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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学新力量

阳光照在毛玻璃上
□吴 萍

写
作
是
件
朴
素
的
事

□

金
仁
顺

■创作谈
金仁顺，女，生于1970年，吉林人，现居长春。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爱情冷气流》《月光

啊月光》，散文集《仿佛一场白日梦》，影视作品集《绿茶》《妈妈的酱汤馆》等。

文学评论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001102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金仁顺的短篇小说让我定睛于她所缔造的故事本身，这当
然取决于她写作时的态度，去私人化、主体遁形，以及与现实、与
故事所刻意保持的距离。

《松树镇》中，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为拍一部“地下电影”来到
松树镇选景，由此看到小镇上的人物和日常，煤窑土豪、饭馆老
板娘、“苦桃子”的家庭，也看到渴望通过电影改变命运的中学
生。其间，他们推盏贪饮、激情自荐，金仁顺稀释情节，如摄影机
般一样，“偷拍”着小镇的众生相。这是一篇乍看很难断定主旨的
小说，直到末尾的“杀人案”才撩人回到现实的深省。小说结尾跳
到 10年后，极像电影中的时间提醒，未被启用的女主角长成了
罪犯，开车撞死了男友。物质社会的异化在金仁顺笔下没有暴力
刻画，只被远距离和不着温度地“记录”，被随意地淡墨而出。

小说中看不到小说家，这也增加了故事的冷峻。在许多表现
爱情的小说中，人物行为甚少张狂逾度，似乎天生丧失表达爱恨
的能力。《彼此》中，黎亚非与周祥生走完弯弯曲曲的恋爱路，在
教堂结为连理，神父吩咐他们互吻，“他们的嘴唇是冰凉的”。小
说在“冰凉”中戛然而止，让人回味黎亚非与郑昊的初婚，想起她
心里抹不去的创伤：新婚的前夜也是老公和前女友的狂欢夜。金
仁顺不做详解，只以彼此双唇的“冰凉”点到而止。

《桃花》中的季莲心、夏蕙母女，抑或《仿佛依稀》中苏启智和
小徐或新容与梁赞，金仁顺从不做对错的判断和爱恨的宣言。桩
桩原本枝蔓交葛高潮迭起的尘世故事都被故意压制了，人物的
悲戚欣悦被巨大的平静之流容纳。“局外者”的身份自然是金仁
顺预设的，然而，“蒙蔽”本身是否也涵纳了她对眼前社会所持的
暧昧态度？她所缔造的人物故事也许就是她对社会困境的表达，
她只能将其呈现却无法置评。

许多人注意到金仁顺的冷峻，然而她的冷峻不像其他小说
家般锋利。她的主题与文本的距离让她弥散出适度的冷感——
温和的冷峻。这种气质并非强烈的疼痛感，只留下些微像花刺掠
过的微痛，这是与读者的会心。

错综无果的两性情感
成长话题是许多“70 后”小说家的交集命题，金仁顺曾以

《月光啊月光》初试啼音，后又以《蛇》呈达成长的难度。成长中敬
畏心理的形成，是金仁顺的内心塑练，后来的岁月中，她的目光
转向了人的另一母题：男女两性情感。涉此，金仁顺多有佳制，比
如《云雀》《桔梗谣》《爱情诗》或《秋千椅》等。

眼前的“坏时代”于小说家俨然是个“好时代”，披靡逐利的
风气一步步将“爱情”抽离为稀罕物，作为人心纷乱的最佳展台，
都市被金仁顺紧紧盯住了。在其笔下，没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简
单的爱情。《云雀》中裴自诚、春风、姜俊赫的三角关系，呼应了现
实世界的一角，春风与姜俊赫是婚外恋与忘年恋的双重版本，春
风与裴自诚是貌似登对的正常恋。其中，金仁顺展露的是对年轻
男女和中年男子心理的深彻了解，以及对各自生活的社会背景
的无比熟稔，而她的表达无疑是切中肯綮又动人心怀的。她本质
上深知裴自诚、春风和姜俊赫个体活着的难度，她没有鄙薄春风
脚踩两条船的不道义，更没有批判姜俊赫金屋藏娇的道德污点，
连对裴自诚视爱情如游戏的轻浮也少有苛责。对每个人的行止，

她襟抱深深的悲悯和理解，感喟每个人受限于自身又无法摆脱
的无限悲凉。春风与姜俊赫、玫瑰和豪宅不是“爱情”的主要构
成，宽容和慈悲才是两颗心最牢固的粘合剂。“你年纪小，我不欺
负你，你也别因为我年纪老，就欺负我。”小说收尾处姜俊赫的这
句话，体己温存处发散出巨大的催泪效用。金仁顺的小说难得以
温暖告终，人们暂时祝福春风和姜俊赫时，难逃小说中两次出现
的“合家照”，隐隐让人唏嘘这段感情未卜的将来……

再看《爱情诗》与《秋千椅》，各自发展着错综的情感纠葛。前
者中，年轻的服务员赵莲清雅脱俗，因不愿做安首“小三”求助于
不知底细的安首的弟弟安次，又与安次发生情爱。有人说这篇小
说强调了女性的自尊，赵莲不肯向安首的“金钱”低首，却在安次
那儿“成为了女人”。私以为，这篇小说背向呈现的是“寻觅”的命
题，安次对赵莲始终欲迎还拒，他的“爱情诗”不是北岛而是那个
倾慕的女同学，小说末尾，安次得到赵莲后心里空落，他回忆去
佛罗伦萨寻找意中人的景象：到处是艺术品、到处是游人、到处
是鸽子，显豁地交代了赵莲并非他的“寻觅”。《爱情诗》中，赵莲
根本无法把握与安次的明天，安次的“爱情诗”始终下落不明。在

《秋千椅》中，年轻女记者苏蓉因一次采访走进了电台名主持康
默的生活，渐而产生“爱情”，而在彼此的关系发展中苏蓉背后还
有个同居的大学同学刘强。文中多次提及刘强的好厨艺，暗示她
给苏蓉烟火味十足的日常生活，这很像一种普通的“婚姻生活”，
刘强的角色就是一个爱老婆的“丈夫”。有身份和地位的康默提
供给苏蓉的是优雅丰裕的生活幻象，这填补了苏蓉生活中的“缺
口”，除此之外，康默甚少“敞开”自己，对苏蓉始终保持着神秘。
苏蓉知道最终走不进康默的内心，对此康默更是自知。我认为

《秋千椅》也隐射“追寻”，小说末尾出现的“画”，“苏蓉第一眼看
到，画中的女人就整夜整夜徘徊在她的梦里”。其实，画中女人也
同样无数次出现在康默的梦中，她才是康默的“追寻”，也许苏蓉
的清澈与画中人有几分相似，也许苏蓉只是康默结束追寻后的

“将就”。谁又知道？
金仁顺的许多小说中，男女之爱错综无果，没有美满的结

局。金仁顺仅仅交代他们追逐爱情的过程，对构成最终失败的成
因往往沉默。我们一旦走入他们各色各样的情感路，为他们的勇
敢喝彩，因他们的悲哀而悲哀，嗟叹之间有时会发现我们自己。
这让我想起金仁顺说过的话：“‘爱情观’也是人生观。”

交叉的双线小说叙事结构
金仁顺曾说：“写小说，惟一的愿望就是讲一个好故事”。诚

然，《桃花》《莫莫格》《爱情进行曲》《梧桐》和《仿佛依稀》都是足
够好的故事，里面有好的人物、情节和内蕴。切开故事的腠理，就
会扯出她很擅长的交叉的双线小说叙事结构。

《仿佛依稀》讲述了两种不同的爱情，年轻姑娘新容与男同
事梁赞的、新容的父亲苏启智与自己曾经的学生小徐的。两种爱
情故事形成两条叙事线，新容以“女友”、“女儿”及“小妈”的多重
身份交错其中。与其说金仁顺迷恋“爱情”，毋宁说她迷恋的是不
断变化的“人物关系”，而此变化全仰赖两条线的交错、延伸和起
伏。新容还是学生时，做老师的斯文父亲苏启智爱上了班上的学
生小徐，并因此抛弃家庭。走上工作岗位的新容重新试着接纳父

亲与小徐，也尝试与同事梁赞发展自己的爱。金仁顺细笔勾勒出
每个人的内心，连沉默的小徐和怀怨良久的新容母亲也予人很
深的印象。当苏启智查出癌症时，人物情感和内心变化也随之变
化，怨怼与不解渐渐被谅解和宽容所替代。新容正是在梁赞对病
榻上的父亲的细致照料中看到了爱，从小徐的沉默深情中看到
她对父亲爱得不容易。小说内外，金仁顺掐灭了人们正常的道德
判断，有着隐身于日本的妻子的梁赞，当年扮演小三角色的小
徐，人们都无法指摘他们的不仁，反而看到他们各自的美好。

倾重于现代社会镜像下复杂的两性情感表达，这让人凝神
于金仁顺作为女性作家的细腻和精明。逃不过如此眼光的，还有
微妙的母女关系，即《桃花》和《梧桐》。大龄知识女性夏蕙，工作
后一直在母亲季莲心的提醒下寻找白马王子。夏蕙的父亲在她
念大学时出车祸离世，她自幼与母亲不融洽，只能赖着“血缘”与
母亲保持着淡淡的联系。夏蕙先认识了同学章怀恒，两人接触中
张同学被优雅妩媚的季莲心吸引，后来夏蕙结识法国人西蒙，也
被母亲轻松地掠走。小说最终，夏蕙躲在帘后看到母亲和男友偷
欢，将一把水果刀扎向母亲。同样的双线结构，其一是夏蕙与章
怀恒与西蒙，再则是夏蕙与母亲，后者又复含母亲与章怀恒和西
蒙。做妈的抢女儿的男友，这一逾德的行为在小说中显得那么自
然，季莲心美艳、优雅且懂得生活，这注定了夏蕙的弱者地位。表
面母女关系下潜伏着女性之间的对峙和敌对，悲凉地应到张爱
玲的“女人之间是同行”上。母女之爱、爱情和情欲就这样缠绕在
她们与西蒙和章怀恒之间，无法辨清。

许多双线结构的小说中，《爱情进行曲》显得例外些。李先爱
上豪放女朱萸好些年，却一直没有修成正果。他们在 8年间，各
自换着不同的伴侣，“我”看过李先的无数次表白和朱萸的无数
次拒绝，颇为不解。8年过去了，朱萸最终答应跟李先上床。小说
最终迂回解释了，朱萸的不允是因8年前爱人叶木的死，她用8
年完成了对叶木的“爱情进行曲”，也用 8年完成对自己的内心
惩罚。为死去的爱人走了8年的自赎之路，对另一个爱自己的人
坚持8年的内心说服。两条故事线中，一主一次，一虚一实，金仁
顺着力李先对朱萸的追求和朱萸的放浪行径，而对茱萸的内心
隐衷避而不谈，以形成情感拉锯般的张力，塑造出一个外表不
羁、内里坚贞的女性形象。

“死者”的阴影成为活人的阴影的故事，金仁顺还有《三岔
口》。李虎借死了的发小杨玉明对吕悦的爱蛊惑她、占有她，最
终，李虎等到的是吕悦“醒来”后插向他的水果刀……金仁顺的
双线交叉结构由活着的人组成，或有叶木和杨宇明两位“死者”
来帮忙。双线之间粗细或隐显，金仁顺都掌握火候分寸，彼此互
相映照、对比或交错，为烘托小说旨意和人物形象服务。

这些年来，虽有小长篇《春香》问世，但还是坦陈更擅长短篇
小说。同代的小说家中，她克制的冷峻和对文本故意的疏离，使
她区别于其他很多小说家。从容清淡的笔调恰好对应到现实生
活中一个随性的金仁顺，自然而为的状态贯穿在她多年的写作
过程中。“想写一个故事，我就去写。很可能，翻箱倒柜地找半天，
什么也没有；也可能一不小心，拉开抽屉就出来一颗珠宝。”这就
是她觉得写小说的迷人之处。对于读者，就与她一起走近那些未
知，共享揭开“谜底”的愉悦吧。

以思想介入现场
——评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李国平 高春民

孟繁华有一篇文章：《如何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这
个问题和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文学作品一样重要。新时期以来，
有一批突出的批评家始终站在文学的潮头，践行着“运动着的
美学”的批评理念，和新时期文学共同生长。他们的文字构成
了当代文学的思想库，也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侧面或成
就。在这个行当里，跃动着孟繁华的理性和激情。《文学革命终
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集结着他对当代文学的最新思
考，眏应着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贯穿了这个时代的许多
问题，一如既往地显示出高屋建瓴的气象。

该著以先锋文学的终结为背景，以新世纪初的小说为蓝
本，兼及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系统分析了新世纪文
学创作的发展规律、关键节点和当下文学的特性。全书由二十
几篇精彩的论文构成，对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
官场文学及网络文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文学的政治性、当下
性、新人民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
品的评述中，作者既无简单粗暴地抹煞、否定，亦非通篇赞誉，
而是始终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现场观照，既有
宏大视域，又有微观见解，思路清晰，史识见融，具有学术著作
应有的形式的整体性。

该著指出了新世纪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文学”经“农村
题材”到“新乡土文学”的变迁。他认为，如果仅从题材范畴角
度来讲，白话文小说自五四时期兴起以来，创作成就最大的应
该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
文学”转向“农村题材”，又转向“新乡土文学”的当代变迁之过
程始终没有得到说明。“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
学”是三个有同源关系的概念，但它们更有着诸多的不同之
处，这些差异在文学史中并没有得到说明。作者对三者的学理
差异进行了厘清，指出“新乡土文学”是对“农村题材”的颠覆
和对“乡土文学”的接续。新世纪以来的“新乡土文学”重新发
现了农村，发掘了农民，延续着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批判意识对国民性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剖析和改造。书中以王
跃文的《也算爱情》、毕飞宇的《玉米》、摩罗的《六道悲伤》、范
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作品为例，
对农民对权力欲望的占有、恐惧、无奈、屈从，对暴力趣味的追
求、欣赏，对人的冷漠等的揭示与剖析都鞭辟入里。从五四启
蒙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仍然没有超越
启蒙主义文学。文学史经历了百年的变迁，然而对国民性的批
判仍然原地踏步。正如作者引用勃兰兑斯之语：“文学史，就其
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
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时期
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真实情况”在不同时期、不同环
境下形式各异，却始终受到一种历久不变的深层普遍性支配，
孟繁华认为这种普遍性是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也就是指乡村
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积
淀在人类思想深处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从历史到今天，从传统
到现代，文学始终表现着乡土世界中的一种超稳定的深层文
化结构，这既是一种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关怀。

孟繁华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品的分析，指出了新世
纪文学的当下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特点。书中以文学的经
典性与当下性问题为引语，以张爱玲的《小团圆》和贾平凹的

《废都》重版为例，分析了经典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不
同的文学批评标准中的不同命运，以事件化的方式“加剧”了
新世纪文学的复杂性。文学不管叙述历史还是现代，都要为当
下服务。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当下
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孟繁华认
为文学的“当代性”是指文学的总体状况改变了“时间的总体
化”逻辑，以一种不确定性和非逻辑化的方式发展运行。许多
文学因素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改变了现代性时间总体化的预
设，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文学现状变得更加复杂。而恰恰是这
种复杂的“整体性”构成了当下文学状况的丰富性和“当代性”
特征。“当下性”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性。

新世纪以来，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新的问题也如影随形。
当代文学因此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
安全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才使文学创作充满了
魅力，而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表现这种不确定性。正如作者
所言：“不确定性是我们从事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宿命。”如
此，当下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新世纪文学“复杂性”的双核。论
著中有两篇论文旨在论述“不确定性”，一是《在不确定性中的
坚持与寻找——2010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二是《不确定性
中的苍茫叩问——评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足见“不

确定性”的重要意义。文学是个人化的事业，是一种个性化的
创作，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现象，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
见解；同样，同一部作品对于不同的接受者也是一样的，这就
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孟繁华是“新世纪文学”概念的主倡者，也是底层叙事的
引导者和建构者。他提出了“新人民性”和“新人民性文学”的
概念，这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孟繁华的“新人民性”与起源于19世纪20
年代俄国的“人民性”概念，它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
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
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的存在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
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
主，是“新人民性”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
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
落”。因此可知，“新人民性”既不同于民族性，亦异于意识形态
意义上的人民性，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这
一概念也是新世纪底层叙事所要表现与阐释的重要目标。

论著中关于底层叙事的评论占据了较大篇幅。底层叙事
是新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新乡土文学侧重表现
底层人民的外部苦难，都市文学更多揭示底层人民的精神苦
难与身份焦虑。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
灵魂》、温亚军的《落果》、马秋芬的《北方船》、吴君的《菊花香》
等都是较好的底层叙事作品。底层书写是关于底层人民的叙
事，是“新人民性”所要阐释的内容。一味地展示苦难、述说悲
情，就陷入了底层叙事的庸俗的窠臼，忽视了底层叙事的文学
性和终极关怀。孟繁华敏锐地洞察到了底层叙事的问题，以强
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将底层人民精神缺失的生存状态和文学
对此表现的无力纳入到现代性之中进行剖析，以社会批判与
道德关怀的视角关注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对挤压底层人
民生活与精神空间的现代性进行着反思与超越。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

刚写作时，激情万状。曾经有几
个短篇小说是一天之内写完的。那
时候，纯粹、朴素，同时也彷徨、不
安。不断地问自己：这行吗？是小说
吗？一遍遍确认，甜蜜而哀愁。

随着小说一篇篇地发表，写作
变得亲密了，家常了，确定了，速度
也随之慢下来了。不再是飞蛾扑火，
急吼吼的，一天顶一万天似的；倒变
成了鱼，沉浸在其中，细水长流。热
情、激情是需要的，但添加方式不是
味精似的大把撒进去，而是文火慢
炖，炖出鲜香可口，沥出清汤。那碗
清汤是朴素的，内里的真材实料在
精华释放后都隐身不见，方才有滋
有味，营养可人。

料，是生活阅历。靠阅历吃写作
饭的人相当多，阅历使得很多作家
成为作家，但成了作家后，阅历虽重
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落点，即“实”。
实是中心思想，是灵魂，可以饱阅读
口腹，给人以启发；也是种子，可以
撒落在其他的写作中间，生发、变异
成另外的作品。材，是才华。写作确
实是讲才华的，这让人沮丧，但不管
才华如何，更重要的是真心。真，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没
才华，但有料有实，再加上真，也一样能写出动人的作
品。有些作品才华太多，横溢肆流，缺真少诚，最后浮华
流丽，过眼云烟。写作的人不怕笨，笨导致慢，慢工可能
出来细活儿。慢还能养出性情、闲心、趣味，这些杂七杂
八，在别的领域会芜杂添乱，在写作里面却是酵素，演
绎出万紫千红，活色生香。

写作是件朴素的事儿。就像过日子，衣食住行、柴
米油盐。越是好日子，越看着平淡，一瓶一罐、一针一
线，都呆在它们应该呆的地方。好日子不铺张，但样样
事事，不缺不差，一不小心，某个细节还是个古董，是个
精品。而古董、精品也是存在于谨严中，是谨严的一部
分。好的写作不失控，是严肃的、有规矩的。规矩很重
要，上接传统，下传后世，没规矩不成方圆，也不会成什
么大气候；规矩也不是不创新不改变，不管怎么求新求
变，内里的脉络是清晰的。

而那些华丽热闹的日子，可能一时繁花似锦，富丽
堂皇，更兼有聪明、时髦、情调，却是让人警惕的。这当
中通常埋伏着取巧和讨好。取巧和讨好，导致油滑轻
浮。油滑轻浮，是过日子的大忌。这样的写作，可能会煊
赫一时，博取眼球和声名，但华丽丽地飞过之后，天空
仍旧是空的。

写作，以身相许，从一而终很重要。我们现在的社
会，新事物如此快速地涌出，让人面临着巨大的审新疲
劳，而写作却是旧的、老的。可话说回来，所有的新都会
变旧，所有的年少轻狂也注定会老死。对写作这件家常
事，应该付诸以专注和平凡，把自己完全放进去。

专注和平凡，于写作是一根定海神针。守得云开，
自然月明。雷蒙德·卡佛有句话，“一个人尽最大能力写
出来的作品，以及因写它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惟一
能带进棺材里的东西。”写作给了我们平静、安适的内
心，提供了表达的可能，因写作而满足，而现世安好，还
奢求什么呢？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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