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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对现当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阎浩岗

不论从文学史叙述角度，还是从文学本身角
度、小说文体发展角度，浩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

《艳阳天》都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独特存在。讲述中
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讲“文革”十年；讲述“文
革”文学，不能不讲作家浩然。在新时期文学阶
段，浩然小说也显示了自己的特点，我以为也值
得写上一笔，起码要“捎带”一笔。

茅盾说“文革”时期文艺园地只剩下“八个样
板戏，一个作家”，乃是愤激夸张之词。准确的说
法，该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在当时成就最
高、最突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当时广泛传播的
作品。进入 1970 年代以后，单是小说方面，就有

《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沸腾的
群山》《大刀记》《桐柏英雄》等凭借广播或电影而
家喻户晓的作品；各种曲艺、地方戏的种类及其
普及程度远超今天；美术方面，以“红、光、亮”风
格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年画产量很大。“八个样板
戏，一个作家”之所以在当时众多作品中脱颖而
出、独占鳌头，是因其确为同类作品之翘楚。

作为那“一个作家”，浩然的创作曾给当时的
读者和观众带来过审美快乐，这是经历过那个年
代的许多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所承认
的。如果没有浩然，当时国人的精神生活将更加
贫乏。浩然作品的局限是时代共同的局限，浩然
小说的某些成就却是他所独有。

从今天的高度审视，浩然新时期以前小说的
最大问题是对地主富农均予以妖魔化，原先的穷
人被写得过于高大完美。这类描写也许不合乎客
观事实，却未必完全违背作者自己的直感。对富
人的反感、对物欲膨胀的警惕，一直延续到浩然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创作。

不是说浩然喜欢穷——他作品里的正面主
人公们也一直在为过更富足的生活而努力，但浩
然对物质财富导致的人性人品堕落，确实一直特
别警惕。“共同富裕”道路是当时的政策，同时也
合乎浩然自己的道德理想。幼年失怙的他特别关
注鳏寡孤独、无势可依、没条件“先富”者的命运。
这与柳青的情况类似。如果说赵树理和周立波对
农业合作化的必要合理性还暗自有些将信将疑，
那么柳青和浩然一直坚信不疑，所以他们才对此
写得那么有激情，同时能尽情发挥其艺术才情，
在“图解”政治的同时揉进自己的见解和感受，编
织出吸引读者的故事。也正因此，那些不受时代
和意识形态阈限的海外学者才会欣赏浩然的小
说艺术。

浩然的思想局限是客观事实，批评批判者多
矣，在此无须笔者赘言。这里单说中国当代小说
何以不能绕开浩然，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究竟
有何贡献。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的最大贡
献，是他对小说文体的独特探索。

首先，浩然能把本来寂寞单调的乡村日常生
活写得动人心魄、引人入胜。能将乡村日常生活
写得令人神往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家中早有其
人，比如废名、沈从文和孙犁。他们采取的方式是
将自己的乡村记忆美化、诗意化。而浩然选取的
是与之不同的另一路数。由于自小生长于农村、
长大成名后也未曾远离乡土，浩然对乡村生活丰
富的直感经验使他在描述乡村生活与农民性格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
城里长大而凭想象写乡村的作家难以提供的乡

村日常生活细节。这一优势使浩然小说即使主题
明显指向政治，也仍不失其扑面而来的泥土气
息。能把乡村日常生活写得真实细腻不易，能将
其写得使读者拿起放不下就更难。浩然能做到这
些，凭的是设置激烈尖锐而颇为戏剧化的矛盾冲
突，同时使人读来又不觉虚假做作的艺术技巧。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这样集中和尖锐的冲突本
不多见，这使得作品带上了某种传奇色彩。我们
可以把它叫做“日常生活传奇”——如果说《红旗
谱》是“传奇”的日常化，《艳阳天》就是“日常”的
传奇化。“传奇”与日常琐事的客观写实有所不
同，它肯定要对原生态生活进行过滤，即滤除主
题之外的“杂质”，删削一些枝蔓，并适度夸张某
种成分，集中某些因素，以达到“更高、更强烈、更
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艺术效果。武侠小
说、言情作品一般都需要做这样的处理。浩然小
说写得既非武侠或爱情，也非暴力革命，他对叙
事张力的制造，主要靠精彩描述人物之间的性
格、欲望及意志品质之争。这方面的典范代表是

《艳阳天》。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论及这部作品的人都一

致判定其主题是“阶级斗争”。笔者以新时代目光
重新细读该作之后却得出结论：它的真正主题是
乡村基层的权力斗争！“阶级斗争”是其标签或外
壳，乡村基层权力斗争才是其真正内核！对萧长
春、马之悦权力之争真实而精彩的描述，使这部
长篇具有了吸引读者的独有魅力。

若抛开作者、评论者们的表白或定性而细读
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就文本本身的叙事逻辑而
言，萧长春、马之悦为争夺东山坞村最高领导权
而进行的斗智斗勇，以及二人之间的品格意志之
争，构成《艳阳天》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论作
者是否意识到，所谓“阶级斗争”其实只是萧马权
力之争的附属物，政治风云的变幻只是他们斗争
的背景与外力作用。甚至“路线斗争”也并未构成
这部作品的主题，像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后来
的小说《金光大道》那样。之所以下此断语，是因
萧长春的主要对立面马之悦并不代表地主阶级
利益，其一切活动的最初动机并非颠覆现国家政
权，他也并不执著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艳阳天》中，矛盾冲突的发起者是“反方”
主将马之悦。没有马之悦，地主马小辫、富农马
斋、富裕中农弯弯绕和马大炮之流都成不了什么
气候，他们无法构成萧长春及其所领导的农业社
的真正对手：地主富农已被严密监视、严格管制，
几个富裕中农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事开始
时，东山坞农业社已经巩固，马之悦并未主张拆
散农业社搞单干。他的父亲虽然曾是富农，但他
出生不久他们家就已变为穷人。成年后他本来决
心恢复家业，而当其凭着有胆量、有手腕、擅投机
而“成了东山坞的要人”之后，其对权势的欲望压

倒了其对财富的欲望。对他来说，只要能使其获
得权势，共产党、国民党甚至日本人都一样。抗战
时期，由于看到共产党在本地势力日益强大，而
他还有起码的爱国心，觉得“为外国人卖命，屠杀
中国人，的确是可耻的事情”，他参加了共产党。
在抗战和后来的“土改”中，马之悦表现积极；当
了村干部后，他还做了一些能显示“政绩”的事
情。在互助合作运动兴起之时，他不是像《创业
史》中郭振山那样忙于个人发家致富，而是“工作
劲头更足了。他把临时互助组改成常年的”，成为
互助合作的模范人物。当了党支部书记、真正成
为东山坞的权威之后，他更不会反对共产党、反
对党的政策，因为“他爱惜自己那个‘老干部’的
光荣招牌”，也“爱惜自己的东山坞；他也觉着共
产党不错，对得起他”。在《艳阳天》的艺术世界
里，马之悦的政治身份其实就是农民兼共产党员
干部。作为前者，他有其不同于一般农民之处，就
是野心、心计和胆量；作为后者，他与萧长春不同
的是没有那种真正的“革命理想”，而且生活作风
败坏。但他与萧长春斗争的初始动机，并非要推
翻共产党、恢复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这并不符
合他自身的利益，而且他也知道这并不具有可能
性。第 55 章写马小辫接到儿子马志新发自北京
的关于要“变天”的来信去找他，他的分析是：“这
么多年，共产党拼死拼活，为的哪一宗？为夺国家
的印把子；这会儿夺在手里了，能那么轻易地交
出去吗？”当然，按其投机性格，假使真的“变天”，
他也决不会坚持其共产党员身份。

说到底，马之悦是一个只对权力感兴趣而并
无任何政治理想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他并非哪
个阶级的代表，马小辫、弯弯绕们只是他进行权
力斗争的工具而已。马之悦的人生境界，正与当
今官场小说中比比皆是的腐败官员一样。马之悦
打击农业社的目的是为了打击萧长春。他满脑子
想的是“基业”、“江山”、“天下”、“大权”，但这里
的“江山”和“天下”限于小山村东山坞，他原本并
无推翻整个“无产阶级政权”以及现行社会制度
的想法。马之悦的形象有些类似于《创业史》中的
郭振山，又与后者有明显区别。他们的类似之处
是：作为本村资格最老的党员干部，“土改”中他
表现积极，有魄力，在村里一度享有最高的威信。
他们的不同之处是：郭振山在“土改”之后、在受
到年轻人的挑战之前，发家的欲望、对财富的欲
求超过了对权力、对个人威信的追求，而马之悦
与之相反。小说第6章写到：马之悦在村里掌权、
受到大家信任和尊敬之后，想的是“管他有千层
房子万顷地也比不上这种突然得势的神气呀！”

“他把‘创业’、当财主的心思先搁在一边了，一心
一意要往‘官势’上靠”。因此他对互助合作态度
积极，热心公益事业。他还“教育”马立本：

人生在世，不能光为金钱二字……最要紧

的，是趁着自己年轻力壮，多给东山坞的群众办
点露脸的事情。人家一见你的面，敬着，人家一听
你话，从着；出了东山坞，一提名，人家全知
道——这个荣誉，金银财宝是比不上的。为什么
放着这条路不走呢！旧社会你想干一番事业，要
担惊受怕，如今这是多坦然；只要你想干，你就干
吧，共产党给你撑腰，东山坞的老百姓给你当后
盾，你还怕什么呀！（《艳阳天》第7章）

萧长春虽然是这部作品倾力塑造、正面歌颂
的英雄人物，但作者也写出了他的“权力意志”。
作品第 18 章在成了“吵架会”的干部会上，写他
在斗败马连福后，他又想找一个难攻的人试试。
找谁呢？马大炮，会前已经较量过了，不是对手。
对了，弯弯绕，看他有多少脓水……

这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好斗性格，与
梁生宝、刘雨生等形象有别，而与同样想“打天
下”的马之悦恰成对手！有这样两个强势人物作
对手，小说所写乡村权力斗争才剑拔弩张、环环
相扣，产生特有的情节张力。

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文体的另一个贡献，
是对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探索。

结构问题是长篇小说写作的重要问题。柳青
就曾说“最困难的是结构，或者说组织矛盾”。五
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多为线型结构，即主
要单线叙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历。这样写起来
比较好驾驭，但不利于表现更广阔的生活场景和
更丰富的社会内容。茅盾的《子夜》以 30 多万字
篇幅写两个多月间上海工业、金融业的争斗，描
绘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画面，它采用的网式结构是
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一大贡献。浩然的

《艳阳天》在长篇小说结构方面又有新的探索：它
的文本篇幅有135万字之巨，若不计“三部曲”之
类虽有联系又各自具有独立性的作品而单论作
为有机整体的单种长篇小说，这在当时是创纪录
的（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仅出版了第1卷），而
它的故事时间仅有十几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乔
伊斯的《尤利西斯》：该书汉译本有 157 万字（按
萧乾、文洁若译本），故事时间为18小时。它们都
是最充分地向空间拓展，这样又“使小说中的时
间，借着不同的空间呈现，作了极度的扩张”。在
具体内容方面，它又与《尤利西斯》恰恰相反：二
者虽然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艳阳天》却
突出集中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冲突，有许多戏剧化
场面，是日常生活的传奇化。这种探索不论是成
是败、是得是失，其勇气与创造性是不可否认的。

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第三个贡献，是其
“文革”结束以后乡村变革题材小说创作中所体
现的独特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

提及新时期乡村变革题材小说，大家首先会
想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何士光的《乡场
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之类歌颂农村新面貌、

歌颂党的富民政策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浩然虽也
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拥护改革开放，他的小
说却并不一味歌颂，而致力于揭示改革所带来的
新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占据任何资源优势而又身
无特长的老实农民的命运，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广
泛存在的腐败行为。

与“文革”及其以前的作品相比，浩然新时期
创作的小说有变又有不变。变化的是其中乡村基
层干部形象，不变的是他对穷人命运的关注。

新时期以前浩然塑造的萧长春、高大泉等村
干部形象以及梁海山、田雨、王国忠等县、乡干部
形象都是正确路线的化身，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理想的形象。这类形象虽有一定原型作依据，却
比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人物都更高尚完美，他们属
于“应当如此”的人物，体现了意识形态希望现实
中乡村干部达到的水平。而《艳阳天》《金光大道》
所写马之悦、李志丹、张金发、谷新民、王友清等，
与现实中的普通县、乡、村干部更为接近。虽然作
品将这后一类人物符号化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乃
至妖魔化为“反面人物”，但由于作者细腻的心理
描写与性格刻画，这类人物反倒显得真实可信。
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浩然摆脱了原有“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识形态的框范束缚，不再
塑造理想人物形象，放手写起自己生活实感中的
现实。这一时期他塑造的乡村干部形象，大多是
不管百姓疾苦、一心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者或腐
败分子。例如《误会》里的单支书、勾主任、史组
长，《苍生》里的邱志国、《笑话》里的史先进等。他
们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与马之悦、张金发等
非常相似。《笑话》里那位离休的省级领导，也只
是酒后偶尔想起战争年代救过他命的黑三老头。

如果说浩然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随着社会环
境变化而显示出其时代局限性，那么浩然这些写
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反倒显示出其预见性，因
为其所揭示的现实问题迄今仍不过时。写于1994
年的《衣扣》还反映了丈夫进城打工后“留守妇
女”的遭遇和命运。而若将浩然的《俊妞》和铁凝
的《哦，香雪》对比，则能发现其不同价值：俊妞和
香雪处境非常近似，但后者揭示了外部世界带给
封闭空间的清新气息和憧憬向往，前者却描写了
欲望被唤醒后乡村少女的悲剧命运，使人联想到
丁玲的《阿毛姑娘》。

如果单以政治视角看，批评者会指责浩然思
想不够解放、对新形势有抵触情绪，但若从文学
本身看，正因浩然与新时期以后“改革文学”主流
保持了距离，反倒显示了他自己独特的价值。若
单看主流改革文学，不了解农村实情的读者或许
会对乡村现实有一种过于乐观的印象；而浩然小
说专门关注没有“先富”的人群，让大家看到许多
底层农民仍挣扎于贫困线上，体现了真正的人道
主义精神。浩然对过于膨胀的物欲使人性堕落的
忧虑，也显示出其“反现代的现代性”。倘因不合
新时期“主流”而否定浩然的新时期小说，其逻辑
正如因合乎旧意识形态“主流”而否定浩然新时
期以前的作品一样，都是以“政治正确”判定作品
文学价值。从政治上说，农村改革开放成就巨大，
其正面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前进中的问题”同
样不应忽视，作家自有对其采取质疑批判立场的
权利。这也是同样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现
代性”与其“工业现代性”有别的理由。

“我坐在中国作协的大楼上，手里捧着作协会员证，心中
万感交集。从一九四九年秋季里在蓟县大刀剪营做起文学梦，
至今恰恰十年。这十年是漫长的，曲折的，也是坎坷的，我这样
一个农民的后代，一个只有三年半学历的基层干部，终于圆了
美梦，跨进了文学这个大门口。”

这是浩然“自传体三部曲”最后一部《圆梦》中的一段，整
个“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写了浩然的童年、少年、青
年，写了他“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
奈特曾把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内容概括为一句话：“马赛
尔怎样成为一个作家”，他认为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是这一句话
的展开。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相似的一句话来概括浩然
的三部曲。但与《追忆似水年华》不同，“自传体三部曲”所着重
的不只是个人心理、细节、意识流的描绘，还涉及到了社会、时
代的各个方面，这既与中西方文艺潮流的不同有关，也与在世
界秩序里中国所处的位置相关，如果我们认可杰姆逊所说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是政治寓言，那么离开民族国家、阶级
等范畴，我们很难讲述20世纪一个中国人“个人”的故事。

浩然“自传体三部曲”的重要性既在于其文学价值，同时
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与现实、“成长”与“回忆”、作品之间的

“互文性”等诸多方面的参照。在当前的浩然研究中，对于《艳
阳天》《金光大道》等早期作品的研究仍占据了其中大部分，而
缺乏对浩然1980年代以后的创作的深入研讨，因而缺乏对浩
然创作的整体性把握。在笔者看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
道》固然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而他在1980年代的《苍生》及其后
的“自传体三部曲”，在重要性上并不亚于前者，它们不仅展现
了浩然在1980年代之后创作的转变，而且在艺术性上达到了
新的高度。我们只有对《苍生》与“自传体三部曲”有深入的研
究，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浩然的创作，也才有可能理解浩然
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鉴于当前研究界对“自传体三部
曲”研究的匮乏，本文将主要加以阐释。

浩然的《乐土》描写的是自己的童年，也涉及到了旧社会
农民在灾荒、兵、匪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流离失所的情
景。浩然出生于河北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父亲在这个矿上做
工，小说里写到了矿难发生时的悲惨景象，也写出了他们在危
险与贫穷压力下的精神状态，尤其可贵的是，他真实而鲜明地
塑造了“父亲”这一形象，这是一个在旧社会四处奔走，种地、
做矿工、做买卖，什么都做过，但什么也无法做成，最终走投无
路，在精神上消沉、堕落了的农民形象。

在经历了种种失败之后，父亲“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
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叫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
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
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
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
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
儿不撇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

‘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
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
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
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我让你
们缺吃，还是让你们缺穿的了？这不是混得很不错嘛！你还想
让我怎么着？’”（《乐土》205页）后来“父亲”与一个女人相好，
抛弃了妻与子，追随那个女人到她的家乡，结果被人打个半
死，挖个坑埋了。

这里的“父亲”形象与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相似，如果
说《骆驼祥子》“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
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

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
的悲剧。”（《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49页）那么“父亲”
的形象则除了没有“市民化”以外，则跟骆驼祥子是一样的，他
们在旧社会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奋斗、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心
灰意懒，经历了先是精神上，后是肉体上的灭亡。

如果说《乐土》与《骆驼祥子》的“互文性”属于不期而遇，
那么作为“自传体三部曲”，小说中写到作者的经历与体验，在
他的另外一些小说中必然也会有所反映，将这些相似的人物
与情节加以比较，不但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能
使我们了解作者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处理，以及其他因素对作
品的影响。

上面我们写到了“父亲”的形象的“互文性”，接下来看“母
亲”：“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
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
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
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
她的好强心非但不是削弱一次，反倒加强一次，以致于‘变本
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
瞧不起；什么不顾，也要面子！”（《乐土》204页）

“母亲”对浩然有很深的影响，不仅幼时她讲的故事对浩
然走上文学道路有着重要的因素，在浩然身上也继承了她不
服输的精神，以及要做个“有正气，有志气”的人的信念。如果
上面所说的还是童年最初的感悟，那么在他14岁母亲含恨而
逝之后，每当遇到生命中的大事，他总是能想起母亲的教导，
重新思考和面对人生。

母亲对浩然的影响既然这么大，那么在《苍生》中，当我们
看到“田大妈”这一形象时，就不难辨认出在她身上有着“母
亲”的一些影子：“这位极平常的庄稼户的老太太，倒是个最热
心肠、最爱脸面的人。可惜，用她自己自卑自怨的话说，‘心比
天高，命比纸薄’。老头子是个语不惊人、貌不压众、窝窝囊囊
的极平常的庄稼汉。儿子们同样是没特长、没本事，普普通通
的老百姓。所以不论赶上啥年月，上边的法令咋个变法，她家
的日子总是‘盖上脑袋，露出屁股；顾了屁股，又顾不上脑袋’，
过得紧紧巴巴，不能给她争光露脸。越是够不着挂在高枝儿上
的枣儿，越是眼睛盯着馋得慌。她也就越发想在村里处处事事
追上大流儿，最好拿个尖儿，而别落在后面，别让乡亲们耻笑，
别让外姓人瞧不起。回头看看熬过来的多半辈子，她却是干了
许多光彩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当时被认为露脸，过后一瞧不免
有些荒唐的事情。”

将上面的性格加以比较，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田大
妈”与“母亲”的相似之处，但如果说浩然在“母亲”身上寄予了
更多的感情因素，那么在“田大妈”身上则更多凝聚了浩然对
历史、对社会的思考，“田大妈”是生活在80年代而因袭了多重
历史负担的人。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对传统文化和农村的传
统生活方式的反思，也有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各种政治
运动负面影响的批判，她不仅具有阶级性，也具有民族性，浩

然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描绘出了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人
物。

在“自传体三部曲”与浩然的其他小说中，有互文关系的
还有很多，比如他在大刀剪营村工作时，发生了房东的童养媳
偷着去上夜校的故事：“等到夜深人静，我们在教室里正上着
课，他们果然瞧见搞鬼的‘坏人’又一次出现，从窗户的破洞往
里边窥视，就扑了过去，喊叫着把捉住的人扭进教室。我跟教
室里讲课和听课的人都被惊动，一齐迎到门口，借着灯光一看
那个俘虏的样子，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被逮着的
人是我们房东的那个童养媳妇，她穿着褴褛的衣服，小脸儿吓
得焦黄，浑身发抖，一只手抓着几张我们平时废弃的办公纸，
一只手捏着一根铅笔头。”（《圆梦》34页）这个故事，后来被写
到了《金光大道》的“捉拿”和“渴望自由自在的人”两节里，在

《金光大道》中，这个童养媳是富农分子冯少怀家里的（上面的
童养媳是一个地主寡妇家里的），后来在高大泉和他的妻子吕
瑞芬的帮助下，她取得了受教育的权力，并与外出回来的冯少
怀的儿子喜生，一起在家庭内部跟冯少怀做斗争，成了革命群
众中的一员。（见《金光大道》第四部460-479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浩然自己本人也曾有过“发家致富”
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与《艳阳天》中的马之悦、《金光大
道》中的张金发不无“互文性”：“我一边随着共产党搞斗争，一
边盼着快一些赶走国民党反动派，快一些解放全中国，快一些
过上太平日子。我在心里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
家，守着妻子种那八亩平川地，好年景添头壮实的毛驴，再一
个好年景把住着的一间半房子卖掉，购买些砖瓦木料，在东院
的空宅基地盖上三间新房，再好年景拴上一挂车。只要不打
仗，我有力气劳动，有勤俭会过日子的妻子当帮手，有正值壮
年又有威望的老岳父当靠山，我那当一个富足庄稼主的正气
和志气就一定能够实现。”（《圆梦》7页）

但是浩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思想上，他在革命中不断成
长，思想转变了，文化上也提高了，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成为批
判这一思想最激进的作家之一。

“自传体三部曲”写的是浩然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生
活与追求，写了他成长的历程 。浩然的成长，也是与“历史”一
起成长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成长”，包括几个
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他作为一个“个人”从童年到青年的历程，
其次是他作为革命的一分子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再次
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怎样由一个只上过3年小学的孤儿，经过
刻苦的学习与磨炼，逐渐开始发表作品，直到最后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包括他在思想
修养上是怎样逐渐提高自己的。

在走上革命的过程中，老舅与八路军的黎明同志的对比
对浩然起到了关键作用。浩然的母亲去世后，老舅对浩然很冷
漠，还企图霸占他的家产，当浩然要求归还本属于他家的房屋
和土地时：“‘哈哈哈……’老舅用他那瘆人的惨笑打断了我的
话，又拿腔拿调地说，‘好大的口气呀，怪不得这么仗义、这么

厉害，敢情在王吉素躺着房子卧着地呀！我问问你，你的房子、
地块在哪儿写着呢？你有文书吗？拿来让我开开眼！’”（《活泉》
106页）

这里的声口让我们想到了《金光大道》中的反面人物张金
发，后来在八路军黎明同志的秉公办理下，浩然终于得到了应
得的财产，当黎明同志叫他时：“这一声呼唤具有神奇般的力
量，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近，那么亲热，这恰恰是我们这两
个举目无亲、濒临绝境、处于生死关头的孤儿所渴求、所急需
的。那亲切的笑容，亲切的语言，都一同化为甘露清泉，渗进我
那干渴、冰冷的心田里，陌生的感觉立刻没有了，忐忑不安的
恐惧感马上消失了。”（《活泉》130页）

这里的“亲人”老舅变得冷漠，而“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
近”的恰恰是八路军，从此处我们可以一方面看出传统伦理的
崩溃，而建立在阶级伦理上的“八路军”则取而代之；另一方面
传统伦理仍是浩然判断善恶的标准。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浩然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在实
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他经历了种种的磨难，从幼时爱看书而
不可得，到坚持自学文化知识，到100多篇废稿换来一篇新闻
稿的发表，再到历经嘲笑、轻视，终于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
枝》，直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间既遇到了挫折，也得到了一
些人的指点，比如唐飞虎、巴人、萧也牧、郭小川，小说中对后
三位的描写以及对刘绍棠、从维熙的描写，不但具有文学价
值，对于文学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对传统美德的坚持，在浩然是一贯的，这反映在他的小说
创作中，就是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坚持的
政治方向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传统的美德——或者大公无私，
像萧长春、高大泉，或者温柔贤惠，像吕瑞芬。而反面人物，则
首先是道德上的败坏，如马之悦、张金发、邱志国等等。浩然
说，“作风很坏的人也能干‘为人民服务’的事，这是我至今没
能解开的疑难问题。”（《圆梦》149页）这句话可说是真切地道
出了浩然的困惑。在浩然这里，“私人领域”是与“公共领域”分
不开的，“私人领域”的道德品质，也影响了对“公共领域”中人
的评价。浩然的选择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正气，一种温柔蕴藉之
美，如果说在浩然其他小说中更多地表现了“正气”的话，那么
在“自传体三部曲”，二者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

赵四儿是浩然的“干姐姐”，自幼青梅竹马，他们因家长的
反对以及彼此的误会而没有结合在一起，这一段爱情描写是
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见到的美妙情景，具有很深的艺术魅力。
小说中最后赵四儿因失望而堕落了，使浩然悔恨不已。而这一
段心理描写既饱含深情，又“发乎情，止乎礼”，写出了悲伤与
呢喃，也写出了缅想与沧桑，将“正气”与“温柔蕴藉”之美很好
地结合了起来。

以“自传体小说”的体例来写作，这也不能不涉及到真实
性的问题，我们无法知道其中是否“包含着许多幻影和梦
想”，是否由于他个人的“视角”而遮蔽了其真实。在这个
意义上，浩然拟想中的后两卷“自传体小说”或“‘文革’
回忆录”最终也没有写出，或许不仅是时间或精力的原因，
而其中也包含着“视角”的困难。“回忆”本身是否可靠是
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作家很难摆脱自己的思维
框架，另一方面“回忆”本身也是在历史之中进行的，特定
时空的“回忆”也必然会对回忆的内容加以选择、甄别、确
认，那么就很难将之作为完整的、惟一的“真实”。然而这
样的“真实”或许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只能在文本之内或不
同文本之间探寻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想将自己塑造成什
么样的人。而在这些方面，“自传体三部曲”无疑为我们提
供了接近浩然的一个方式。

论浩然的“自传体三部曲”
□李云雷

责任编辑：周玉宁 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4年10月27日 星期一经典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