

养和文化背景等则构成期待视野。对于非虚构文学作品，读者或受众的期待视野与阅读一般性事实

陈述与历史记载是不同的，他们的期待不应是干巴巴的记录与无情无味的陈述，其深度与广度应当深

厚宽广的多。

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不满足于从概念哲学追求本体世界，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

实世界”[7]，回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停留于“当前‘在场’的东西之中，而是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

后‘未出场’的东西”，而“‘在场’与‘不在场’最终结合为一个整体”[8]，才是真实本身。读者对非虚构文

学作品的最核心期待是真实性。然而内容的真实性并不是读者对非虚构文学的唯一期待。除了内容

真实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需要审美的愉悦、历史知识的补充、人文环境的描写、深度挖掘的体验、

存在本质的追寻以及反复体味的玄思冥想。而要满足读者的这些审美期待，需要作者在立足真实的

[1]艾平：《一个记者的九年长征》，〔北京〕《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

[2]陈霁：《白马部落》，〔北京〕《人民文学》2016年第12期。

[3]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4]H.R.Jauss,“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in V.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1551.

[5]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4页。

[6]W. Iser , The Act of Reading,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111.
[7][8]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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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根据材料的具体特点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根据受众的人文水平增加相关的人文历史背景

知识、加入一些与内容相关的人物故事以及进行一些启迪性的引导，以期满足受众丰富的审美阅读期

待。例如《人民文学》的《普兰笔记》是一部关于西藏普兰城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在进行正式的叙

述（“进藏记”部分）前，对普兰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海拔高度、婚丧风俗等）进行了铺垫式叙述（约四

千多字），其目的是满足部分读者对阅读关于西藏边缘小城的人文背景知识的期待。作品的叙事虽然

以作者的所见所闻为主线，但其中夹杂了许多超出自己所见所闻的内容，目的是让读者能够通过作品

描绘的现象而看到更多隐藏其中的“不在场（absence）”。作者在末尾讲的十分明确：“普兰不再单纯

作为一方美丽的土地存在，它是与世界沟通的一个纽带。”[1]无论对于作者自己还是读者，增强内心深

处对普兰的认同感、满足读者对一个少数民族偏远城镇的阅读期待是本篇作品的灵魂与旨归。

让－保尔·萨特认为，文学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功利性的语言，它明白无误地指称世界并以直接的

方式介入社会生活。而罗兰·巴特则认为写作应该是一种直陈式的“毫不动心、中性的白色写作”[2]，即

“零度写作”，主张作者在文本中消解价值取向、注重无功利性的审美评判，涤除外界干扰，使文本自身

呈现自由的本色。许多非虚构文学创作者虽然没有“零度写作”的明确主张，但在创作中都刻意不使

用明显具有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性的语言，力求用客观公正或中性的直陈式语言将事实陈述出来，给

人一种只是原生态陈述事实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非虚构写作真实性的载体。然而在这些原生态陈

述的背后也有价值取向的影子，只不过比较隐晦而言。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作

者通过记述灾难本身让人们感受到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对前苏联政府的无声批判。对于读者而

言，原生态零度写作式的陈述正是自己对非虚构文学的期待。他们不需要别人的说教，不愿接受意识

形态话语的左右，他们需要的是一种自己能够驾驭、满足自己审美需要或历史事实需求的阅读体验。

他们对文本的淡定从容与作者不知不觉的零度写作不期而遇，在浑然不觉中融为一体，展现出非虚构

文学独特的审美意蕴。

结 语

非虚构文学创作近年来日益成为中外文坛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究其根由，从外部而言是由

于时代的变化，社会风尚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为创作者与读者的审美趣味反生了变化，对传统虚构

文学产生某种逆反心里，而新媒介的出现客观上为拓展创作与阅读空间创造了条件。从内部而言，非

虚构文学作品对主题的挖掘、对真实性超然的追求、叙事视角的选择与变化、语言的客观平实化、文体

的杂糅多变等都是文学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文学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静止的状态，非虚构文

学是文学本身的一种自然蜕变的结果。真实性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问题，作者对材料真实性的追求

与处理表现出与其它文体不同的审美意蕴。而其文体与创作手法的杂糅多样性、语言的平实美、对读

者审美阅读期待的迎合所展现出来的接受之美，都成为非虚构文学的审美特征与魅力源泉。然而，由

于非虚构写作是一种较新的文学现象，作品的类型极其丰富杂多，目前对其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在

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对这一现象的某些深层因素还没有深度探讨，因而对于这一文学现象还需要学

界进行实时的跟踪与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平 啸〕

[1]高宝军：《普兰日记》，〔北京〕《人民文学》2016年第4期。

[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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