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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化 Culture

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黄蕾

在《关于小说 < 人世间 > 的补白》一文中，梁
晓声称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全面深入反
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长篇小说。”（梁晓声.关于
小说叶人世间曳的补白要要要自述[J].小说评论,2019
(05):63-65;）并且希望：“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
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
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梁晓声.关于小
说叶人世间曳的补白要要要自述[J].小说评论 ,2019
(05):63-65;）《人世间》就是这个希望和心愿的成
果。从作家自陈的创作初衷角度看，毫无疑问，
《人世间》绝对成功地达成了“广泛通过人物关
系”描绘“各阶层亲疏冷暖”，从而“反映发展图
景”的愿景。阅毕这本仿若史诗一般长达一百一
十五万字的浩浩雄文，唯“隐秘而伟大”可以概括
跟着作家一览图景的观后感想。

《人世间》以北方 A 城周家小儿子周秉昆为
主人公，展现了周秉昆以及他周围的人们自 1972
年到 2016 年，四十余年波澜变迁的生活图景，期
间众人历经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改革开放、八十
年代学生运动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
等深切影响。正如三卷本封面所题：“于人间烟火
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
热望。”（梁晓声.人世间[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
京,2017;）一般来说，包括作家本人，将梁晓声的
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英雄主义的书写
转换到平民的视野，并且关注边缘；从冷峻的批
判到温情的关怀。可以认为《人世间》是梁晓声目
前在关注平民的视野下，以温情关怀的笔触创作
出的其现阶段风格的集大成者，他一如既往地践
行着现实主义的书写路径，也一如既往地在作品
中展现出“对以往生活的追怀”（蔡翔.对确实性的
寻求要要要梁晓声部分知青小说概评[J].当代作家
评论,1985,(6): 72-77;）。

一、理想的人物形象
梁晓声在访谈中总结他对于“现实主义”的

认识，他认为“文学的自身宗旨更要比镜子高一
些”，文学不能停留在展现“人在现实中是怎样
的”，而一定要能够表达“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
的”。“我想每个人主体的意识，原本都一定是想
做好人，善良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天天琢磨着怎
样变坏。”（朴婕袁梁晓声.有严霜,就有傲骨要要要梁
晓声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9,(5): 57-62;）

《人世间》前后出场的几十个人物形象，其塑
造逻辑均体现了作家“展现人应该是怎样的，人

“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的观点。比如经历磨难
依然信念坚定、拥护组织、团结青年的长者，有可
敬的曲老太太和金月姬老太太；比如意气风发的
青年，包括周秉昆在内的酱油厂“六君子”；又比
如书中的女性形象，有坚韧守信的郑娟，智慧朴
素的郝冬梅……此外，关注书中所有的具有较为
正面意义的人物，不难看出，这些形象都具有固
执的性格特质：一方面，可以认为是具有地域特
点的东北人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固
执的特质是此类形象坚持“做好人”的原则的一
种表现。

以周家的三位儿女为例，周秉义、周蓉、周秉
昆三人分别展现了三种“好人”的模式：理智驱
动的长兄周秉义，成为务实清廉的政府官员；情
感驱动的周蓉，一生中因她的情感多有挫折也
获得成长；而家中的小儿子周秉昆，不像哥哥姐
姐那么聪颖，在哥哥姐姐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时，
留在城里陪伴父母（主要是母亲），书中周秉昆
涉及的事件多与家庭人伦相关———亲子两代人
的相处方式、小家庭的构建、非亲生子的教养问
题等。

周秉义是一个理性的“好人”，面对自己的爱
情和政治以及前途的冲突———郝冬梅的父亲政
治身份在当时是一个负面因素，他的通过理性判
断选择坚守爱情的承诺；作为家中长子甚至是同
辈朋友中政治成绩最为突出的“名人”，当弟妹朋
友遭遇人生关口甚至走投无路期望得到周秉义
的帮助时，周秉义内心一边是帮助亲人朋友的意

愿，另一边是他对公平正义和党员的职责。出于
不可以权谋私的原则，可以看到，在三卷本中，每
一次出现这样的两难境地，周秉义都选择了“为
公”的一边———即使弟弟埋怨甚至斥责他。即使
周秉义也处在不公的境地中，比如当岳母金月姬
女士有意帮助他升迁却让他面临更棘手的岗位
环境，他依然是“服从组织安排”，并且宽慰妻子
为他产生的委屈，抚平岳母的愧疚。（梁晓声.人世
间窑中部 [M].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2017:333-
337;）

《人世间》中部第九章中，周秉义以工作组名
义处理了周秉昆公司的财务问题，周秉昆认为哥
哥太不近人情使他陷入尴尬境地，周蓉开解周秉
昆时形容周秉义：“从根本上说，咱们的好哥哥，
他是属于党的人……他的思想和感情都属于党
……他会完成工作，心里难过得要命，背地里会
想方设法地爱护咱们。”（梁晓声. 人世间窑中部
[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3374;）简言之，周
秉义始终用理智去压抑他的私心情感，不折不扣
地坚守他的政治信念，是一片公心的守诺君子。

而周蓉不同，周蓉是具有用理智压抑情感的
智慧和能力的，但周蓉人生中的每个似乎可以用
理智去抉择到更“稳定”境地的路口，她都选择了
情感驱动的方向：装作和父母满意的蔡晓光恋爱
以此掩护，为冯化成出走贵州，结婚生子；在学业
的重要关口放弃学业追女儿追到法国，并且一陪
数年，也因此，多年后由于学历不足陷入无业的
困窘；在北大读书期间，即使被哥哥严肃训诫也
依然依照自己的热情行事，屡次引起热议等。或
许这些行为让家人亲朋失望寒心，但本质上是糟
糕的“坏人”行为吗？显然不是。周蓉只是热情浪
漫，她的选择从未存有伤害别人的意愿，即使选
择带来了糟糕后果，她都一力承担。

周蓉与哥哥周秉义仿佛是作者设在作品中
的一组对立形象。哥哥是理性极致的“好人”，周
蓉是情感极致的“好人”。因为哥哥姐姐上山下
乡离开家，留城青年周秉昆成为常守父母身边
的孩子，而周秉昆的性格可以认为是其兄姐的
折中。他有情感驱动的一面，讲义气，会及时为
朋友挺身而出，但又不像周蓉那样“离经叛道”；
他也有兄长一样理智的一面，尤其是在家庭中
时，但又不似兄长一般理智到完全压制个人情
感。梳理书中与周秉昆有关的事件，他的行为逻
辑和驱动大多来自很传统的人伦观点，尤其是
在抚育儿女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儿和美。
朋友有困难能帮则帮，即使身处困境也尽可能
地帮助他人，父母的意愿不正面违抗。周秉昆有
过不理解为什么哥哥周秉义不“拉自己一把”或
者不为自己的朋友施以援手的埋怨，这种不理
解就来自于周秉昆的行事逻辑里，某种程度上，
认为他的家人也应该是像他一样行事，而周秉
义显然并不同弟弟一样。

周家三个儿女之外，周家数量不少且交际密
切的朋友们也大多是“好人”的形象，至少也都符
合“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的设计初衷，乔春燕
曹德宝夫妻，虽然在小说下部篇章中因为房产没
有享受到政策优惠与周家疏远甚至暗中“使绊
子”（梁晓声.人世间窑下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
京,2017:385-387;），但他们的行事逻辑背后也依
然不难看出他们顾念“小家”的因由。全书明确是

“坏人”形象的只有奸污郑娟（周秉昆妻子），想将
周楠（周秉昆长子）从周秉昆身边“夺走”的骆士
宾，而这个人物也在中部的最后一章中由周秉昆
亲手解决了性命（梁晓声.人世间窑中部[M].中国
青年出版社: 北京,2017:490;）———从骆士宾的结
局上看，作家通过作品传达的善恶观显得很朴
素：“一报还一报”、“恶有恶报”。

与“恶有恶报”对应的则是“善有善报”，或许
由于塑造了数量众多的“好人”形象，在《人世间》
书中，包括周家三个儿女在内的众多人物，从作
品中部开始（文本时间 1986 年左右），人生渐渐
开始走“上坡路”：周秉义升迁、周蓉回到 A 城担
任本省重点大学副教授、周秉昆的杂志获得好
评、周秉昆外出走穴收获颇丰，不一而足。“好人”
有“好报”，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塑造理想的人

物，并且给予理想人物形象理想而充满希望的命
运路径。

二、史诗的情节组织
秉承着“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

展图景”的目标，《人世间》的出场人物在书中经
历了自 1972 年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在《补
白》一文中，梁晓声进一步明确“反映发展图景”
是为了通过“时代图景中出现的人物之间的比较
呈现发展成果和问题”，于是时代的阵痛表现为
主人公们生活的阵痛并呈现于作品中。（梁晓声.
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自述[J].小说评
论,2019(05):63-65;）

《人世间》的开篇第一章铺垫“共乐区”形成
的历史原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苏联举家逃
亡到中国的人们的住地，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人在 A 城的宿舍和军营，是苏联红军光复东北的
驻地，是本地知名工厂的所在……全文篇章始于
如是往事萦绕的城市新区中，读者的阅读一开
始，便进入了苦难历史沉淀和城市欣欣向荣的新
旧交织氛围中。

第二章开始的文本时间直接来到了 1972 年
冬天，“文革”期间，A 市公布了七名死刑犯的判
决布告；第三章，周家人出场，周蓉以去贵州投奔

“大三线”建筑工人的父亲为幌子，插队贵州金坝
村；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蔡晓光为力争自
己父亲“从来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四处奔走；同年
五月，“为了呼应推广小靳庄革命文艺大繁荣的
经验，市革委会决定”编创杂志《红齿轮》，周秉昆
调入群众文艺办公室；1976 年 4 月，周秉昆选编
来自北京关于“四五运动”的诗歌刊发于《红齿
轮》特刊上，4 月 7 日，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被
撤销，4 月 8 日，公安人员将周秉昆从编辑部带
走，“谢谢……这里也是我周秉昆的大学”，《人世
间》三卷本上部至此结束。（梁晓声.人世间窑上部
[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1-471;）

中部第一章开始，“文革”结束，知青返城，
1976 年 10 月周秉昆“放出来了”，1977 年周秉昆
调走复刊《红齿轮》更名为《大众说唱》，而后“大
三线”建设工人周志刚退休返乡；高考恢复，周秉
义考上北大，1979 年周蓉考上北大；刘少奇冤案
平反，周秉义的岳父被证实已死在狱中；改革开
放后，市场经济冲击，《大众说唱》众人开始“走
穴”商演；1987 年，周秉昆跨省走穴被扣住，《大众
说唱》停止活动整顿三个月，传统曲艺在商品经
济冲击下被“靡靡之音”取代；1987 年，“国企改
制”的第一阶段，周秉义调任军工厂党委书记，周
秉义赴苏联考察；中部第十六章，“改革时代的艰
难首先出现在草根阶层”；1989 年 4 月，周秉昆的
朋友吕川为“敬重的人”戴黑纱寄托哀思；“棉猴”
骆士宾经商发迹，想从周家认走周楠（周秉昆长
子，非亲生）、抢走郑娟，周秉昆愤怒之下失手杀
死骆士宾。三卷本中部到此结束。（梁晓声.人世
间窑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1-490;）

《人世间》下部的时间从 2001 年周秉昆出狱
开始，到 2016 年春节为止，共十六章，其间包括
九十年代第一轮下岗潮，周秉昆的朋友们失去工
作；周蓉随女儿远赴法国，周楠留学哈佛———海
外留学潮；周秉义回 A 市担任副市长主抓招商引
资，改变光字片面貌并由此引发众人关于房产的
纠纷……时至 21 世纪，小说的主要人物们逐渐成
为父辈，甚至次第离开，房产和养老成为众人聚
焦的中心问题。（梁晓声.人世间窑下部[M].中国青
年出版社:北京,2017:1-505;）

简单梳理全书部分主要事件，不难发现，小
说人物们的人生经历与中国过去五十年的重大
事件均密切相关，可以说，时代的重大事件几乎
无一错过。A 市这一代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交
织在一起，他们的生活转折多有时代转折的烙
印。姜超的评论文章《人世间的检视与打量》热情
洋溢地赞誉道：“如斯文学更像是‘史外之史’”
（姜超.叶人世间曳 的检视与打量 [N]. 辽宁日报,
2019-09-16(007);）。人物的成长过程与社会变迁
密不可分，形成时代与人的命运“共振”。

此时再看那句“通过……人物之间的比较呈
现发展成果和问题”，可以认为，这个目的同样是
达成了的。社会变迁的震动波一个不落地传到寻
常百姓家，周家的孩子们在时代的浪潮中顺潮而
上：建设的时代，积极投身祖国建设为周家带来
荣光，周志刚是光荣的“大三线”建设工人，周秉义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颇得赏识，周蓉虽是为爱离家，
但也在贵州乡村传播知识启蒙孩童；改革的时代，
周秉义和周蓉用知识改变命运，从政的周秉义清廉
实干，治学的周蓉敏锐多思，周秉昆也曾顺着市场
的需求利用才艺攒下财富。同样的，周家不仅品尝
到社会发展的红利，也经历了冲击：南方经济飞速
崛起，东三省工业衰落；“靡靡之音”席卷全国，传统
曲艺受众变少；旧书店改成肯德基，文学艺术衰于
消费主义，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周家的“下岗潮”中，
周秉昆的妻子郑娟不能算作有稳定工作，不顾一切
随女儿远赴法国中断学业的周蓉因学历不足，不能
继续在高校任教，出狱的周秉昆为生计发愁，工作
难找。目光移至孙辈的周楠、周玥、周聪等人，周楠
赴美留学，周玥在法国读企业管理，是“千禧一代”
的留学热潮，这股热潮至今不衰；周玥回国后“国内
的是另一套东西”因此总是找不到工作，“海龟”面
临的困境时至今日愈演愈烈；当然，所学非所用的
问题不止发生在“海龟”们身上，周聪大学毕业后接
受伯父安排进入报社当记者，不仅学的和职业没
有关系，记者的职业要求和他工作中常做的事也
时有错位……这已不仅是写“史”的广度了，《人
世间》的跨度跨到了当下，跨到了今天，跨到了每
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面临的生活现场。

《人世间》的情节组织如同超寻细密的针脚，
梁晓声在时间的锦缎上密织起 50 年波澜起伏，
节奏紧凑，事件密集，可以说周家浓缩了近五十
年所有的风云变幻，因而小说在时代的广度外，
亦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密度，构筑出一部跌宕
起伏而光辉灿烂的现实史诗。

三、温情的叙事策略
关注“城市平民子弟生活”，描写各阶层“亲

疏冷暖”，贯彻“每个人原本都一定是想做好人”
信念，从而筑成的“史诗”故事必然是温情的。梁
晓声相信善良的人性在时代和命运的阻力中也
能闪耀光芒，并且在《人世间》中力陈“好人文化”
的善恶判断。

全书分为三卷本，上部和中部戛然而止的结
尾，是周秉昆被捕入狱的两个时期，也就是小说
着眼的主人公在他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异常缺
位的时间段，而关于缺位时间段中，周家和周家
的朋友们的生活，则在中部和下部的第一章以回
忆的形式飞快交代。可以认为这种有省有略的叙
事策略，一是由于着眼主人公的情节需要缺失，
二是一种“温情”的回避和跳跃。

周秉昆无疑是一个“好人”的形象，因此通过
文学坚持表达“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的梁
晓声，必然以一种“劝善”的立场叙事。对于周秉
昆而言难以绕开的狱中十几年在《人世间》的行
文中进行了回避和跳跃，他第二次入狱时直接在
狱中度过了整个九十年代———也就是说，五十年
跨度的写作，围绕周秉昆进行了详细叙述只有三
十几年。对于主人公视角缺失的时代事件，通过
回忆和旁述点出：比如 2001 年周秉昆出狱时，儿
子周聪开“俄国原装”的“伏尔加”去接他，通过一
组“是‘俄国原装’还是‘苏联原装’”的对话（梁晓
声.人世间窑下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17:
15;），将苏联解体的事件补叙在时间线后。

从写作的初衷整体来看，对“边缘”的留城青
年投以关注，“于人间烟火处”、“在悲欢离合中”
的书写，关注大的时间边缘的平凡百姓生活，同
样展现出一种温情关怀的立场。小说中，周秉昆
的朋友们每年春节聚在周家沟通交流生活，这一
设定使小说中多次出现寒冷冬夜的热闹聚会，反
复召唤出节日的喜庆和团圆佳节的温暖氛围。平
凡人物的命运波折藏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平民
的生存哲学藏在人际交往的脉络里，含蓄隐秘的
叙事策略缓解了生活动荡和现实残酷带来的冷
峻感。

而人物们的命运本身，作家也选择了更容易
被接受的温和的发展方向，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
述，周家的儿女们整体上，都是通过知识或者奋
斗改变了“光字片出身”的“底层”命运的，他们的
人生是一种“上坡路”。《人世间》的结尾，2016 年
春节，“周秉昆家没有朋友相聚。大家经常能见
着，聚不聚都不以为然了”。周秉昆和妻子一起读
周蓉写的小说，他们许愿健康，“他把她的手攥得
更紧了”。是一个很理想的“大团圆”结局了，朋友
常在，妻儿和美，家人事业顺遂。

在目前的文学书写中，和同类着眼于“文革”
以来社会和平凡百姓人事变迁的作品相比，《人
世间》中出场人物的形象展现了平凡人物伟大的
人性光辉，小说的叙事策略和情节组织，是“善有
善报”的朴素道德观的体现，也是梁晓声一如既
往地强调“做好人”劝善观点的体现。

总观整部小说和作家的写作初衷，可以认为
《人世间》达成了对于世道人心的文化关怀，那
么，是否达成了“全面深入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
活”的心愿呢？

梁晓声在访谈录中称选择留城青年周秉昆
作为主人公，因为当代文学中缺少城市视角，尤
其缺少关注城市底层青年的视角，因而他有意
回避知青视角。关于梁晓声“知青题材”作品的
相关评论也有认为：对于想要达成“广泛地反映
各阶层”的目标而言，“知青视角”显得“先天不
足”（潘皓. 无法超越的自我要要要论知青文学的
叙事策略及其不足[J].齐鲁学刊,2002,(1): 139-
141;）。那么换到“城市底层青年”周秉昆的视
角，是否避免了此种“先天不足”呢？至少从《人
世间》一书的中段开始，整个周家都被认为“不
是一个阶层的”———乔春燕妈对乔春燕说：“今非
昔比……以后人家的人会越来越往高处走的”
（梁晓声.人世间窑中部[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
2017:137;）———可见至少从这里开始，周家人未
必充分算得上是“底层”了。

蔡翔 1983 年对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评论文章
《对确实性的寻求———梁晓声部分知青小说概
评》认为，阅读梁晓声作品总带着梦幻般的感觉：

“我们在这里重温旧梦———尽管我们明明知道梦
境本身已经被处理得高度情绪化了……那是对
以往生活的追怀, 我们在那里寻找, 总是企图能
挖掘出点什么……我们总是渴望能证明自
己———证明自己火样的青春年华, 证明自己的光
荣, 梦和憧憬。”（蔡翔.对确实性的寻求要要要梁晓
声部分知青小说概评[J].当代作家评论,1985(06):
72-77;）

初读《人世间》仍仿佛带着幻梦：理想的人物
形象、步履不停的时代史诗，热切的目光注视过
去的年岁，是“隐秘而伟大”的光辉岁月。在《补
白》中，梁晓声认为《人世间》适合让干部们和对
从前的中国和民间缺乏了解的年轻人们都读一
读，“我希望能向他们提供一些鲜活的、有质感的
认知内容。”（梁晓声. 关于小说 叶人世间曳 的补
白要要要自述[J].小说评论,2019(05):63-65.）梁晓声
一如既往地为文学、为读者奉上一场温情的现实
主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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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风记》取材自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大
军挺进大别山这一历史片段，展现了汪可逾、曹
水儿等人在战争背景下的命运流转、于极端环境
中的性情碰撞以及身处历史浪潮里的自我抉择。
小说一反战争文学注重“大历史”写照的常态，将
表现视域转移至战火中的“小人物”，以唯美的笔
触点染严酷的现实，谱写了一曲浪漫与痛楚并存
的战地乐章。《牵风记》虽落笔于“小人物”本身，
但也不失历史意识，它将战争体验与人性观照融
为一体，在突破既有战争文学叙事模式的同时，
也将绵延的历史足音灌注于文本之中，贡献了中
国军事文学史上创新与厚重并存的书写。更为可
贵的是，《牵风记》中不乏对革命历史的戏谑化写
照，如旅长齐竞精通艺术与军事，既留学东洋，又
是进步刊物撰稿人，但对女性贞操却有着无可挽
救的执念；又如革命队伍为了维持自身纯洁性，
听信诬告，处死了勇猛忠诚的警卫员曹水儿……
种种颇具讽刺意味的书写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
思意识，令人在哂笑或惋惜中领会战争的多重侧
影。毫无疑问，《牵风记》的创作是一场赤诚的文
字跋涉，在血与火、情与义的交融中，我们能够感
受到作者搭建别样战争图景的用心，以及开拓另
一种向度的战争文学的绝决。小说文本表露出的
创新意图与果敢姿态无不令人动容，但在感动之
余，文本的人物、情节设置与一些零星的症候隐
约让人感到与作品有些许隔膜，从而无法彻底沉
浸在“牵风”的世界中。

一、“完美”的缺陷
在《牵风记》中，作者着力塑造了汪可逾这一

“女神”典范。这位女学生一经出场便不同凡响，
她“下凡”至野政文工团的慰问演出场地，用古琴
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令全体军民陶醉不已，
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除却平板脚与夜盲症的生
理缺陷，汪可逾从内到外都是凡常女子所不能匹
及的。她高大丰满，又不失柔弱；她心思单纯，不
谙世事，同时又极具文化修养，对古琴与书法尤
为擅长。此外，汪可逾有着极强的道德感。在带领
后政慰问团赴前线演出的路上，因渡口有国军士
兵尸体横陈，汪可逾选择改道，即便耽搁战地演
出，也绝不碾压敌人尸体。在俘管所中，她以有限
的饭菜优先满足战俘需求……汪可逾的人道主
义关怀已然超越了战时敌我双方的对立，在种种
不乏夸张成分的书写中，她圣洁的内质得到了极
大的彰显。这一完美女神毋庸置疑地得到了所有

人的拥戴，其神性光芒之耀眼，连惯于拈花惹草
的警卫员曹水儿也对她顶礼膜拜，甘愿做一名无
性的护卫。

不难看出，作者对汪可逾偏爱有加，以至于
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堆砌了一系列外在言
行、事件，将汪可逾塑造成了真善美的代言人。
但这一人物的缺陷正在于她过于完美。汪可逾
近乎是左翼英雄的浪漫化变体，在人物彰显崇
高个性时，其行动时常游离于常规行事逻辑之
外，应有的性格张力也于无形中遭到了磨损。如
福楼拜所说，“叙述故事的特殊艺术，只由于性
格对立而有价值。”在虚构的小说世界中，人物
的真实源于其复杂内质的交织、纠葛，而单向度
的性格写照难免使人物塑造流于片面，其真实
性也会大打折扣。这便导致读者难以与“汪可
逾”产生共情，同这一人物的精神联结也会相对
微弱，以致小说结尾处，汪可逾的死去很难引起
人内心的强烈撼动。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
驳杂多样的性格应当是小说世界的根基，全然完
美的“人物”难免使文学神化，至于汪可逾的离
开，与其说是人的陨灭，不如说是一尊神像的倒
塌。

二、男性的凝视
当我们在探讨被塑造得过于完美的“女神”

样人物汪可逾时，不应忽视的是作者在“神”之
外，对于“女”这一向度的书写。从前文所列举的
丰满柔弱、不谙世事等多种特质，以及书内不胜
枚举的身体描绘中可以发现，汪可逾不仅仅是完
美人物，更是作者心中完美“女性”的折射。这种
完美女性形象整合了男性的心理需求与审美标
准，而非特定历史情境下女性自身生命轨迹的真
实写照，可以说“女神”汪可逾从未成为她本身，
而是一个男性凝视之下的构造物。

男性的凝视在《牵风记》中频频现身，最令人
震惊的无异于小说对于女性身体的奇观化书写。
书中，野战军强行军途中遭遇暴雨，汪可逾被大
雨“浇了个透”，在门洞里裸身睡着了———“管他
呐，先舒舒服服睡个好觉”。暴雨天一丝不挂地入
睡是否真的“舒舒服服”，我们暂且不论。很快她
便出现在爱好“人体摄影”的参谋长齐竞的相机
镜头中，这位“女模特”“两臂交叉，似在掩护着丰
满的胸部……全身肌肤变得雪白雪白，如同一尊
抛光的一比一汉白玉人体雕塑……丰腴润泽。”
尽管作者为了划定叙事安全区，不断强调齐竞如
何钟爱“人体艺术”、又是怎样的“清纯无邪”，但
在观看与被观看的权力关系中，女性身体已然被

符号化，作家和男性角色不免同时成为了凝视女
性的共谋者，对性欲拒还迎的姿态于焉隐隐呈
现。

更为震撼的身体景观出现在军队渡河北返
的过程中。汪可逾出于人身安全考量，带领船上
百余名女性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与渡河安全是
否有必然联系？这一情节的合理性难免引人质
疑。小说将这奇观化的女体群像书写得细致入
微：裸体的女工们与汪参谋比较起了“奶子”与肤
色，“黄花姑娘金奶子，过了门的银奶子”……作
者对乳房的迷恋与近百年前革命文学的先驱者
如出一辙。这场身体景观的展示以汪可逾一番颇
具个性解放色彩的言说作结：脱光衣服“不过是
剥一根大葱的工夫”、“找回赤身裸体无拘无束的
那种初始记忆”，等等。显然，作者有意向传统伦
常挑战，但究竟是为了“解放”而裸体，还是为了

“被凝视”而裸体？由于多种不合理因素的堆砌，
加之文本中潜藏的性属定见，使得这一铭写着

“身体解放”的景象更像是一场为了“被凝视”而
进行荒谬的表演。

三、女性的失语
“女性”似乎与“战争”这一具有雄性特质的

语境格格不入，但作为战争小说的《牵风记》确实
向我们贡献了大量的女性书写。如果从“女性”与

“战争”的裂隙中入手，确乎能够发现一些潜藏于
文本内部的症候。

在塑造“曹水儿”这一男性角色时，《牵风记》
中浮现出了许多战争中的无名女性，这些身处兵
荒马乱的乡下妇女，心中也做着罗曼蒂克的美
梦。须要提及的是，警卫员曹水儿书中颇受作者
青睐的人物之一。他机敏、健壮、忠诚，并且有一
种未经束缚的原始野性，旺盛的性欲是其生命力
的一大表征。曹水儿长于“猎艳”，在随部队前进
过程中，时常一路行，一路交欢。作者借多种“传
闻”勾勒曹水儿的艳史，并将其与《国风》中“野有
蔓草”式的浪漫邂逅相类比。但曹水儿的罗曼史
不同于《诗经》中快意质朴的两性相会，拨开传奇
色彩与浪漫笔法的笼罩，可以发现，跃然于文本
之上的是一种无法遮掩的男性中心意识。

叙述者赋予了男性角色显著的优越感：曹水
儿“这一头雄鹿，头顶生长着枝枝杈杈威风凛凛
的一对大鹿角，不愁没有大队牝鹿排着长队在恭
候着他的检阅”。 经由“检阅”的女人，对曹水儿
无不感恩戴德。两性交媾不再是双方欲望的满
足，而是男性角色对女性施以精神与身体的慰
藉，并将其从欲望的渊薮中拯救出来，曹水儿“赐

予”女人的性因而具有了一种君王临幸的色彩。
在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角色对立中，战火中女
性业已丧失自身主体性，成为了彰显曹水儿雄
性伟力的道具。这种不对等的两性关系，在小说
夸张化的表达中展露得极为明显。有成群结队
的农家女要同曹水儿私奔，更有甚者，在意外怀
孕后宣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把这个孩
子给你生下来。”孕妇一番自白过后，军队集合
号响起，她高喊道：“记着来领你的孩子！”接下
来的描述颇具意味：“这位未来的母亲是在示
威，她重合着嘹亮激越的军号声，傲然向世界宣
告，我生了我养了！我胜利了！”于一段露水情缘
中结下果实，竟然可以成为女性彰显自我价值
的标志，不知这是在歌颂女性的胜利，还是一种
意味深长的讽刺。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文本中
雄性国家机器号角的响起，这些女性的声音只
是一种微弱的伴奏，并且终将被那些潜在的强音
所淹没。

在《牵风记》所打造的战争世界中，女性的
失语不仅体现在边缘人物身上，即便是主要人
物也未能幸免。尽管小说不无“女性崇拜”意识：
被“神化”的汪可逾在战争中尽展个人风采。但
是如果追溯其踏上战争“舞台”的源头，却可以
得到别具意涵的结论。汪可逾纵然完美，却有无
法忽视的生理缺陷：平板脚与夜盲症。这在今时
今日确实微不足道，但如果想要进入战争年代
的作战部队，恐怕难遂人愿。汪可逾的缺陷被参
谋长齐竞纳入眼中，但他却默许女主角进入军
队，即便军队“根本不需要精通古琴的文艺人
才”。随后小说在齐竞的自问中给出答案：这是

“性别意识”在作祟，参谋长“理想中的‘另一方
面’……无非是依小汪体形为标准定下来的一
个标准就是了”。在“性别意识”的助力下，“女
神”才得以进入战争。汪可逾看似进入了一方自
己的舞台，但归根结底，这种入场并未体现出女
性对自我发展空间的争夺，它完全是在男性的
荫庇下实现的。

汪可逾的死，意味着她从战争中退场，而男
性人物对这一过程的讲述也颇耐人寻味。曹水儿
将汪的死讯汇报给首长齐竞，二人对汪可逾不乏
奇幻色彩的死有些理论不清，急于自证的曹水儿
强调自己在对汪参谋的照顾上没出丝毫差错，随
后又不无唐突地表示：“我曹水儿清清白白，从来
没有碰过汪参谋一指头！”此话一出，汪参谋便成
为了一块正人君子彰显自律能力的试金石，届
时，由“性别意识”获得入场资质的汪可逾“完整”
（没被碰过一指头）退场，男性叙事者越是强调自

身的清白，就越显得她像一件引人垂涎的战时物
资，而不是一位热心革命却抱憾死去的军人。

四、想象的限度
《牵风记》对汪可逾之死的描绘，使她从修辞

意义上的“神”转变为更具实在意义的“神”。从汪
可逾与曹水儿进入溶洞起，死亡的序曲已经奏
响，文本行至这一阶段，情节急转直下。随着想象
的大纛被高高举起，这部分满含创新意图的死亡
叙事呈现出了与小说整体叙事逻辑的某种分裂。
在溶洞中，汪可逾似乎预知了自己的死亡。她拒
绝进食，不断地用山泉水漱口，涤除呼吸系统与
消化道内的全部污物。接着，“在接连九天粒米未
进的情况下，忽然又是接连数日出现异常排便，
……呈喷涌状，肠道系统得到了彻底的清理。”在
令警卫员用冷水擦便她的全身后，便骤然离世
了。叙述至此，小说已然向某种奇幻的维度挺进。
汪可逾死后，亦真亦幻的景象仍在持续：她的头
发仍然在生长，一个月过后，她“面容如初，……
全身未见任何腐败迹象”。待到人们再次见到汪
可逾时，她已被战马从溶洞运到了一棵银杏树的
树洞里。战马的尸体化作一堆白骨，汪可逾的遗
体则完好无损，昆虫与鹰鹫像有所畏惧般不敢靠
近。

这场奇诡的死亡中纳入了许多超现实因素，
肉身的不灭意味着汪可逾已经超越了凡人，真正
地“神”化了。作者在“神”化之中展现了多种奇谲
的想象，这无疑是一场叙事的冒险。在其中，我们
仿佛看到了《百年孤独》中预知死亡的阿玛兰妲，
死于栗树之下的布恩迪亚上校……一种与魔幻
现实主义作品相似的神秘色彩笼罩于小说的死
亡叙事之中。但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魔幻”
是自始至终萦绕于小说中的一种氛围，是一以贯
之的叙事逻辑，它不仅植根于地域文化特色中，
更是一种再现现实的手法，即便披着神秘的外
衣，但依然是以描述现实为旨归的，因而充满了
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在《牵风记》中，这段饱含神
秘色彩的讲述空降至小说末尾，与此前纪实性较
强的文字产生了明显的断裂，作家贲张的想象已
然溢出了文本整体逻辑。纵然这突如其来的想象
升华了人物形象，但不免会令人与小说情境产生
隔膜，死亡的真实性与震撼力也被削减了。这种
断裂的想象一直蔓延至小说的尾声———齐竞之
死。在难捱的忏悔中，齐竞吞下了四十片本不致
命的维 C，踏上了死亡之路。随着想象的增殖，真
与幻的逻辑已然失衡，一个用力，却难尽人意的
句点，落在了小说的结尾处。

隐秘而伟大
———评《人世间》

战争、女性、想象：《牵风记》的动人与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