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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杨凤喜短篇小说《水果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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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欲求
□石岸书

小桥老树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

■短 评

《侯卫东官场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由
2008 年开始起点中文网连载的一部网络小说《官
路风流》更名而来，作者小桥老树，原系重庆市某局
副局长。2010年底，《笔记》转化成实体书出版，迄
今已有8部，2014年初出版的《巴国侯氏》号称是第
9 部，实则是狗尾续貂，且仍未有大结局。迄今，

《笔记》在起点中文网总点击率超过 1300 万，实体
书发行量据说早已突破300万册，影响不小。

虽是网络小说，但《笔记》与传统官场小说有明
显的亲缘性，因而异于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的其他官
场小说。后者通过嫁接重生文或者穿越文，随意扭
曲现实。小说以近 300 万字的规模事无巨细地讲
述了主人公侯卫东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如
何从底层一步步迈向官场权力中心：一个初出大学
的楞头青，考取了公务员却被下放为乡村干部，历
任镇长、县委秘书、市长秘书，直至省级要员。小说
以岭西省为背景（暗指四川重庆），时间跨度自侯卫
东大学毕业的 1993年直到 21世纪初，勾连起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国企改革、“非
典”等。与此同时，小说穿插着纠缠不清的情欲关
系，先后有 4位情人出现在侯卫东的官场之路上，
这既是叙事所需，也是为吸引眼球。

《笔记》选择写实的方式，部分原因可能是小说
有较强的自传性，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并强调自己
有“一种记录时代的使命感”，将《笔记》视为“一部
折射这个时代的小说”。写实性的文学技术、自传
性和现实主义目标，似乎都暗示了作为网络文学的

《笔记》是一部有着现实主义欲求的作品。而现实
主义的欲求呈现为文本的关键，在于能够为现实赋
予可理解的总体形式。

那就让我们先从小说形式谈起。与众多网络
官场小说一样，侯卫东的官场之路是从一个一无所
有的底层大学生开始，凭借自身的才貌与对官场规
则的熟悉，一步步升迁，进入权力中心。这种底层
奋斗叙事模式在网络官场小说中很普遍，因而有必
要探究这种叙事模式的形式意味。

在侯卫东的官场生涯中，他时刻处于“上升”状
态，比如，他私自经营石矿，资本积累日益雄厚，官
场奋力拼搏，权力不断扩张，情场不断征服女人，情
欲屡受激发，这种“上升”，无论是权力、财富，还是
女人数量的“上升”，成为叙事的主要内容。所有这
些“上升”，体现了侯卫东的精神状态，而这已被作
者一语道破：“侯卫东具备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精

神——欲望和进取。”这里说的欲望和进取，类似于
西方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
侯卫东的底层奋斗，并展现为底层奋斗叙事的“上
升”模式。有趣的是，侯卫东的官场奋斗生涯始自
上世纪90年代初，此时恰是中国经济的“上升期”，
是“发展主义”盛行之时，侯卫东在官场的奋斗“上
升”历程与之暗合。并不偶然的，百度贴吧的调查
正表明，大量喜欢《笔记》的网友或是拥有相似经历
的“70 后”，或是同样充满欲望和进取心的“80 后”
年轻大学生和公务员。当然，日益分化的社会现实
和资源集中于政治领域的畸形态势，使得底层社会
缺乏“上升”的硬件条件（例如经济基础和制度保
障），因而像侯卫东这种底层大学生，只能够一厢情
愿地设想自身能够凭借空洞的内在欲望和进取心，
获得“上升”的可能性。这种一厢情愿表明的恰恰
是这些“70后”、“80后”的现实困境。

相应的，这种底层奋斗叙事具有一种层累的特
征：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村、镇、县、市、省，对每
一层级官场的叙事都相对独立地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叙事单元。从乡镇一级开始，每一叙事单元的权
力斗争基本是依附于政府与党委的矛盾而展开，随
着矛盾的发展与解决，这一叙事单元便宣告结束，
而侯卫东总是能凭借对官场潜规则的深谙，进入更
高一层的官场。整个小说似乎是由一个个叙事单
元在垂直层面上连缀成一个不断累积的结构，如同
一栋现代高楼。这种层累上升的叙事，与那些打怪
升级的玄幻小说似有呼应之处。的确，层累上升或
者打怪升级的叙事模式的共同点，不但在于都能够
不断延长叙事，也在于都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很
多豆瓣网友早已指出《笔记》也是一部成长小说，而
白手起家终于成长成功的主人公，总是很得年轻大
学生和基层公务员的青睐。

然而，这种无限“上升”的叙事动力和不断累积
的叙事结构，并没有内在地预设终点。那些会中断
侯卫东宦海生涯的因素，比如非法经商、私生活不
检点、权力斗争的牺牲，无一不是作为可化解的矛
盾而存在。我们不知道侯卫东会最终走向何方，连
作者似乎也无法果断地给出结局。的确，小说并没
有内置必然终结整个叙事的内在线索，一切叙事矛
盾都是沿途风景，这样，就其内在逻辑而言，这种底
层奋斗叙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无法封闭的开放
结构。就这样，小说处于无法终结的状态。

小说的无限敞开，是现实主义欲求的失败。作

为一种理解现实的努力，现实主义欲求追求的是赋
予现实以完整的形式，而试图“折射这个时代”的

《笔记》，以其形式的残缺显示了这种欲求的失败。
小说无力为时代赋予完整的形式，也无法总体化我
们的现实。然而，辩证地说，小说形式的残缺恰恰
又是社会现实的表征。可以说，小说形式的敞开与
叙事内容的无法终结，或者说现实主义欲求的失
败，投射的恰是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困境，即
只知发展，不知限度和目标。再者，作为成长小说，
这种叙事的无法终结也表征着当代大学生和青年
公务员的迷茫，在发展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时代，这
种迷茫体现为他们或许并不确定成长、成功的终极
目标何在。

总之，《笔记》试图采集那些现实中令人欲说还
休的热点、矛盾、症结和危机，将其编织而就，以实
现对现实的及时映照，同时获得网友的共鸣和持续
追踪，这本是网络小说的生机所在，然而，既然《笔
记》本身只是现实问题的文本化呈现，因此尽管小
说风靡一时，却也无力现实主义地把握当代社会。

这种现实主义欲求的失败还另有玄机。可以
看到，在小说中，官场就“如女人的心情，总是在不
断的变化之中”，“进了官场，思考问题的方式就要
变，不要想着真理，也不要想着正义”，“官场有许多
或明或暗的规则用以维系官场秩序，保证官场的运
转”，在此，基本不涉及政治价值与理想的探讨，官
场已无政治性可言，惟有权力博弈与利益分配无处
不在，令人想到晚清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这种
叙事中的官场，已然意味着对政治价值的搁置。

曾几何时，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勉为其难，试图
强行赋予官场以价值视点，90 年代中期以来兴起
的官场小说写作多多少少为此做出了示范。比如，
陆天明、王跃文、阎真等人都试图根据特定的价值
视点（例如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知识分子批判精神）
从外部透视官场，由这一透视点出发，官场现实呈
现出统一的纵深感，小说也表现为中心化的、形式
完整的结构。

而《笔记》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小说无时无
刻不按照官场的运转逻辑展开叙事，遍布小说的是
有意无意的官场经验之谈，是苦口婆心的官场训
诫，叙事人不断通过官场中的细枝末节，教导读者
如何在官场左右逢源，如何做下级、如何取悦上级、
如何送礼、如何与不同身份的官员交往，简而言之，
如何行走官场、获得升迁的“知识”。这些细枝末节

完全缺乏结构性的作用，它们像碎片一样游离、散
布、镶嵌在漫长的叙述之中，使得以此组织起来的
整个小说结构也因此支离破碎，没有中心，整个叙
述如同日常生活本身一样枝蔓而琐碎，冗长而缺乏
节制。这是缺乏价值支点的必然后果：随着时代图
景的展开，不再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
系统为外部的批判性视角提供稳定的支点，这样一
来，没有一种贯穿性的价值统摄整个叙事，小说便
只能是缺乏完整结构的半成品。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记》并不能称作
现实主义的，而最多只能是写实主义的。因为所谓
现实主义，并不仅在于如实地描摹现实，也在于凭
借明确的价值理念有目的地结构现实、并赋予文本
化的现实以内在远景，使现实成为可理解的与可介
入的。

在这种写实主义的背后，是以知识而不是价值
作为小说的主要目的。不是以贯穿性的价值作为
结构小说的透视点，而是以无数零散的知识作为小
说的核心欲求。这是近年包括《笔记》《二号首长》
在内的官场小说和《杜拉拉升职记》这样的职场小
说的共同点。事实上，正是凭借着将“自传性”巧妙
地转化为亲历者的权威，将现实主义的方法成功地
应用于“模拟教学”，官场的权力运转机制、升迁秘
诀，才得以被成功地提炼，成为一种可感知、可传
递、可学习、可模仿的“技艺”与“知识”。这才是《笔
记》如此吸引读者的秘密。难怪《笔记》被称之为

“公务员必读手册”、“官场百科全书”，或者“知识小
说”。有网友甚至总结出“侯卫东经典语录”，以突
出这些“知识”的教材性和启发性。

从现实主义小说到“知识小说”，意味着知识对
价值的置换，意味着作为“知识”手册的《笔记》，不
再可能具备一种完整的形式，因为知识的零散化不
可能赋予小说以整一的形式与总体化的图景。对
实用性知识的解析，也意味着小说从赋予形式的现
实主义欲求向实用主义欲求转变。当然，小说的转
变根源于现实的变化。《笔记》试图理解变化了的现
实，然而恰是它的文本症候和叙事困难，使我们得
以由此窥视一个价值搁置的时代，一种分化和畸形
的社会状况，一处无法总体化的现实。

■链 接

以书法被人们熟知的金岳清也写旧体诗，写散
文，近年来，他还写小说，小说集《远距离欣赏》就是他
潜心写作多年的作品。书法需要心境澄澈、凝神静虑，
小说需要烟火气，需要对人的欲望洞若观火，需要琐
细的生活描写，因此两者似乎冰火两重天。但金岳清
却可以将两者集于一身，圆融无碍。

小说《花旗手枪》结构的全部支撑得力于三声枪
响。一支花旗手枪击破乡村的宁静，导致了三起杀人
事件。要将离奇诡异的凶杀写得严丝合缝、无懈可击，
是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的责任和义务。《花旗手枪》
显然志不在此。进入核心故事的路途绕得比较远，作
者加上了叙述者“我”得病的厚重套子，得病与三声枪
响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因果关联。然而那些自然生发的
充盈细节，比如弟弟以指甲掐军棋，弟兄俩寒风中等
待陌生远亲的到来，“我”用手电筒照阿英的脸……使
得这个外加的叙事套子一下子轻巧起来，也使得杀人
案更加惚兮恍兮，扑朔迷离。

作者用犹疑和谨慎减弱了戏剧性事件天生的故
事张力，让读者更长久地保持对“我”的好奇，对复仇
者羞愤的体察，这也算得上是回避挑战、迂回出击的

小说智慧。战场上的机枪手往往在枪托上搁一个垫
肩，这样不会减小杀伤力，但能减小后坐力，写小说也
是如此。

这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南美大陆上的故事，《玫瑰
街角的汉子》或者《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前者干
脆利落、后者大开大合。为雪耻而引发的复仇，不同于
捍卫荣誉的复仇。后者可以高调张扬，前者只能低调
隐忍。许高官淫人妻女，足见他并没有原罪感，但是他
能为了自尊而雪耻，足见他是“耻感文化”的身体力行
者。如果是直截了当的复仇，为荣誉而公开宣示杀伐，
作者得去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比试叙事技术，这样
的文学冒险难度太大。作者运用了迂回战术，同样出
奇制胜。

金岳清自述，他的文学启蒙得益于乡村的纳凉闲
谈。纳凉闲谈实际上是正史之外中华叙事传统的正
道，子不语的怪力乱神，都留给了江渚渔樵、荒村野
老。民间传奇要比书斋虚构来得斩截，来得生猛，有不
管不顾的力度，有不容论辩只需诠释的强大逻辑。中
国延续千年的笔记小说传统，得之于野叟曝言，得之
于扪蚤闲谈，丰富、盛大而驳杂。豆棚瓜架雨如丝，正

是聊斋开讲时，新文学初始的周氏兄弟，都对中华文
化的这一脉情有独钟，恰是渊源有自。

旧日的江南乡村，笼罩着薄雾一样的氛围，其中
混合着神秘、忧郁、梦幻、幽怨等种种意绪，人们充满
期待又茫然不知所向。金岳清的乡村记忆丰富而清
晰，为他的一系列作品找到了稳固的落脚点。但是人
的记忆都是此刻的思维，经过了过滤、选择、发挥、重
组，客观性随之降低，艺术性由此提升。

乡村景象的深度记忆和纳凉闲谈听来的传奇掌
故，是金岳清珍视的文学富矿。而将故事转化为小说，
他比喻成女娲补天捏的小泥人，需要吹一口仙气使他
活蹦乱跳能哭能笑。故事与小说的关系是微妙的，形
似但未必神似，朴素的故事与艺术的小说有着质的区
别。凡是质变的发生都需要触媒，需要点化，就像煮开
后的豆浆需要点卤，才能凝结成豆腐。至于是用卤水
点豆腐，还是石膏点豆腐，手法不同、风格不同，味道
自然也大不相同。

网络化时代，同时又是故事贫乏的时代。中国的
作家和电影人，如果有志于原创，须得寻找故事的活
水源头，找到那条生生不息的泉脉。

金岳清写得一手笔锋凌厉、潇洒飘逸的好字，写得
一手清新俊朗的好文章。他的含蓄、内敛和临池的态度
写作，最终造就他废纸千张存其一幅的写作风格，作品
产量虽然不多，但都是用心良多的精品。金岳清是栖身
于海滨的文学炼金术士，将生活、思考、见闻、梦想萃于
一炉，创新成功带来的满足感远大于黄金本身。

海边的炼金术士
□顾建平

作者简介：
小桥老树，本名张兵，出生于

1970 年。1995 年毕业于重庆文理学
院，35 岁开始创作小说。作品有

《侯卫东官场笔记》 和 《侯海洋基层
风云》。

其中，《侯卫东官场笔记》 曾获
“最佳官场小说奖”、“西湖类型文学
双年奖”等。

网友评论：
到了 90 年代，高考在社会动态

平衡中的机制作用逐渐失效，“70
后”搭上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的
末班车。

回到 《侯卫东官场笔记》 的起
点，“风流”主人公侯卫东及其同
学，都是“70后”（或“60末”） 大
学生。在他的“风流”官路上，我们
看到了这辆末班车颠簸摇晃的身影。
侯卫东跳过的不是龙门，分配工作的
不理想、工作中的“所学无所用”都
有将他“打回原形”的危险。他的

“风流”历程，不再是知识人的道
路，而是武夫 （拼酒、抓抢劫犯）、
赌徒 （公职经商）、商人 （办石场）
的奋斗之路。

——网友 cameou （贾谬）：《官
路风流的起点与“新泰80后”事件》

《侯卫东官场笔记》 大抵是可以
被看成一本个人日记的，它展现在其
中的生活如行云流水一般源源不断。
这部小说也可以被看成一个人的成长
记录，因为这里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
在官场中打拼奋斗的故事，也不仅仅
是一场场风花雪月的爱情传奇，它还
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一个男人的成长、
成熟的过程。

——网友晴川：《〈侯卫东官场笔
记〉：掀开官场真实秘密与本来面目》

我一直认为，一部好的小说，首
先是要令人有真实感与存在感，而这
部小说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现实
性。强烈的生活感觉是它与一般官场
小说最大的区别。

——网友达夕多拉奇：《真实，
才更风流》

张以俭在《复隆镇》中所表现出的对故乡的热爱
之情，让我想到了沈从文的湘西或是汪曾祺的高邮。
复隆镇是一个真实之地，它就在作者的宿迁老家。

复隆镇多水多船。在张以俭笔下，复隆镇就是一
幅水墨画：“镇南是一条从北方流经多个省份的千年
古运河。一路缓缓地流着，淌着，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
子，拐了多少个河汊，那般地流过了复隆镇。再向东打
了个像月牙一样的弯，水流优雅地流进了一大片荡
子”；“出门见水，无船不行。由运河、陆塘河衍生出来
的河道如野藤般乱缠，有河必有村，有村必有河。三步
一个庄，五步一个舍，大大小小瓜儿似的，村舍相挨。
一庄鸡鸣，庄庄连鸣，舍舍狗叫，村村舍舍，鸡鸣狗叫，
好不热闹。”

复隆镇的水滋养了大片芦苇荡，反过来，芦苇荡
让复隆镇的水更富有活力：“满眼尽是芦苇。碧绿碧绿
的一片，铺向天边，像大海，没边没际的样子。阔长的
苇叶在微风中摆动着，沙沙作响。不时有几只燕子剪
水而落，停在苇荡的浅滩上，啄些新泥，之后，飞进村
子的草房梁上，辛勤地营造自己的乐园。”复隆镇的水
不单单是美，更富得流油，鱼虾自不必说了，野鸡野鸭
也是成群结队。除此之外，水中还有丰富的菱角、水藕
和水芹，它们让复隆镇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富足充实。

在复隆镇，两个地方极具特色，一个是豆腐铺，还
有一个是供销社。豆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在物质
贫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供销社无疑是一个令人向
往的地方。在供销社打半斤酒，去豆腐铺拾两块豆腐，
再到水中捕几条鱼，美美地吃上一顿，绝对赛过神仙
的日子。

时光回溯到半个世纪前，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娱乐
节目，人们最期盼的就是电影放映队的到来。就如同
期盼着过年一般。因为受热捧，放映员可以说“位高权
重”。什么时候放，放什么电影，放一部还是两部，都是
他说了算。来到村子里，自然也是好酒好菜伺候。一放
电影，不光本村人来看，外村人也划船过来观看：“在
复隆镇这一带，村子与村子相隔不算远，如若遇上顺
风，一个村上放电影，另一个村上的人坐在家门口也
能清楚地听见呢”，“为了看一场露天电影，跑三五里
乡路，甚至将衣服脱了举在手里，踩水游过河，也是常
事，不稀奇。”

因为看电影，惹出一桩大麻烦，复隆镇诸多年轻
人的命运，都因为这场电影而改变。豆腐铺的张新科
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家中除了女儿家芸，还有两个儿
子——张家雷和张家龙。张家雷因为个头矮，一直没
有对象，好不容易经人介绍认识了郭玉凤，还要拉着
弟弟家龙同去相亲。兄弟俩来到郭圩庄，站在电影机
旁，很快媒人那边传来消息，说是姑娘相中了。张家雷
十分高兴，大家也都为他高兴。眼看好事将近，准备正
式看亲了，谁知，郭玉凤看中的竟是张家龙！这严重伤
害了张家雷，他由兴奋转为羞愧，不声不响外流到淮
阴了。

被相中的张家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喜，这不
仅仅是因为大哥的难堪，还因为他已经有了心爱的柳
花。村支书于荣光的女儿英子被送去读卫校，结果大
着肚子回来，对方还不愿意负责。这让于荣光气得咬
牙切齿，在这时，他看到了张家龙。张家龙相貌堂堂，
又是初中文化，英子对他也有好感，如果他肯来做外

孙父亲，也很不错。于荣光拉拢张家龙，安排他当代课
教师，就在这时候，半路杀出个郭玉凤，于荣光当然紧
张，好在张家龙对郭玉凤没意思。于荣光刚松口气，又
知道了张家龙与柳花的事。于荣光见毫无转机，以张
家雷外流为由，辞去了张家龙的代课教师。

张家龙不做教师，英子的事仍未解决。幸亏技术
员丁祖根愿意背这个黑锅。丁祖根看中于荣光支书身
份，于荣光想尽快找个女婿，双方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相思成病的郭玉凤非要见张家
龙，张家龙推辞不过，相见之时，竟然对她动了心。正
在左右为难之际，丁祖根强暴了柳花。这在复隆镇无
疑是炸了一颗原子弹。结局有很多种可能：丁祖根被
抓起来，甚至被枪毙；张家龙怜惜柳花，断绝与郭玉凤
的来往；柳花羞愧上吊自尽……小说《复隆镇》的安排
是，英子退掉了这门亲事，决定生下孩子独自抚养长
大，丁祖根苦苦地哀求，柳花答应嫁给他，而郭玉凤也
如愿以偿，成为了张家龙的新娘。在这片苏北大地上，
成就了两对阴差阳错的婚姻。

日子在平淡中流逝，张家、丁家相继添丁，张家生
子张萌顺，丁家生女丁晓琴。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
饥荒、70年代的混乱，80年代初，丁晓琴、张萌顺相继
考入南方两所高校，上一辈没有实现的缘分，将在他
们身上延续。

《复隆镇》的故事说起来并不复杂，但把它放在这
个美丽的水乡，就觉得特别有味道。尤其是那些鲜活
的人物，张家雷的淳朴，张家龙的机灵，郭玉凤、柳花
的痴情，张家芸的单纯，张新科的儒雅，英子的坚决，
以及于荣光的霸道，徐驼子的胆怯，丁祖根的无耻，尤
如一幅幅画面，不时映入脑海。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作
者给我们展示了苏北大地的地理面貌、特色物产、风
土人情、民俗节日、故事传说以及近 20 年的社会变
迁，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徜徉在这片被运河滋润了
上千年的大地上，时而唏嘘不已，时而会心一笑。那
段历史我们无法回归，却可以尽情地回味。

山西作家杨凤喜多年来始终坚持创作中短篇小说，在他的
小说中，即使是那些被搁置在乡村的故事，也展露出了新鲜而
现代的面貌。小说叙事圆转流畅、技巧娴熟，语言精确克制，善
于着笔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

《水果炸弹》讲的是一个剩男求爱的故事，结婚成本之高使
得婚姻甚至爱情需要耗费不菲的经济成本，不得不谨慎世故起
来的城市年轻人，一不小心就蹉跎成了剩男剩女。然而，杨凤喜
没有选择一个庸俗的社会学角度写小说，《水果炸弹》里没有心
机与算计，他塑造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有点呆”的青年。“呆”恰
恰是今天社会缺少的人的性格和品质，“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
着善良、淳朴、笨拙、坦率，在情感方面相信爱情并勇于付出。小
说的女主人公温小素同样是一个个性鲜明而有趣的人物，她活
泼、泼辣，独自在城市里打拼，面对追求者，她进退有度、游刃有
余。温小素是一位公交车女司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她的精
神与身体一样疲惫不堪，她喜怒无常，情绪变幻莫测。

在作者看来，传统罗曼蒂克式的爱情无法感化和治愈现代
都市的冷漠与焦虑，经济基础决定了人的情感品质，正像离开的温小素告诉郑大
魁的那样：“像我们这种人也许就不该有什么情调和浪漫。”于是，小说的结尾，作
者让有点呆的郑大魁“爆炸”了一回——他把苹果当做炸弹扔向了公共汽车。这
个富有张力和戏剧性的结尾当然符合短篇小说的艺术需求，但是，读到此处，我
多少有些惋惜。难道，每一个现代都市人最终都会陷入焦虑和狂躁？每一个无法
得偿所愿的挫败都要用爆发来泄恨吗？

其实，小说中郑大魁曾经原谅了拒绝他的温小素。被温小素戏耍了一番的郑
大魁一度迁怒于身边的每个人，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也就没有了恨”。

“有点呆”的郑大魁回归了平静的日常生活，他有失恋的痛，也有生活的快乐。这
更接近生活和人心的本真。正如《水果炸弹》中，杨凤喜塑造的那些生气淋漓的真
实可爱的普通人——爱当媒人的老太太王阿姨，唠唠叨叨爱贪点小便宜却也有
一副好心肠，邻居两口子吵吵闹闹却有着平民夫妻的亲昵，每个人物都带着无穷
无尽的生趣和朴素的温情，这种介乎于快乐与悲伤之间的感情，是杨凤喜的写作
中弥足珍贵的部分。在我看来，“痛并快乐着”要比“快乐并痛着”和单一的“痛”更
加贴近人的本心，因此，我为那投掷出愤怒的水果炸弹的呆气青年感到悲哀。

与《水果炸弹》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刻画相似，杨凤喜的另一部作品《丹
妮的背影》也呈现了他的叙事特色。小说讲的是“小三”的故事。婚外情在文学中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选择怎样的叙事方式、视角，需要作家精心考量，以免陷
入庸常烂俗的套路。《丹妮的背影》将时间设在了女主人公闻燕来的老年，一个偶
然的契机使闻燕来得知当年的情人的妻子宋丹妮去世的消息，她回想起过往几
次想看看宋丹妮的样子，但是却因为自卑和心虚没有敢走到丹妮的面前，她看到
的始终是丹妮美丽的背影，于是，她带着复杂的心理来到殡仪馆，一偿多年的心
愿——看一看丹妮的脸。

作为男性作家，杨凤喜以女性心理展开叙事，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叙述语气，
带着同情与体恤描绘人物内心细微变化，展示出一位因情欲驱动而短暂出轨的
女性纠结的心境，她对情人的妻子产生了愧疚与好奇，好奇又演变为嫉妒和自卑
并成为终生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被刻意忽略遗忘的妻子——“阁楼上的疯女
人”代表着女性被男权社会压抑、遮蔽，处于孤立、缄默的他者地位，“丹妮的背
影”则意味着女性的自省与清晰的自我意识：他属于她，属于另一个与自己一样
拥有“妻子”伦理身份的女人，他不属于我。丹妮黑发披肩的背影映照出女主人公
内心矛盾纠结的真实渴望——那些绮丽的春梦与残忍的自欺，逃离琐碎生活的
欲望与对家庭伦理秩序的认可。如此贴近女性的内心世界，小说家的体恤、宽容
和耐心让人惊讶。

两篇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关系都相对简单，然而对叙述人心理的描写细致入
微，人物之间的对话也生动有趣，两者之间流转顺畅，让读者看到了这些普通人
隐秘内心世界的一角。面对外部世界，人的内心总会产生相应的感受，喜怒哀乐、
忧思惊惧，我们的祖先称之为“七情”，中医甚至认为任何一种过于强烈的情感都
会伤害肉身，是为“七情伤内”——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所谓的“病”。而好
的小说会呈现人的内心，用故事、细节和意象描写出幽深而复杂的“七情”。阅读
小说的我们看到了别人内心的一角，也可以反观自己从未察觉的真实。

平淡但不平凡
——读张以俭长篇小说《复隆镇》 □陈风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