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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掩映下的人性伤痕
曾以诗作与散文为大家所熟知的

苏兰朵，凭借《声色》开始了她的长篇小
说创作之旅。作品中，苏兰朵以千疮百
孔的男女关系作为切入点，揭开了现代
都市生活的萎靡一角，展现了当代社会
金钱、权力、欲望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
扭曲。苏兰朵对转型期的都市生活给
人们带来的精神困境有她自己的观察，
并且带有悲观的色彩，但也正是这一点
使《声色》摆脱了对“情”与“色”的简单
展览，与通俗小说划开了界限。苏兰朵
的批判虽显不足，但仍让我们不由自主
地想起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她的沪
港传奇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述：“生
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苏兰朵选择广播电台作为描写对
象是聪明的。一方面，对于普通大众来
说，电台主持人是公众人物，某种程度
上属于“娱乐圈”，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
们的生活要比一般人光鲜，出入高档饭
店、与富商高官打交道。另一方面，与
真正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明星比起来，电
台主持人由于隐藏在声波之后，并且直
接与听众交流，接触社会面广，颇为“接
地气儿”。这样，苏兰朵就搭建了一个
很特殊的“舞台”，既能将现代都市最具
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出来，又能由此连接

社会的各个方面。小说中的这个“舞
台”之上，演绎的是一段段畸形的男女
关系：千辛万苦打拼成“大牌”的当家主
持人凌风与自家保姆展开了一段婚外
情；女主持人常翠珊从名不正言不顺的

“小三”转正成为了“官太太”后，与丈夫
王忠阳经营的仍是无爱的婚姻；年轻的
女主持人妙妙周旋在记者章可凡与“富
二代”祝鸣之间，保持着“暧昧”的三角
关系；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安娜，在富
商的诱惑和纯洁的感情中挣扎。苏兰
朵用众多的人物的关系展现了现代社
会中男女关系的奇特景观。

在古代的传奇话本中，男女因“郎
才女貌”而爱；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中，
男女因共同追求而爱；在“十七年”的作
品中，男女因共同信仰而爱。而在苏兰
朵的笔下，“爱”从头到尾都是缺席的。
凌风与孙玲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地
位、思想、精神，二人从未站在可以对话
的同一高度上。凌风仅仅需要“如水”
的孙玲给予他那处于巨大压力下的自
尊心以安慰，这种安慰没有任何“惟一”
性，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能给予他。常
翠珊眼中的王忠阳只是她“理想”中的
男人，是她过上“理想”生活的保障。而
妙妙更是连“爱”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与

章可凡在一起是报答章母对她的知遇
之恩，与祝鸣的感情中则充斥着对他肢
体残疾的“怜悯”。彼此平等、互相欣赏、
精神共通的健康之“爱”，在《声色》中了
无痕迹，只留下千疮百孔的男女关系。

那么在这些红男绿女的角逐游戏
中将“爱”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苏兰
朵所揭示的是金钱、权力、欲望。她在
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形象地写出了“钱”
与“权”对人的控制。妙妙放弃了章可
凡而选择了“富二代”祝鸣，章可凡的妻
子选择了富商和国外优越的生活。即
使安娜放弃了富商祝亦清，她也是几经
挣扎。金钱、权力、欲望作为始作俑者，
推着这些人向前走。他们有彷徨、挣
扎、无奈，有对“爱”的不舍，但是为了在
某种“规则”下生活得更好，他们不由自
主地被利益操控。在“钱”与“权”无形
之手操纵下，道德、信仰、原则已经显得
不合时宜，人们失去了对彼此起码的信
任和对道德的敬畏。在这里，苏兰朵没
有仅仅将眼光聚焦在畸形的男女关系
上，而是进一步地展现了现代人在利益
的驱使之下人性异化的事实。凌风选
择与孙玲婚外情，又害怕别人知道这层
关系。他害怕的原因，并非是道德的谴
责，而是因为他内心认为为了一个保姆

放弃家庭是“不值得”的。一个活生生
的人，某种程度上在凌风眼中已经成为
了“ 物 品 ”并 具 有 了 可 被 衡 量 的“ 价
值”。常翠珊用“孩子”完成了她从“第
三者”到“妻子”的地位转换。从“初衷”
的角度讲，常翠珊已经自动忽略了“孩
子”所带有的生命、爱、责任的意义，她
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另一个标签——

“王家的第四代单传”，因此“孩子”被她
附加上了“筹码”的属性。从这个意义
上说，常翠珊是连母性都丧失了的。

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信仰体系被
冲毁，新的信仰体系尚未建立，使得人
们茫然无依，不知何去何从。人们在

“无信仰”的时代，深陷入矛盾之中。一
方面无信仰的现代人是缺乏安全感的，
惟一可以把握住的仿佛只有自身的利
益。而另一方面，人的本性是需要爱
的，爱的最大特点是无私。这使人陷入
了“无私”与“利己”的矛盾之中。苏兰
朵从丰富的社会生活材料中，选取了男
女关系这个可以容纳这种矛盾的剖面
作为她的切入点，通过对男女关系中起
支配作用的利益这一事实的揭示，挖掘
出了造成现代社会中人性扭曲、现代人
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对利益的盲
目追求。

计文君为 鲁
迅 文

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
员，其小说细腻温软，注
重采用传统的文学表现
手法。在其小说温柔的
形式下，其骨子里却透出
一种执著与坚定的精神
追求。小说中好像有无
数条丝线一点点缠绕，不
知不觉中，就会让读者深
陷其中。

弋舟为 鲁 迅 文
学 院 第 十

四届高研班学员，他的小
说颇有韵味，篇篇可称精
品。《所有的故事》正像书
名一样，讲述了人世间各
种各样的故事。小说多关
注男性的生存现实，作品
中的男性，失意者居多，
他们总徘徊在人生边缘，
是角落里的无言者、离队
者、注视者。

朱山坡为 鲁
迅 文

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
员，其小说有着浓郁的浪
漫主义情怀。他的讲述
穿越于现实和魔幻之间，
展现出无限苍凉与悲怆
的审美意蕴。朱山坡几乎
所有的小说中都有父亲的
形象，有失败的父亲、出走
的父亲、最后一搏的父亲，
令人印象深刻。我的中篇小说

我谈谈近来发表的我的4部中篇。
《新生活》这部中篇发表在 2013 年

的《长江文艺》第11期，后被《小说选刊》
第 12 期选载，被 2014 年《小说月报》选
载。我喜欢这篇小说，是因为我喜欢李
明亮这个真实的、但在我们传统的道德
中却绝对不会被轻易接受的人物。李
明亮张扬了自己真实的欲望，背弃了爱
情，在现实中寻求他个人情欲的刺激与
满足。他是该被批判的，存在并不见得
合理，但反过来——被批判的，不被人
认可的难道一定是错误的吗？写李明
亮这个人物时，我并不这么认为。每个
人都有其隐秘的存在，生命有其对爱欲
的渴望，他的一切行为其实无可厚非，
他的行为也全部由自己来承担结果。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一定只能爱一个
人，李明亮也未必要与小青相爱相守一
辈子。一个人尤其在他年轻的时候，并
不是永远正确不会犯错误。李明亮与
顺子、小红等几个女人的关系，未必能
够得到理解和包容。我写李明亮时，也
借他朋友的口批判了他，但是我无法让
他发生改变。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并没
有错，而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实社会，
我们的道德文化传统不能包容他的行
为。我觉得人都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

思想观念，更新对人性的认识，去理解、
包容，去爱护、尊重。只有理解和包容
得更多，才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反感与
敌对情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
正常化，而不是相互冷漠，相互欺骗。
一味否定李明亮这个人物，有可能说明
我们的局限性。

2014年《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的我
的中篇《洗脚》中，有个灵魂人物老邹。
老邹这个人相对纯粹。他与胡英山、赵
涌、叶代、李江河等人不同，他是一位追
求理想的艺术家，而另一些人则是颇有
成就的中产阶层，他们最初都有过理想
和追求，但慢慢被物质化和同质化，被
欲望都市欲望化。那些人的变化取决
于他们自己，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影
响，社会的变革使他们迷失。都市中
的许多小中产阶层以及将会迈进小中
产阶层的一批人，包括小说中林晓城
这样的都市白领，都会有不同程度的
迷失。这种迷失相对普遍，多数人如
此，但城市照样越来越漂亮，社会照
常运转，时代带动着他们滚滚向前。
可怕的是他们精神的日渐枯萎，他们
感到人生的虚无。生活包括多个层
面，他们精神的层面不再纯粹向上，
不再美好感人，他们与女人，与一切

的关系基本上构成了一种金钱关系。
出问题的是他们还是时代？时代是博
大无际的，谁能来左右时代的潮流呢？
小说通过这些人物故事隐性地提出这
个问题。在小说的结尾，老邹这个“不
开窍”的男人离开深圳后，那些人开始
怀念他。小说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具
有了张力。

相比《新生活》，我更喜欢《洗脚》这
部中篇。后者通过多个男性的人生折
射出人的存在与迷失。

我发表在 2014 年《山花》上的小说
《消失》，通过孙勇这个类似于李明亮的
人物，更加深刻地向我们呈现了人性的
真实与虚伪。我为何不能多写些人性
中美好的东西，偏写他们被人反感的欲
望关系呢？我觉得孙勇这样的人就像
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照见
内部的自己。我写孙勇这个人物时并
没有讨厌这个人物。我觉得他在都市
现实中的真实存在，他的过分也并没有
使他走向犯罪的道路，他只是不耐烦做
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我不能全然否
定这类人的存在，忽视他们在现实中的
真实，通过小说去美化他们。我也给不
了孙勇这样的人一条光明正大的出
路。我不奢望这部中篇有更加高蹈的

格调。孙勇的消失，给他的朋友李更一
种感触——他无法有更多的悲伤，又为
自己不能有那种悲伤自责。这就够了，
这也是李更，是我们所有人，多少有些
麻木不仁的一种心理现状。

我发表在 2014 年《大家》上的中篇
《有一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是试验性
作品，能够发表实属不容易。《大家》发
过我许多短篇，多是别的刊物发表不了
的。这个中篇，我在试图为我们营造一
个新的上帝——我们能感知的、内心
的、思想深处的，使我们感到美好、幸
福、快乐的形象。这个形象我称之为

“颜色”，“颜色”是个人，但他不是具体
的，他是“我”的上帝。通过参观画展、
行为艺术、梦境等，我写出“我”在现实
中特别的存在，这种特别的存在是我心
灵的外化，是我对整个人类的美好祝
愿。我也试图说明，人类普遍对真善美
的追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应引起
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小说——但很有可
能现在不会，将来会。我喜欢《有一个
叫颜色的人是上帝》这篇小说，胜过目
前我所有的中篇小说。

4 部中篇，都是都市题材的。我在
写作之初，就是在试图呈现都市中人的
真实存在状态。

□徐 东

梦境中的城池 □曹海英

某家沟是这样一个地方：不大的村
落，四周有着方正的城墙，城墙有一米
多宽，样子极像长城，土夯而成，外包青
砖，隔几米一个墙垛子。城墙上可走马，
亦可行车。只是，城的入口并没有城门，
是有些颓败的黄土残墙，一眼就望得到
村子里。墙内是一排土坯房，房头上挂
着过去的老式门牌：××染坊、××油
坊。字是不加修饰的木牌子上写着的毛
笔字，讲究点的是浅的阴刻，多数都是
直接拿墨刷上去的。只不过，窗洞寂然
和黑暗，房里空无一人。不只是这几间
城门口的房子，整个村子里一片寂静，
好像一个无人的空城。

这就是某家沟，曾经热闹非凡，人
口熙攘的某家沟。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
里了。上次来，也是空无一人，寂静无
声。村子里的人都被迁赶了出去。这一
迁已是好几年。曾经车马往来热气腾腾
的城池一下子就荒冷了起来，并且，寂
寂然再无动静。

把村民们迁出去，是为了成就一个

被概念化的旅游景点，一种能够挣钱的
风景。可是，人迁了出去，城池空了下
来，却迟迟没有建起一个游客如织的景
点，相反，却像是一下子被弃了一样，人
气散尽。空下来的屋子，黑下来的窗，像
一个个张开的黑洞，一下子吃掉了过往
多年积下的人气热浪，总之，一切能够
游移浮动的，此刻都停滞僵硬了下来。

这就是一个刚刚死去的地方。那些
字牌，那些曲里拐弯的小巷，还有高高
低低的房子，还有那些小面馆、小作坊，
连一点余温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些房子
是什么人留下来的，以前住着什么人。
就是这里，要建成游客们住的具有山乡
野地风格的客栈。从前的古村，突然要
变身成人造仿古的村落。

我一脚踩在了软软的地上，那上面
铺着牛皮羊皮，整张的，把它们摆成活
羊活牛的样子，只是皮囊里空空软软
的。毛色鲜艳的皮货，让我觉得充满假
象，让我心悸。我心悸得厉害——怎么
又来这个地方？上次来时，还没有这些

牛皮羊皮。怎么又遇到这样一拨人？他
们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原住民——西装
革履红光满面，其中一个 30 多岁的男
子，我见过。他像上次一样，脸红红的，
喝醉了的样子。我清楚记得上次是中
午，而这次，很奇怪，一大早就喝成这
样，并且，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看上去
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们在一个狭长的房间，只够坐成
一排的会议室里，听某位领导模样的人
和那个喝醉了让人担心会犯病的人在
谈合作的事情。今天跟着来看这个地
方，是因为，这里荒置了好几年，终有人
想入股开发，把它打造成一个仿古的小
城、怀旧的老街巷。这设想很合时宜。到
处都在改造，按照某种概念，把没有的
改造出来，把真的改造成仿真的。

改造，与某家沟并没有关系。某家
沟的人，早已搬到城池外一个新建的方
方正正的毫无特色的楼房里，在难以遗
忘和不得不放弃中开始了他们与以往
完全不同的生活。

这就是某家沟，我清楚记起至少去
过那里两次，并且，逗留了好久，不停在
感叹和怀想。而它，只是我梦到的一个
虚无，并非真实所在。这个本与我无关
却让我无限伤感的地方，如此深地印
记在我的梦里，并且这真实的触感、
长久的感喟，让这座正在消匿的古
村，穿过梦的边界，有了无比厚重的
现实质地。这座梦里的城池只是一个
莫须有的乌托邦？冥冥中，它似某种
象征和寓言，从睡梦漫溢至现实，纠
缠和焦灼着我……

如此往复，梦中一再出现的地方，
还有：房间拐角有楼梯的简易楼房，晨
光中铺满红砖地的小院，小窗口洒进微
弱光线的公共澡堂，一条拥挤迫仄小铺
林立的巷子，一辆人满为患摇摇晃晃的
公共汽车，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坡
道……这世界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这
舞台亦真实，亦虚幻。

当无以表达的时候，我记下这些
梦，以及这些梦里的场景。

◤东庄西苑

爱与草木一起萌芽 □薛晓燕

在鲁院的每一天都有新感动。来到
这里已经一周，仍如初见般被这园子深
深吸引。

玉兰开了，散发着统摄灵魂的香
味。子夜的园子一片寂然，站在初开的
玉兰树下，清冽馥郁的香味，轻纱一样
笼罩着园子。月亮下的高大花树，闪耀
着神迹的灵性之光。独立树下，放下尘
俗，心无旁骛，紧闭双眸，感到奇妙无比
的愉悦安宁。

迎春花开了，原本不起眼的小花
朵，竟然在春天第一个绽放，簇拥在一
起，便有了孤芳自赏不可能具备的惊心
动魄之美。我看见它有点心猿意马。

朱自清像面前的荷塘，荷花还没来
得及栽植。石头上洁白的荷花，让人无

法忘却带着久远魅力的荷塘月色。
园子的新鲜活泼远不止这些。随

意漫步，看到了冰心像。这尊雕塑和
其他矗立在这里的大师像不同，是整
座园子里惟一的白色。纯净明洁的硬
质白色石头，勾勒出她绝美的线条和
神情，无比温柔。这个左手托腮、目
光清澈的女子，在鲁院春天的早晨沉
静庄严明媚坚定。

冰心像目光所及的前方，有一棵高
大的树木，树上，端然安放着一个喜鹊
窝。两只喜鹊欢腾在高于尘世的树木
之巅。它们吟唱着来自天空的福音。这
一对吉祥鸟儿和一个白色雕塑比邻而
居，在这个早晨给我奇异的力量。喜鹊
看到了我痴傻的样子，诚心要展示自己

的优美，它忽闪了几下尾翼，起飞了！喜
鹊携带着自己完美的身体，在我的头顶
画出高低起伏的优美曲线，它甚至还没
有忘记欢唱，一曲高歌的调子刚喊出，
它就迅速到达了另一棵树木的顶端。

回到冰心像的目光里，回到这玫瑰
环绕的白色圣洁里，思索“有了爱就有
了一切”这八个镌刻在白色石头上的文
字。我明白了，人类的轻盈灵动也可以
实现，只要时时记住：爱是一切。久久站
立在这白色雕塑面前，眼前数量繁多的
玫瑰，让我惊异人们对一尊雕塑的虔
诚。有一捧玫瑰花儿跌倒了，我走上白
色的石台，将红色砖头摆放好，将花儿
整理好。我真是个十足的莽撞蠢笨之人，
我看到赵朴初写的：谢冰心吴文藻之墓。

原来，她和他都在这里。原来，这些玫瑰
是遥远而陌生的虔诚敬献。有了爱就有
了一切，愿你们安息。

我在这里伫立的一定是太久了，久
到把保安惊动。他和蔼地问：“你是参观
的吗？”“我是鲁院的。”“这个石台不可
以上去，这里有他们的骨灰。”“真的不
好意思。我刚才已经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上去了。”

鲁院的鸟儿轻盈地飞翔，让我这个
笨拙的家伙自问：何以拯救自己的灵
魂？顺着冰心像的目光望过去，鲁院图
书馆的窗户在树木的掩映下，露出和教
堂的穹顶同样质地的花玻璃。有了爱就
有了一切，我知道，在这个园子里，我的
爱和一切都在那里。

◤书海一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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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写

由“鲁十三”学员周瑄璞策划、编辑的“中国文
学新力量·小说集”日前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
小说集收入了6位青年作家的最新力作。这6位青
年作家大多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皆在国内文坛有
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和表
达方式。

石一枫为 鲁
迅 文

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
员，其小说注重阅读的趣
味性和质感。生长于北京
的他有着强大的艺术自
信与表现力。他的小说呈
出京城青年的众生相和
他们的生活面貌。他把握
了这个时代的脉搏，并试
图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去
思考时代中存在的种种
问题。

肖江虹为 鲁
迅 文

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
员，其小说总是站在老百
姓的立场上，同情、热爱
他们，为他们说话。他看
到他们内心的强大，看到
他们的精神力量。作家对
自己家乡的民俗民风情
有独钟，并善于把这些文
化融入到人物的精神气
质里。

王威廉是 一
位 善

于思考的“80后”作家，具
备相当的文化素养，其小
说创作试图在现代性的层
面上进行激进而深入的思
想探索。他的小说大多有
共同的主题，即观照现代
人生存的境遇，着力展现
他们在绝境中的困惑与抗
争。他的小说注重对人内
心世界的观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