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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如血：女性的生存与爱情
□肖映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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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张忌中篇小说《光明》
《上海文学》2014年第7期

张忌的中篇小说《光明》巧妙地运用反衬手法，
将一位孤寡老者内心深处的心酸、痛苦、迷茫以及追
寻希望而不得的悲剧命运放置在“光明”这样一个晶
莹剔透、温暖明亮的题目之下，通过尖锐冷峻的笔
触，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当下中国那些“不服老、不愿
老，却又无可奈何老下去”的老人们苍凉的内心世界
和荒芜的精神家园。

这个名叫光明的老人原本一直与儿子、儿媳住
在一起，买菜做饭、接送孙子，为家人分担着忙碌，也
享受着典型中国家庭的“天伦之乐”。然而参加完姨
娘的葬礼后，老人的心情变得异常烦躁。生命的易
逝让他在感慨岁月无情的同时，也开始厌恶这平静
的生活。为了改变自己整齐划一、按部就班的人生，
他开始废寝忘食地书写过往、回忆青春。被再次激
活的“爱情”记忆使他感受到久违的刺激和结结实实
的年轻。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这种“离经叛
道”的行为竟间接导致了孙子的伤残——急于回家
的孙子在敲门无人应答的情况下，攀爬外墙不慎坠
落。老人渴望精神充盈的理想换来的却是丧失亲人
的残酷现实，悔恨交加的老人只好选择独自离开。
光明老人如此戏剧化的人生轨迹恰恰折射出当代中
国老人真实的生存现状和逼仄的心灵世界。

回到老家后，老人靠出租房屋生活。一对母女
租户就此走入了他的生活。由陌生到彼此熟悉，从
隔阂到相互了解，沉默寡言的老人在与这位信仰基
督的母亲和那个敢爱敢恨的女儿的接触中重新感受
到了家庭的温暖。为了方便她们起居，老人主动花
钱更换马桶；出于父辈对晚辈本能的关爱，老人为
女孩保守着怀孕、打胎的秘密；为了增进与女孩母
亲的感情，老人试着走进教堂去寻找上帝……然而
就在他重新找到生活的光明与希望时，女孩却因老
人擅自介入她的感情生活而与之争吵起来，并且无
情地戳穿了老人“爱上晚辈亲戚”的秘密。痛不欲
生的老人再次堕入绝望。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
折射出老人情感世界的脆弱，也揭示出他们企图寻
求灵魂超脱的虚妄。

正如文中所言，寄居院内的母女二人只不过是光明老人生命中
的过客，为他带来微弱的温情后便匆匆上路，留在老人心灵深处的
惟有更多的空虚、岑寂与凄凉。最令人痛心的是，当老人与“真
心爱人”擦肩而过却并无“遇见神般的激动”时，他才真正意识
到自己自始至终爱着的不过是一种空幻的想象。刹那间，无依无
靠的老人变得彻底一无所有：没有友情，没有亲情，没有信仰，没有
爱情，甚至连对爱情的幻想也变得模糊。

在小说中，作者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反桑提亚哥”形象，
而这一形象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当下性。众所周知，海明威笔下的老
人是一个高喊着“我可以被打败，却永远不能被摧毁”的生存强者，
他物质生活贫乏但精神世界充盈，他敢于挑战命运，即使失败了也
虽败犹荣；而《光明》中的老者却是一个与他人格格不入，逆来顺受、
随遇而安的弱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时代多余人。

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中国当下老人残酷而真实的生存
境遇和精神生态：生活无依无着，灵魂无处安顿。与桑提亚哥的悲
壮、决绝相比，中国的老人们则更显孤独与卑微。因为桑提亚哥能
体会到西西弗斯式的“幸福”，而中国老人只能感受“前方是坟”的虚
空。因此，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会在筋疲力尽、遍体鳞伤时脸上依旧
洋溢着微笑，睡梦中看得到雄狮；而张忌笔下的老人却只能在眼看
着孙子跌倒的瞬间本能地张开双臂，做出搀扶的姿势，凄凉地定格
在远处，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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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舟小说《Blood×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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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连载于晋江文学城的《Blood×
Blood》，是妖舟迄今为止最后一部完结作
品。小说发表后立即掀起了晋江的“吸血
鬼/血族”元素热潮，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2011 年末世元素的发端。妖舟的作品涉及
言 情 、耽 美 、同 人 等 多 种 类 型 ，《Blood×
Blood》是妖舟继《穿越与反穿越》和《不死》
之后的第三部言情小说，它既有妖舟作品始
终贯彻的丛林法则和“废柴”精神，又以独特
设定使不再幻灭的爱情神话在残酷现实面
前死灰复燃，昭示着当代女性对爱情最后的
指认方式。

《Blood×Blood》讲述了 2012 年地球毁
灭，女主角高小小乘坐冷冻逃生仓在宇宙中
漂流万年，于血族统治的萨恩星球着陆后的
经历。文中血族的设定与 2008年末开始因

《暮光之城》《吸血鬼日记》等影视作品而风
靡全球的吸血鬼文化中的吸血鬼类似；作为
最后一个人类，高小小的血液是血族们追求
的终极美味，由此成为权贵们争夺的对象。
在经历了种种伤害、欺骗和试探之后，高小
小终于教会了亲王梵卓“爱情”，一个血族世
界并不存在的概念，她最终也成为惟一的繁
衍者，为血族开启了新的未来。这样的言情
套路女性读者并不陌生，小说的独特之处在
于其对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爱情建构方式的
处理。

从最初略显稚嫩的《穿越与反穿越》，到
较为成熟的《不死》和《Blood×Blood》，妖舟
的言情小说一直以异世界为背景，但这些异
世界并非桃花源或乌托邦，妖舟以冷静而淡
漠的笔调将弱肉强食设定为通行法则，并将
女 主角设定为绝对的弱者。在《Blood×
Blood》的设定中，高小小无疑是食物链最底
端的弱者，人类与血族的先天种族差异使她
随时面临被误伤、被吸干的危险。面对血淋
淋的丛林法则，生存作为头号难题被提出，妖
舟笔下女主角的共同特征在高小小身上得到
了体现，这便是所谓的“废柴”精神——“废
柴”虽然百无一用，也从不妄图反抗，但却始

终以弱者的小伎俩努力地生存着。
这或许是广大都市女性读者生存困境

的投射，是弱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却绝不
是放弃希望的认命。在认清了自己的弱势
地位之后，高小小以一种老成的洞见开始寻
觅弱者的生存之道。她的人生观可以说是
丛林法则的内化：与其天真而徒劳地质疑规
则、怨天尤人，不如安安分分地做一个乖顺、
无害、向上的弱者，以鸵鸟的姿势躲开所有
可避免的伤害，牢牢抓紧自己手中的全部筹
码，去交换不过分触及强者利益的权利，必
要的时候甚至弱者的身份也可以成为博取
强者同情、内疚的武器。这无疑是面对欺凌
者的乞怜，但比起人类尊严这样宏大的命
题，无论作者或读者都更认同这种“废柴”的
小强精神。就是这种被妖舟自嘲为“小市
民”的“废柴”精神，为弱小的女主角逆袭强
大的男主角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绕开男
女、强弱议题合法性的正面而从当前业已形
成的局面入手的做法，也为追求平等、暗含
着女性主义诉求的女性读者们提供了一种
现实生存方式的参考。

即使不得不以弱者的卑微姿态努力存
活，妖舟的主角们仍在精神世界里保留了一
分净土，这最后的领地是强者无法夺走的，
也是支撑主角如打不死的小强般坚忍的动
因，即不依附任何人、独立地选择自己生活
方式的自由。人类珍稀血液的设定从未成
为高小小有恃无恐的凭仗，她从未想过要成
为任何一个强者的寄生虫，哪怕被迫成为某
个饲主临时的附庸，也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地立即开始摆脱控制的计划。作为异世界
最柔弱的存在，废柴们本当是最需要他人帮
助的角色，但她们却近乎顽固地坚持用等价
交换的方式“公平”地索取。她们一方面畏
惧并遵循强权，在内心深处或许羡慕着强
权，但另一方面她们却有坚定的价值判断标
准，以“废柴”身份自律，从未僭越弱者的道
德守则。强者为了自己的便利往往牺牲弱
者以换取捷径，而弱小的女主却始终愿意绕

更远的路来降低对他人的伤害。凭着自己
的主动示弱而去占强者的便宜，通过这种算
计，她们仿佛获得了某种弱者的自主性，尽
管这种自主性带着自欺欺人的性质，但却给
了她们坚信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信心。

这种对独立近乎偏执的追求，或许正
是当下都市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在
这个教育平等的时代，女性被赋予了获知
独立性的权利，然而这种独立性却在根深
蒂固的性别秩序之下受到了压抑，一方面
女性渴望得到独立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另一方面，女性却仍难以挣脱千百年来的
传统惯性，隐隐期待受到一个强大可靠的
男性的引导——然而同一套培养标准下长
大、许多时候与女性构成竞争关系的男性，
却越来越不能够承担这种期待。在这种情
况下，女性开始倾向于选择追求独立，于是，
女性成为了她们幻想中那个强大而可靠的

“女汉子”。
在妖舟笔下，“女汉子”的爱情是被强行

设定出来的，高小小作为最后一个地球人而
使血族贪恋她的血液，强者对弱者的爱情就
根植于这种贪恋。在高小小给亚伯讲的睡
前故事中，田螺姑娘的传统爱情童话被重新
解读，爱情的合理性与纯粹性被解构了——
小伙子之所以爱上田螺姑娘是因为她很美
很富有。妖舟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的纯粹性
存疑，只能在“真爱如血”这一并不牢靠但或
许又是最牢靠的基础之上，探讨弱者对爱情
的指认方式。血液既是高小小独一无二的
魅力和痛苦来源，也成为弱者得以生存的一
种独特开挂方式。面对血族的爱与欲，高小
小选择忍受但绝不屈服，直到对方能够真正
以平等的方式为她付出。这种平等对弱者
来说格外遥不可及，但高小小却未放弃这一
底线，宁缺毋滥。惟有男主角梵卓化身对她
完全没有攻击性、甚至依赖她的“弱者”亚当
时，她才能放下防备，以一个类似单身母亲
的身份，对他产生由亲情逐渐转换而成的爱
情。在高小小看来，梵卓化身为亚当并非强

者对弱者施舍性的自降身份，而是用真心去
换她的真心，这一点狡诈的诚意，就已经足
够让他成为她的独一无二。

而高小小之所以能够成为梵卓的独一
无二，妖舟在《Blood×Blood》的后记中给出
了解释：“血族没有爱情，甚至直到最后，也
许梵卓和布鲁赫也分不清他们自己对小小
的感情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对血
液的渴望之上的。可是夹杂着这些欲望，就
不算爱了吗？崇敬、怜悯、同情、占有、惯性、
食欲、金钱、性欲、责任，这些干扰因素统统
都要剔除，才叫纯粹的爱情。那么纯粹的爱
情里到底还剩什么呢？总觉得，那样纯粹的
东西，脆弱得无法依靠呢。有时候我会觉
得，对高大胖（即高小小）来说，有一个不纯
粹的‘嗜血的欲望’掺杂在爱情中作为彼此
的联系，反而是一种幸运。因为只要她还有
一滴血，她对他来说，就是这个宇宙的独一
无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靠呢？”对于妖
舟和她的读者们来说，或许正是这种不可取
代的可靠联系或曰安全感，才是爱情最重要
的部分。

《Blood×Blood》中的血族延续了西方
吸血鬼文化的传统，其着装、仪表是时尚化
了的欧洲中世纪贵族。在这些复古元素的
表皮下，潜藏着妖舟对世家、贵族血统神话
自觉或不自觉的重塑，在妖舟的其他作品中
也可以看到贵族、世家、血统这些构成丛林
法则中强弱秩序的关键词。无法抽离的异
种血液似乎内化为人物自身的本质，在某种
程度上是男权世界、精英主义的血统论在女
性身上的折射。随着阶层流动的凝滞与“暴
发户”叙事的淡化，大众在艳羡与调侃中默
认了“富二代”、“官二代”身份的合法性，在
中国从未彻底淡去的皇族传统信仰重新滋
长，与西方文化中同样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
接轨，网络作者们在描述代表强权的男主角
时想象的是一种西方“优雅的贵族”式的精
英生活方式，新一轮的血统神话在中国的语
境中开始被建构起来。

作者简介：
妖舟，晋江文学城最具代表性的作者之一，其作品涉及古

言、现言、耽美、同人等类型。2006年开始连载首部长篇作品《穿
越与反穿越》，成为晋江穿越文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2007 至
2009年，三部耽美作品《弟弟都是狼》（2007）、《入狱》（2008）、《留
学》（2009）陆续连载完结，奠定了妖舟在耽美领域的大神地位；
2009年连载的日本动漫《Hunter×Hunter（全职猎人）》同人作品

《不死》，以在同人中插入原创角色的方式拓展了同人文创作的
新形式。2010年连载的《Blood×Blood》是妖舟迄今为止最后一
部完结作品，时隔三年，在截稿之时仍在晋江的原创言情总积分
排行榜上名列第三。

网友评论：
对于女主，“我一定会活下去”是存在于她心中最为根深蒂

固的信念，而辛辛苦苦养育她、为了她连生存机会都放弃的父母
更是进一步将“我一定会活下去”这7个字打造成她心中至死都
不能毁灭的刻印。这 7个字可以说已经成为她的信仰一样的存
在了，她的生命也是依仗着这个强大到可以支撑她的信仰在延
续。自己弱小必须要依附强大的血族，为了最值得她去争取的东
西放弃其他多余的包袱，这样的女主理性而实际，但是却不得不
承认有着这样信仰的女主同样也是强大的。

所以，最终女主无论是和梵卓或是和布鲁赫在一起，不可否
认他们之间存在着感情，但是谁又说得清那份感情里有几分是
依赖，又有几分是爱呢？

——网友习惯被忽视：《论“小市民”高大胖的爱情观》

妖大历来的BG（异性恋）文中，女主就是比较冷感的，将自
己掩藏得好好的，生怕受到伤害，甚至当初的敏敏亦是如此。所
以，虽然妖大的女主一直在能力上处于绝对弱势，却有着极为
BH（彪悍）的内核精神，这也是她的文吸引人的地方。

——网友苏幕遮：《blood男主之综合猜想》

没有我们所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虽然吸血鬼这种生物一
个长得比一个好看，这个世界只有吃与被吃。这个世界也没有同
情，因为弱者就是弱者，不需要同情。……总之，这个世界没有泛
滥的情感，只有强弱之分。我强，因此就可以肆意地杀了你……

高大胖也是深谙这个道理的，就像梵卓所说，她对于这个世
界上的任何人都是带着防御情绪的，因此，没有人可以真正地靠
近她，除了一个对世界上的一切毫无所知的“婴儿”，即失忆者，
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梵卓才使得高大胖爱上了他。

对于一般人，在高大胖的这种状况里肯定会选择退缩，可是
高大胖没有。我坚信，这是由于她还相信着希望——必定还是有
些事物是值得等待的，例如爱情、友情……甚至于一种模糊暧昧
不清的感情。她坚持了，几经生死的考验，最后她得到了。

所以说，虽然《Blood》的全文基调是黑暗的，文风是搞笑的，
但是所阐发的某些感情却是值得人相信的。

例如，在绝望面前，要始终相信奇迹。
——网友芷兮：《读〈Blood〉随感》

■链 接

小说叙述的后面，隐含着诉说者本人
的形象。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叙述就像
秋天的阳光，宽阔、明亮，又有淡淡的忧
伤。瞿秋白当年说鲁迅先生的文字渗透着
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韧的战斗精神。如果一
部作品的后面能够有一种智慧、情怀和眼
光，也就会有一种牵引人的力量，能够牵
引着我们在岁月和人生中徜徉。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敲狗》
在不动声色的叙述后面，以一种慈悲的胸
怀对人性作了一次深深的审视。更让我惊
讶的是短篇小说《断河》，作品用简短的篇
幅，勾勒了史诗的意境。小说结尾的一段
话就是一首诗：“是的，当老虎岗没有了老
虎，当野鸭塘没有了野鸭，当青松岭没有
了青松，或者，当石油城没有了石油，当煤
都没有了煤，这也是一种味道。”这段话就
是史，是一部一切从有到无的历史。这段
话也是一种味道，正是这无尽沧桑的人间
的味道。这段话里没有断河，但这段话说
的也就是那条断河。反过来，所有的老虎
岗、野鸭塘或者青松岭，便都是那条流了
很久很久的断河。

流了很久很久的断河，里面生长着鲜
美的名叫天麻剑的鱼。断河边上的断寨里
栖息着麻老九和他的乡亲们。麻老九们的
生活或者说历史，并非是由朝代的更替或
制度的变革来改变的。一次又一次地，断

河边上也曾经来过这样那样的队伍，服装
是灰色的或者黄色的，帽徽是布的或者金
属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红色的，麻老九
和乡亲们都无从去分辨他们，乃至也无须
去分辨他们，天长地久的，也依旧是种田
打鱼为生。分辨这些，是志士仁人和学者
专家的事情。并且这种激烈的分辨，也不
曾设计和改变了断河的日子。真正改变了
断河的日子的，是一种叫丹砂，或者叫朱
砂、水银和汞这样的东西。断河的山野和
田土底下有汞，人们就把汞开采和冶炼出
来，把断河变成了一座汞都。最终改变人
们的日子的，还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从此，麻老九的乡亲们就变成了汞都的雇
佣。后来汞开采完了，汞都也就宣布破产
了。日子以为是进了一步，却又退了两步。
这就是断河的历史，也是老虎岗、野鸭塘
或者青松岭的历史。

当麻老九和乡亲们还生活在山河大
地之间，还种着自家的庄稼、捕着断河里
的剑鱼的时候，人们似乎还能够依照人的
本来的模样活着，还是土地和日子的主

人。那时候这断河边上，还是有故事的。人
们还能爱，还能恨，爱和恨都那样真切和
深沉。女人梅朵对老刀和老狼的爱，不为
利害，只是真爱。老刀和老狼决斗起来的
时候，虽然那样凶狠，却也那样磊落。龙老
大不和同母异父的麻老九相认为兄弟，让
麻老九在断河里打了几十年的鱼，也只是
为了保护这个兄弟，不让仇家来向他寻
仇。麻老九的女人虽然死在断河里了，也
仍然会来到麻老九的梦里，麻老九因此也
守候了这个梦境一辈子。先贤老子说：“失
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
而后礼。”不管怎样，那时候这断河边上的
人的形象，也还是由这样的伦常和情操来
塑造的。断河的历史告诉我们，失礼之后，
就是丹砂，就是金钱，就是一个利字了。麻
老九儿时的伙伴麻狗娃，因为冶炼丹砂而
没有了眉毛和头发，不再是人的模样了，只
得常常用手遮挡住自家的面目。麻老九本
人则像一位前朝的遗老一样，走不进新的
时代，后来就沉入了断河里，仍然去寻找他
的旧梦。至于麻老九的儿子麻老大，则是无

法不走进新生活的，也只能去炼丹砂，等到
汞都宣布破产之后，就再难去寻找他的踪
迹。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或者说在失礼而
后利的日子里，在利润这只手的塑造之下，
人就被搓揉成了金钱的尘埃，不会再有故
事了；纵然有故事，便都是雷同的了。

在《断河》的一开头，欧阳黔森这样写
道：“断河其实不断，它是条流了很久很久
的河，没有人知道这很久是多久，总之它
还要很久很久地流下去。”和结尾一样，这
开头不也就是史、就是诗？现代文明从一开
始，就一直伴随着人们对它的反思。断河还
会流下去，就犹如历史也还会延续下去。如
果人们果真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和历
史，那么人们应该怎样才能让这条已经流
了很久的断河继续流下去呢？利也是要失
去的，失利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欧阳黔森用
自己的诉说，来作这种沉重和根本的反思。

读着《断河》的时候，让人禁不住想，
欧阳黔森怎么能够用一个短篇小说来载
负这样沉重和根本的意蕴呢？想一想，要
害也还是在诗和史这里。《断河》正是用诗
一般的意境，来写这铁一般的历史的。好
比我们传统的绘画，有工笔，也有写意。而
写意，往往能够举重若轻，在洗练的笔墨
之中点染出一种传神的意境来的。小说

《断河》就让人感受到了欧阳黔森的智慧、
情怀和功力。

诗的意境和铁的历史
□何士光

“中国故事”在不同的语境与场合中，
意味着答案的非惟一性。“中国故事”是故
事，也是人生。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
事》以丰实的内容、直面现实的深刻与掷
地有声的文学叙事，描绘出沉潜在普通人
灵魂深处的民族品格与精神风尚。作为一
部超越了平面化经验的鲜活生命文本，它
实现了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直抵灵府”
以及书写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

《西京故事》描写的是乡村教师罗天
福与老伴淑惠为供应一双上重点大学的
儿女（罗甲秀、罗甲成）而到西京城打饼养
家的故事。他们租住的文庙村大杂院是西
京城的一个缩影，这里既充溢着城市的光
鲜与繁华，又潜藏着生活的无奈与精神危
机。这里是实现梦想的起点，也是毁灭理
想的终点。这里揉碎了儿子罗甲成对未来
的期待，也立起了他挣扎之后的人格尊
严。在这里，房东西门锁休掉了善良本分、
勤恳持家的妻子赵玉茹，又迎来了强悍霸
道、蛮不讲理的后娶之妻郑阳娇。面对从
未为之付出也再无付出机会的女儿赵映
雪的懂事乖巧，一直为之劳心劳力却处处
捅娄子、不成器的败家儿子金锁，西门锁
的内心完成了一次自我放逐、自我拯救的
心灵洗礼。这个大杂院的真正主体是与西
门锁有着完全不同的出身、秉性、人格和
生活境遇的租客群体——城市农民工。他
们与当地居民数量悬殊，但为了生存他们
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褶皱里。他们为城市的
发展和建设贡献了青春与力量、尊严与梦
想；而他们自己则生活在城市之中那最逼
仄的空间里，生活的标准降低到只是为了
寻求生命的一夜栖息。理想照进现实往往

是妥协而成的安慰，在租住屋的狭小空间
里，那些或拿着大斧、扛着铁锹、挥动着扫
把的农民工既要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又要
承受郑阳娇之流的辛辣嘲讽。迷茫与挣扎
充斥在他们的世界中。小说不避恶俗，仿
佛一个高明的医生，将城市农民工的人生
连脓带血端给读者，丰盈细致的人生刻画
使小说挺立起来。小说溢出现实的灵魂追
问更像点燃着的一炷馨香，一如那千年唐
槐和百年紫薇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让人虔
诚而沉静，进而触摸到理想的光芒。

《西京故事》证明了讲述中国故事需
要凡俗，凡俗即力量。作品立足于生活的
现场。现实的苦焦与无奈映射着底层人的
艰辛生活，更表现了普通人宽厚坚忍的精
神力量。罗天福和大多数农民工有着看似
不同实则一致的生命期待，即希望通过诚
实劳动换来明天的幸福。罗天福一家入住
西京城的初衷，表明了罗家不靠救济、单
凭实力的坚韧。随后，艰苦的条件、辛勤的
劳作，遭人白眼、被人误解的种种“黏牙
事”、“难场事”、“走麦城的事”纷至沓来，
几度让罗家陷入悲痛与绝望之中。但是，
老罗身上有顽强的韧性，一如那三次折断
又三次接起的脊梁。他与相濡以沫的妻子
淑惠一起，面对艰难不说苦，应对事情能

担当。生活给他们的人世酸辛，他们都一
一接过，用坚韧的精神支撑起一个温暖的
家。小说中罗天福对儿子甲成说过这样一
句话：“我觉得现在社会的总病根，在轻视
诚实劳动上。”这里的“诚实劳动”，即持守
正道、踏实肯干、不投机钻营，体现了罗天
福等底层人最倚重的踏实品格，用他自己
的话即“努力想活得周正硬朗”。罗天福相
信，只要自己努力拼搏、持守正道、坚定信
念、戒骄戒躁，眼前的道路自会越走越逍
遥。因为拥有踏实的品格，罗天福的千层
饼赢得了口碑；因为拥有踏实的品格，罗
天福得到了东方雨老人、贺东梅主任、房
东西门锁的信任和敬佩。

《西京故事》中对平凡人物的立体描
写，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质地、人生的希
望和民族的曙光。小说中罗天福之母爱护
老紫薇和鸡、鸭、狗等普通生灵的故事，童
教授因学生自杀所引起的人生与社会反
思，东方雨老人对唐槐的守护以及对罗甲
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坚强、善良的赵玉茹
年轻时被人挤兑、离婚、年长后又生重病
以至于离世的悲辛人生，家庭同样也不富
裕的大学生白天亮用自己的阳光与开朗
感染了所有与他接触和交往的人等感人
故事，让我们触摸到坎坷生活中的人生华

章。作品中的人物以其独立的精神而拥有
别样的生命辉煌与人性永恒，尽管它们是
无声的，但却撼动人心，直抵灵府。最终，
这些平凡人共同汇聚成生活的强者，顽
强、坚强、刚强，是为中国的“脊梁”。

《西京故事》里的文化符号秦腔使作
品具有诗一样的意境和激越的力量。“我
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
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
当还是恓惶，这一股气力从来就没塌过
腔。”巨大的社会变迁构成了新的历史环
境和文化场景，文学作为人类心声的表
达，必须在新的语境中以鲜活的形式书写
时代精神和时代中的人。当然，我们仍然
要坚守恒常价值，使历史变迁转化为人格
建构与文化动向。在西京城的大杂院中，
罗甲成从一个莽撞、虚荣、偏执、沉沦的愣
头青变成了一位成熟、懂事、上进、有担当
的有为青年，得益于传统给予他的滋养。
无论是勤恳、坚毅的罗天福，还是沉默少
言、知识渊博的东方雨老人，他们感染和
影响罗甲成的是一种精神。这精神一如唐
槐的无声无息与博大宽悯，在陈彦精妙的
叙事结构中铸成一种撼心震腑、动人心魂
的力量。也因此，在《西京故事》那灵性四
射的叙述文本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罗天福
这个家庭的追求和坚守，而且看到了社会
群体在社会巨变之中的裂变、痛苦与挣
扎，寻觅、坚守与奋争以及执著、坚韧与超
拔；看到生存空间与利益诉求、价值取向
与行为选择等社会问题在个人身上的嬗
变。透过这一嬗变，我们触摸到了当下社
会的肌理，在物质与精神的抉择中，懂得
什么才是生命里最应该坚守的和追求的。

直抵灵府的中国故事
——读陈彦长篇小说《西京故事》 □景俊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