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寫現實不日歷史

論中國新時翊新寫買小說的敘事策略

臭文散布

<概要〉

中間新時期有r:~n 小，jjÎAJ 亡 Uj品 ~!ì: CZr 矢志、 )J 式， 它通過叫做'Jill在

司司 法zh Efiiht的投;;!以及 k諷和lliILEL性艘航的組 j 日， 解|持 flj叫 U~

J'[荒!1L生活和虛幻信仰的ljl|IEt 迷到了Ijinrt相應史的 ifi:也新jtUTL 出

l:;~的反n是立迎遮蔽的中凶人的笠~1叫樹境O}j JFi刷， 亡，為J， IJ 高立了|于1 為

凡夫俗子的修j災人生7市;)ÿ.、息，並賦予平民百的;此1月;)俘 A區、自'J尋常成月以

近于ffil~聖的{iFIZJli 于1世[ 滔Hii傳統文丘:]，:!-1的“f立大紋i:&/'背道而馳也 fJT

寫TT小說 lil~:北扎布 f現代主義的， '1M各.

1.序言

結事策略(I1aη-ative tactics) , liW指小說文本的基本表意叮式.研究

小說文志的故事策略，是考察現代文本的一/固重要的理論視角.因為現代

小說文本重視的不是反 :V~生活而是如何對生活進行表達.意義的建構與

意義的傳達成為小說家首先要考總的問題. 衡量一部小說酌價值也在它

是否具有自身獨特的表意特擻，

中國新時期小說經歷了由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到現代主義的友現實

主義傳統的敘事手lj先鋒派的前形式實驗的教事以及後現實主義的的解一

'!'閻 ~!i. 咐，JJj4 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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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深度模式的敘事的一系列變革.每一次變革都帶來了敘事策略的重大

變化新寫實小說是六十年代末中國當代小說的又一次變革，它以他莉的

“生活、愛情、婚姻"三部曲(<煩惱人生>、<不i友愛1青>、<太陽出世>l

為先導1 一大社當代有影響的作家包括先鋒派作家不約而同地加入，形成

了八十年代末最後的文學景觀，

新作家小說的基本敘事策略是力圖以一種“倒真"性的侈辭對中國人

的生存姿態進行一種靜觀式酌描述.它凸現的不再是對理想的苦苦尋求，

也不再是對超越性的絕對價值觀念的真誠信仰，而是一幅此岸世界的現

屑，困窘，扭故而令人，心悸的芸芸眾生的生存狀態圖，是漫溢若垂死氣息

的歷史頡技情境. 具體說來， 新寫實小說的“倒真性"修辭包括敘事時間

(narrative time)、設事距離(na汀ative distancel 、反諷(irony)、嘲諷性

模做(taunting mimesisl等方面，新寫實作家就是通過對這些方面的設計，

達到對生活的新的表述的.

2. 敘事時間:生活的深度模式的解構

小說文本包含兩種時間1 一種是故事時間.它是從事件的自然時序中

體現出來的時間，從本質上說是客觀的時間.小說中的故事往往標明發生

的時間，就是一種廳里站定1 目的是使虛構的故事更象真實的事件.但小

說文木還體現出另一種時間序列 ~p教事時間， 它是從較事話語的順序，

速度和頒率中體現出來的時間感.它體現了故事人對故事序列的一種個

人化的感悟和體驗，不可能完全兌現客觀時間的持續性和順序性，敘事時

間在何種程度上貼近或扭曲故事時間正是文本建構意義的一種方式.

在新寫實的現實題材的作品中，採用的大多是順時序的流水帳式的

連貫型敘事，即被事時闇始終貼合著故事時間，鼓事遵循的是純粹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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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這種時間設計問解了敘事的探層邏輯? 其中沒有原因， 也沒有結果:

沒有高潮，也沒有結局開沒有評判，也沒有分析，有的只是日無數偶然組

成的過程，過程與結果相對 是對未失口的立探索?表現為對結述對象的宜

地、運動、方向和形單等細枝末節關心和注意，剖寫實.這種寫實的特點

在于﹒它不是對過云發生的事件的講述7 市是對當下正在進行中的事件的

呈現-其次，它呈現的不是生活白了嚴密的整體性1 而是極度葫碎的細節及

片對性的特點4 第三，它只提供作用于請者觸覺.聽覺和祝覺的人物動作

和直面?不提供更多的心理|可容和社會內容 耳而，這種寫實能在最大的

程度上貼近生活的狀蔥， 它提供的是 個更具體， 更感性的世界. 請右

「煩惱人生」中對主人公刊)家)羊生活的一位披述，

~Il衣服 I)J_;(衣服 'J(JjI:[ ， i~視 J己的一的f- l!llrrnIY:j ~2 r H :f1H1Îi;i';'jλ; 

九 替他脫衣服而父只J把巳凹f他巳叫j般搬!刷1型叫班飢JI誕ι1'， 巨學主主一 J/今T?t川J災(t凌t支t/μ:泣之泣泊fI的|巳均t甘j 教晶趴訓11 串給:h:刊J折j丌T刊11+V小!?VH門『JA4們l:1『ij

l~ ~ ~fJ蚓!悄 J-， 'I圳!~鬥略〔1fjf(沛沛慚4恥軒帆〈1快糾j巳川(可I的η札， l村v仙l'什'j汁內卅↑村村怕l'內'j仙j(白'rj ， 恆恆的， 不您!拷問~r 在婆- ffffu flHIVU你
l吭 !lh; , -- -flJi細汗

在拉述人的提捉敘述中.是現的是正在流逝的日常生活細節，是沒有

理性觀念滲入的初拾的生活狀態.作家關注的是庸常之輩的尋常歲月，是

彌漫于尋常歲月中的困苦、辛酸、溫情、快樂和車|十菇，井，賦于它近乎神

聖的尊嚴與價值

余葷的 Cì舌著』巴是採用，Ii日時序的時間設計的作品. 福貴曰少爺而淪

為貧民.兒子和女兒的暴究這一連串的苦難都在時間中化為偶然性.福

貴在長長的人生道路上守著一份苦澀得令人心酸的親情，頑強地活著.即

使在最後一個親人死去， {也仍然伴董老牛活看.時間在這里綿延為生命的

過程 福貴前活看並不用生命之外的任何“身外之物"而只為了生合的過

程本身.11頓時芹敘述的解的是那些虛幻的理想和價值，余華這樣敘述自己

的創作初衷-“.....這首敬深深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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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篇6活;若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

明白， 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 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我感到自己寫 F了高尚的作品"

新寫實的順時序敘事與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順時序敘事有若很大的

不同.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在表層的順時序蝕述下面，存在著一個“前因

後果"的深層敘述邏輯， 過于精致的環環相扣的情節館所要表達的是理性

的觀念，這使小說的故事與生活的原生態相距甚遠.盡管傳統現實主義小

說也聲稱要再現生活，但是敘述操作的人為痕過去H表明，這種“再現"實際

上是按合目的論進行的蓄意的福排加工.而新寫貴的順時序敘述消解的

是“前因後果"的人為的理性秩序維系著君似一盤散沙仙的敘述的只有時

間，生活在文本中展示為時間的一維性流逝，現實主義敘事必然繞過或略

去的頭屑細節，在新寫實小說中重組為一幅熟悉而陌生的人的生存圖景.

八九年以後，一些新寫實作家開始講述歷史(家族)故事，如:蘇童的

「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格非的「敵人』、余華的『鮮血梅花』

等.這些作品也被稱為“新歷史小說，\新歷史小說的敘事時間設計始終採

用“我"的現時敘事， EHf采用當時人物的敘述，把歷史作“現在"的改寫.歷

史在小說中化為一種個人的感受，同時馬爾克斯的“許多年以前，許多年

以後"的語式在作品中頗頻出現 過去、現在、將來立相糧繞，敘述在三

個時間向度中往返穿梭，在可豫見性的前提下把歷史納入不可知的宿命

論和神秘主義立中.

新歷史小說一般都具有一個極具生活感性狀態的故事， 對故事的被

述也具有古典味十足的抒情風格看上去與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相去不

遠.但實際上，時間設計上的差別使得新歷史小說對歷史的書寫根本不同

于傳統的敘事文本.傳統的敘事文本對歷史一般採用“過去峙"的書寫，對

“現在"來說，“過去"已成為一個可知的存在，對“過去"的敘述就充滿了盟

性的自信，歷史作為一段客觀存在的往事，用來證明某一理念或規律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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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而新歷史小說的暐間設計.把歷史作為一種即刻的“現在"的個人感

受，歷史本身充滿了隨機性、偶然性，它對于當事人來說.是神秘性

的、不可把握的.因此，與博統敘事文本表現出的理性精神不同，新!解史

小說表現了一種宿命論和神也主義的時史觀.

“時間"作為一種枝事策略，在新寫實小說中參與了意義的建桶，它成

功地解構了E果宵節和生活[叮深度模式，在狀態的層E上呈現了人的生

存圍景和生命過程以及{rË[人在將史潮流中的體驗和感受.

3. 敘事距離:情感的深度模式的解構

故事距離(narrative clistancel是指紋述話語典故事之間所保持的EI

違法近的距離，它也是敘述的策略和方法之一 米萊有一帕吉『寵幸IJ的少

年寺 t\J，可以很形象地完明教述距離在文本牛的功能"言佢古里，一個

老水手背對若觀眾，正向前{18'少年說著什麼，這兩個少年黯然已被仙的話

所吸引這個老人伸出位的手指向大海，但兩個少年的眼睛去1:右看恤，市

不是看看他所(中也前手或者他所指的某個遠方的景象這說明少年六自

覺地將注意力集牛妻lj按述者的聲音、分析和判斷上， 鼓迫話語把讀者(聽

者)引向敘述者? 而不是故事， 這是“講述法"的特點. 它便話語~ê:故事較

達1 而且巨敘述者拉近 男一種“顯示法" ~IJ表現出相反的特點.它把讀者守|

昀故事 TJ不'5向敘述者.讀者只看~面苗在穎、蹺，聽不到敘述者自古聲音，

WtÜP'Gerarcl Genet役，說;“敘述盡可能多的內容，同時又盡可能不留干敘

述的社j也用Plato的話說， ~I]'造成不是詩人在說話的假象?換言之，就是

使人忘記是敘述者在拉述" 非商質的譜寫現實題材的作品， :t采用的多是

“顯示法J\ 如他莉、余華、方芳的作品

新寫實小說首先t\'t! ~R了人們注意的是某種生活的質感種 L 毛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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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感".似乎是生活自身在呈現.達到這種敘述效果，需要排除兩方面

因素的干擾:一是社會理念，一是作家的個人情感.社會理念又往往滲透

在作家心理中，與個人情感融合在-起這兩方面的因素影兩者文本的寫

1'1'，使作家難以避免用“有色眼鏡"來看生活，導致文本與生活原生狀態的

其種程度的隔離.而採用“顯示法"進行教述，就是有效地阻止社會理念和

個人情感對敘述話語的滲透，使敘述從某種理念的雲端?落到堅實的生活

的大地上?展示客觀不真的人生.

“顯示法"的敘述模作要求達到敘述人的消隱在對故事的設述中，新

寫實小說採用兩個途徑成功地遮蔽了敘述人的理念和情感的滲入 一是

敘述話語只用中性的調子，不表現敘述人的情感態度.自P採用“零度"敘述自

二是對敘述對象木做任何渲染和強話，只讓生活的過程象7.K一樣均勻地

流逝.自呈現攝影式的書OC. 因此1 讀新寫實小說，我們沒有了敘述人的

指引，只是置身于瑣碎的生活立中，自己去品賞和體驗.

如.方方的小說『風景」採用的是一個十六天就夭折的死者的視角，他

無怨無恨，無苦無樂，只是月明散的眼光注視著一家人前生活，以平靜的

口吻講述著姐們的困窮與貧痔.父親帶若他的妻于和七男二女住在漢口

i可南蚓于一個十三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父親只會一味炫耀扛碼頭當殺

手的豪勇祖莽p 大哥青春勃發的情欲被扣;斂受創?三哥追求的偶像原只是

個虛假的影子與幻覺，三哥對女人充滿了報復心態，四哥雖聾啞卸過上了

和諧安蜜的小康生活，五哥六哥是追求錢財的個體戶，大姐大香，二姐小

香俗不可耐.七哥不擇手扭住上爬.在這平凡人生中?還有一連串的慘死:

愛上大哥的枝姐死于卡車輪下，轉移被火車耳聽亮，擻運工被板車意外地砸

死，楊朗的父母在文革中自殺7 二哥為愛情自殺，蘇北佬的女友死于骨癌.

生命的脆弱，生存的危機，人的獸性，下層市民生活的食困和粗野，都被

用十分冷靜的語調敘述出來，產生了一種驚心動魄的“震驚"

余華的『世事如個』是他的一系列暴力死亡小說中的一部. 與傳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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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本明顯不同的是，應該引起憤怒、悲痛、激動的場面，敘述人均表現

得異常冷漠-生活的陰暗與殘酷便第一次赤裸裸地展露出來-小說中寫于

一個算命先生7 他是一個老而六死，能7頁 l、生死，具有生命的把握力，性

能力和時神引導作用的形象，具有生殺于萃，恐嚇擇取，毀滅妝害的責任1

在這個社會權力性象做形象的面前， 眾人異化成2、 3 、 4 、 6 、 7這些柯 ~frt:

沒有支配自己命運的能力 i 司機受辱後自殺 4被3革命先生當著父親的面

奸污， 6棋孫子交持而懷孕，這是一個沒有溫情，沒有愛的冰冷， j重亮的世

界，“頭示法"的敘述，則把主種冰冷推向7極致.ftt底消解了生活的詩意

“馬刁q去"的運用使 t1r事實小說木同 1Js:傳統現實主義小說 傳統現買一

主義小說的敘述人iiEl帶有鮮明的感情色彩， 他們的是非評們為現實生活

戴上了英雄主義和理想主妄的光環-而新事質小說用“頭示法"呈現了一種

久違遮蔽的現實，撕裂了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虛幻的景汁.“黑買示法"的

j車間也使新寫實小設六同于當代的“先鋒派"小說.先鋒小說一直專注于個

人化經驗的發掘，作家把自己獨特的語言感覺方式揉合到場景刻畫L 人物

語言和故事敘述立仁和 然而 先鋒小說在個人化經驗的表現中走了極端.

結果是在個人感覺前奇怪空間中~.1上境的循環、重誼和主我消解， 讀者

去[l:::Q晦澀輕慢而無法進入這個“我可守世界 b 新寫實小說 lt1j採斥了完全不同

的敘述方式?它tE敘述者酌三觀情感降到零度，盡可能將原初生活經驗置

T客觀地位， 這意味若當代小說旦現了“向外輯"的個向， 剖』昨棄心理的

“探度" 著重表現在扭捏、聽覺和觸覺中呈現的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方

式 同時劍英的起距離酌斂注.也體現了作家的遊)$I~人生的態度1 一旦

失去了生存的終極因值 3 的旦那些虛幻的理想價值、道禧、被擊碎，人

生就陷于無意義，生活苦難的悲劇感也就不存在了，超越式的遊戲起度由

此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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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諷:中心話語的解構

反諷(irony)作為一種嘲弄、破壞、聽覆性的表意方式?在新寫實小

說中得到了蔓延性運用.從這一角度切人我們可泣讀解出新寫實小說的

夜層的精神文化內涵.

反調包含有修辭學的、美學的和哲學的三個層次上的意義， 其 {I多辭

學的意義是指敘述選擇了一種措諱性的話語表達方式，它所陳述的那包

含著典人所感知的字面意義正好相反的意思其美學的意義表現在兩個

方面:一方罩，敘述本文的結構建立在悍論的基礎上，“它違反了常識，它

把不茄調的、矛盾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團" 使本文充斥了相互矛盾的文併霞

的觀念，敘述缺少中心和意義的確定性.另一方面，作家一敘述人持一種

超然的敘述態度與敘述對象保持著心理距離3 艾倫﹒三甫德曾揖此區分

出兩種形式的反諷﹒ 一校的反諷和絕對自古反諷. “如果一位的反諷保持著

一些距離或是超然酌，那麼絕對的反諷就更加J坦然和高不可及，實際上是

h翱翔在空中川，作者對技述的一切.均表現得冷漠和無動於衷.反諷的哲

學主義則在於它同時體現了一種人生觀1 這種人生觀“承認經驗可作多種

解釋，而沒有一種解釋是絕對正確的;它也承認不協助百素的共荐是存在

的結構因素.，

新寫實小說的有些作家特別j青睞於反諷的修辭效果，伯們往往莊詞

語用，正話反說，形成話語的表面意義與深層月1園的巨大差異， 11.:小說話

語失去了以往的正重、嚴肅，變得機敏尖刻‘;自滑甚至粗俗，但又妙趣生，

富於語言快感1 葉兆言的『關於廁所』至今還未引起評論界的重視，但我

以為這是一篇言語反諷的地妙奇文，在廁所的話題下收集的各種奇聞較

事由反調研綴成意趣盎然的整體，敘述人的妙語聯珠造成一種引人入腔

的敘事效果，小說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閱讀快感.劉佢的「伏

義仗義』貝IJ善於在人物的那些關鍵性動作發出的瞬間給予反諷性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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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在性的羞恥感與性的誘惑力的雙重壓力下所處的尷尬境地更加暴露

無遺.相比之下，劉震雲的反調更具力度要理解到農雲的反諷所傳達的

意涯，必須把他的文體置放到一定的寺代語境中-如伊格菊頓所指出?當

代作為權力話語的主導意識形態的巨的在於使統治階層合法化，使生活

在痛苦壓j:fll現實凹的人，獲得一種迷醉和諧的假象，把吐會強加ii台@體的

控制錯君成{!8人自由的必然體現.11劉震雲拍言語友諷巨可以與吽l心權力

話語中E悍逆前方式，揭示了'Ë~叫人的實質.訝:高『單位』中的一段披述

小林災;立(1位 l 丘，在tM人，性的明川、三(川、UL K刊 fl 、 (，W處長、

處長、 itl lI1)之 .....ttfij在tj blift二 Jl1 ，1 月始Jfl.c j古梨 J主 1 )目的， 而入您也JL

:fll收拾梨!主.t:;、， 仁，已 L l~ (l{,) ~Lì 哎唉{jlviilL」Hjt ji|)目的你，1;入Lilt九三\

'í(í黨員 ly;不;亡， JL JhJEIIVL垃:L~III已?而混入泣， jd;flJIJ人 iyl i|1;IE Ji，此
i苛刻，tlfli論IH RJjlff先 l lJEifl lJLiU、 Ilíj，i立法是‘jtfZJLm此 /1 為什一位

又不挂"et:~;:~'riri;，&: (n 斗史迫求IFJ:lxa l;11 日芷 1I巴 ， J J小、林! f衍t!圳!引刊Ij f你i垃心J(l此;此止人小

了黨 t你1.令一1叫;iJιf王 t佳{.，主:芷Eι封凶~'莊lih叮ihi

己扑! !服l灰刮

這段話用諧諧的語氣揭示于政治文化對人生的影響.中闊的政治文

化往往決定人一生的命運，使個人追求椅上了過多拘私愁、功利、忽略了

{團體自身生存此意義和生命價值.

在美學!厝哥面上7 皮諷通j迺直 1芷對T只Y1tL 一生且且不協詢場景的刻畫劃~ , 揭示人自的甘“類類、卉

劇性"生?巴三t挂主 i遇E且，L!.可以稱為叮‘“‘情哇反諷 "\a 新寫貴小三現控中自的甘

來亥划1昔一些;隨畫 i吱f皮t造流封小人物 !他也們一方面受吐會權力中 J心心的左右、以楣

岱干扣]屈;從茫予來拉:實實現自己可 l憐萍的慾望.另一方面，他們的所作所為又在無意識

中腐蝕7正統白了價值觀念、行為的悍論使世們顯得滑稽可笑，情境反調調

11而1嘲弄的主是這種小人物的心理失重狀挂.

方方的「 -i連三1;=r~敘述了一個裝卸 jZ!':工人盧小被人生道路上酌波折

一次偶然的目時打群架的經j悟，將安分守己的盧小技拖入苦難的陷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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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別有用心酌認定直小波是凶手，領導仿明知員和去IJ不為他排白，反而

以入團為誘餌勸他去為別人替戶，直小投終於抗拒不了入圓的誘惑，答應

為他人頂罪， “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像一個英雄，心襄充滿了去為他人犧牲

的悲壯感"小設中認凶手的場景和辦公室談話酌場景都具有反諷性

劉震雲的~-t世觀毛」干日『單位」則刻互了官場這個崇尚權力的社會環

境對人的個性和人格的扭曲.小林這個大學生不得不去逢迎，巴結掌握目

己命運的人， 同時又“本性難移"不時露出“馬帥" 讓人懷疑他的“真誠"

思想和行為的互拈矛盾，使小林這個人物具有了反諷d生，而掌握小林命運

的雪們‘ 他們得受更大的官們的控制和擺布1 這使他們此一時趾高氣揚，

彼一時又卑恭屈膝，讓人忍俊不禁.劉震雲的這兩篇小說的情境反諷揭示

了社會權刀機構的癌疾1 它的運作是以1民誠個體的人的獨立意志和人格

尊嚴為代價的，

劉震雲的長篇小說T故鄉相處流傳』更為大膽和主辣.這里，反謂的對

象不僅僅是小人物，更多的筆墨是對人們心中的神怪偶像的嘲諷，小說中

出現了曹操、袁紹、朱元璋、慈禧和毛澤東這些歷史人物，關于古代歷

史的結述純粹是敘述人的杜撰7 它指涉的是當代歷史， 意在嘲諷反右

派、大躍進、“文革"這些荒謬絕論的故治運動，折解人們心目中的神聖

偶像.帝王的名字不過是一種借代，所寫細節也不需去認真推敲，值得咀

嚼的是反調按述本身，它以極不恭的口吻講述著人們心目中神聖的偶像，

在冷嘲熱諷中渲攜著搗毀偶像的決意.它還滑稽模做了當時流行的政治

術譜，取笑這些術語本身的悍謬.同時它也傳達了作家對歷史發展過程

的一些難解之迷作獨特闡釋.例如為什麼這些荒謬絕論的政治運動在中

國的土地上能移一再地產生等等.這使嘻笑怒罵的背後，蘊藏著嚴肅的懷

疑精神.

當然，皮諷的破壞和嘲弄性使他根本不適合於正史的寫作，所以‘善

於運用反諷的新寫實作家也回避正面地表現革命歷史題材. 他們擅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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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碑史的寫作，那些頹敗的歷史傳說和家族故事，是他們熱衷於表現的

領域，這是他們的特點和局限，還是一種對照吏的“偉大敘事"的懷疑態

度呢?法國文論家利奧塔德在論及1表現代文學對合法敘事構造的瓦解時

指出:“敘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運輯部件，包括它偉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

險情，壯闊的舵程及其遠大的目標它逐漸消散在各種敘事語言因素的迷

亂星雲里，其中慘雜的故事、指示、命令、描述等等成分?而每一星雲又

依照它自身獨有的語用學規律進行旋轉"這種中心敘事話語裂解的情況

也出現在我國新時朋文學中，新事實小說用反調寫就的)於't'故事，正是造

成“偉大敘事" l:t1的異質成方?它解構了科史中的英雄主的，對加堅煚進行了

重新書寫.

5 嘲諷性;模做.傳統敘事模式的解描

嘲諷性棋做(taunting mimesis)是指從其他文本(例如某些經典範本

或類型範本)中彈取或借用故事動機， 使作品在人物、故事或情境方面與

母本十分相以.但是，這種相似並不是模做，而往往是在發掘母本的動機

的基礎上，反其意mT用之， EH 所謂“舊IIfL裝新i四"母本成為刻意嘲諷和消

解的對象.嘲諷性模(肢，成為新事實小說解構傳統敘事模式的一種敘事

策略.

我們對中國六十年代的軍事文學典範之作『歐陽悔之耿』還記憶猶新，

小說展示的光輝形象和理想化的軍營生活，給當代軍人塗上了聖潔的

色彩. 小說作為宣揚革命英雄形象的文學範:本;而受到高度讚揚. 但在新

時期，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人們的價值觀也發生了變化，文學中“大寫的

人"改寫成“小寫的人"傳統的敘事範式也理所當然受到衝擊. 劉震雲的

「新兵連』就是對軍人形象和軍營生活的重新表述在『歐陽海之故」中，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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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海爭取入黨的過程是淨化和弄華個人靈魂的過程，必須徹底清除私心

雜念，才能完成精神上的涅槃.而『新兵連』中的兵們，雖然也爭著當骨幹，

渴望著入黨，但真實的動機顯然與黨的神聖宗旨風馬不相干他們爭取改

治進步的行為也顯得庸俗委韻"'新兵連」中的“元首"竟以告密而當上了

“骨幹"“老肥"則因自己拍馬屁拍得不是地方而痛心疾首，這些描寫暴露

了故治意識形態的失控，人的信仰的喪失.與歐陽海的光輝形象相比，這

主兵們顯得渺小委瑣，但又不失其真實可愛.因為實際上軍軍不可能是與

世隔絕的“真空" 軍人也不可能沒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生存需要. “新

兵連"的出現 1 除去了文學中軍人形象的“靈光圈" 讓其顯現出玄真的

面目

重新敘述的欲望間樣存在于新寫實那些以愛甘為題材封小說中.余萃

的「古典愛!青』和北村的『張生的婚姻」鼓述的似乎是個古老的才于佳人的

故事，但故事酌進展那完全不同于才子佳人的傳統模式"'古典愛，情」寫→

個吽棚生的書生進京趕考，路上邂逅一位貴族小姐，兩人一見鐘情，但並

沒有信誓旦五、海誓止l 盟. 制l生第二次進京趕考， 小姐的精樓巴不存在，

小姐淪為摺肢，一路一三餓拜遍地.柳生第三次進京趕考，都疲勞無功，最

後做了個孤獨的看技人.這里， 才于一生抑鬱不得志， 佳人也命運悽慘，

他竹的愛情更像是一次偶然的機遇，談不上浪漫動人，故事解構的是才于

佐人小說製造的關于愛情的浪漫神話，才子與佳人的現實命運已毫無詩

意可言p 而是旦現出觸目驚心的種酷.

『張生的婚姻』是北村新作它一已女作家以往那種追求敘述形式創新

的風格，極朴素地敘述了一個當代的愛情故事.主人公張生的名字就與

T西廂記』中的張生岡名?而且也是一個書生，但明顯小說是從傳統文本中

撞取敘事動機，但當代的張生在愛情上卸沒有古代的張生走運.盡管他是

個博士， 學識淵博， 去7直到三卡出頭才與一個賓館服務員小和IJ談上j戀愛，

小柳可以算是一位佳人，但她去口不像蕉，鶯那樣對張生一往情深，在結婚登



干i認現]if和歷史 69 

記的那一刻，他竟改變了主意，離張生ìî去.吉日臭說，傳統的才于佳人小

說向人們灌輸了一種理想的婚姻模式的話，那麼，隨若商品經濟大潮的ì'Jï

現.這種古典愛情觀也iZ輛瓦解，張生喪失了風流個備的風度，經j窗前窘

迫.使他再也不能防保持他的尊嚴和優越感而顯得迂腐窮酸.這個形象每

每喚起我們對前文本的記憶，從而引起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現實境遇的反思.

嘲諷性模傲產生于文學的互文關係，它是通過一位文本對前文本的

品提!來解構傳統.顛覆傳統

6 結譯:呈現一種新的貝jtf

在傳統設事的諸多模式加雪片般崩塌之說，新寫實小說為我 1門呈IR

了一種好的真實-如何理解這種新前真實 r鐘山~89年3月號的捕者按這

樣 ~ft “這些新寫實小殼的創作方法仍是以事實為主要特戳， 但特別注意

現質生活耳生狀屆選原y 真誠直面現實7 宜直人生"然而，新寫實小說還

原的是怎樣的生活的原生形態。 呈現的是怎樣的現實人生? 兩者叫諱市

不談.且是.我「要主jfH寫實小說進行唱釋，就不能不面對這一尖銳的問題

新寫實小說通過j奇特的設事策略為我們呈現了一種久遭理想主義光

環遮蔽的中國人的生右，其禍首先，它第一次凸現了中國人的生存處值的

時收益與古雪-這是貧窮得令人5空間的處境-人的物質需求模降到最低點.

一間安拔得 Fif的房間 --8頁改善伙食的西盔，都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青

望-這是困窘悍器人心酷的處境.婚姻的意義是極為現實與實用的 它是

一個男人自我形象É(~I-部分，是秩序化的社會衡量個人價值的一個軍要

標準.是多重的社會契約，它不給浪漫宵感絲毫白的存在的可能 還是殘酷

的非人的是境-人們除了爭取活下去以外，不能有更多的要求了，以至于

“ J吉若本身就是價值"更貴了一種輝煌的宣言 這種生存置相使人觸目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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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F 它使人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祠，中國人生活得究竟怎麼樣?

其灰， 新寫實小說揭示了處于社會中心權力話語地位的那些理

想、價值和道德對中圈人的生存狀態起著怎樣的作用.它們使一個生氣

勃勃的有個性的青年逐漸變成了-{[耳恭屈膝， 逆來順受的小公務員

(W單位』， 「一地聽毛~). 使一個安分守己的工人變成了一個無法分靜的

“罪犯"(f一波三折Æ).使人異化成沒有生命的符號(ftt事恥 1月回 Æ ).這里，人

物的內心掙扎使人感到異常沈重，人均的個性扭曲更使人感到異常的心

悸.那些奉為經典肘理想、價值、道德便顯出它的荒謬和虛偽.

因此，新寫實小說無疑地具有某種反鈑.主流意識形態的意義，它對

現實天日歷史的重寫，它的崇尚“經驗的直接性"對“偉大的故述"的拋棄和

致力于“碑史"的寫作的特點，員IJ使它具有?表現代主義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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