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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识形态与人性完美结合
□田永丽

孙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
作家，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即对“真
实性”的尊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钻在
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
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
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
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
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
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
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
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
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
照人。”（《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人民的生
活情绪》）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也忠实的实
践着他这一主张：他的小说远离当时奉行
的宏大叙事，采用独特的个人化视角，以人
物身上具有的美好人情人性为线来结构全
文，注重战争的日常生活化，表现的是普通
人身上的淳美人情和人性，避免了对烽烟
弥漫、战火连天的战斗场面的刻画，从而给
极度紧张恐怖的战争年代留有一方温情的
净土。孙犁极具人文关怀，着眼于对理想人
情、人性的弘扬和赞美，然而，这种主体的
理想人情、人性是与当时的某种政治意识
形态即“抗战”分不开的。二者之间具有紧
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一方面，意识形态对人民大众的“询
唤”作用。在当时的革命大背景下，革命者
包括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已经担负起了抗
日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他们通过宣传、
说教等方式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
自然地接受了抗战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说，抗战救国已经上升为全民的意识形
态）。这种形体的功能在于把劳苦大众“询
唤”为革命的主体，使其臣服于这种主流意
识形态。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
对“革命”的不满因素，使主体产生积极的
参与感和极大的荣誉感，（以此换取不同程
度的安全感）自动的表现为革命的主动者，
而绝非被动者，从而将参与革命变成了意
识上的自觉。于是，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影
响，有着共同抗战目标的军民之间的心理
和行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一致。

另一方面，军民之间情意的相互交织
与纠缠，以及民众对当时“抗战”这种主流
意识形态的主动接受。在那个极度紧张的
战争年代，人民遭受战争之苦，早日获得身

心安全与自由已经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
因此，革命也便自然的成为社会的主流，全
体人民心连心共同抵御敌人也成为不可辩
驳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共同灾
难命运和反抗意识的军民之间达成某种共
识与统一，即“反抗日军，争取胜利，获得自
由”，并且建立了稳固的阶级情、战友情。全
民参与战斗的思想意识也就毫无条件的深
深地植根于每个社会成员心中。可以说，人
们接受“抗战”意识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
主动接受。“自从弗罗伊德以后，许多哲学
理论都把无意识看作我们个性的核心，是
我们天性的产物。而阿尔都塞却论证说，我
们的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意识形态
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
我们所谓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占
据它的位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
产身份的社会存在。”“事实上，我们是依赖
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
的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路易·阿尔都
塞《列宁与哲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意识
的抗战意识下，人民群众、普通老百姓才能
够从内心深处把抗战当作己任，并且义无
反顾地付之于行动当中。

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和
主体毫无条件的主动接受，再加之人性原
本的美与善，才会使孙犁小说中的人物散
发出人情与人性的光辉：军民之间相互尊
重、鼓励、支持和帮助着对方，甚至牺牲性
命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
事便在这里发生，一份份感人肺腑的军民
情深入人心：如小说《碑》中的一家三口，赵
大娘“好说好道好心肠”，她日夜盼望着八
路军战士能到家里来，他们几天不来赵大
娘便开始念叨，当听到八路军战士刚来便
要走时，“大娘简直是求告他”吃一点东西
再走；赵大爷不顾生死安危，冒着严寒之夜
撑船将八路军战士送过河去；而小菊则毫
不留恋地把自己心爱的准备过年穿的棉衣
拿出来给八路军战士穿，当得知20个八路
军战士只剩两个人时，他们全家都处于了
一种极度的悲愤之中，更增加了对敌人的
憎恨之情。《蒿儿梁》中年轻的妇救会主任
和她的丈夫，细心、热心地帮助杨纯医生照
顾伤员、转移伤员、保护伤员的事儿看得比
什么都重要，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感
当然不能排除人们内心本真的善引发的温

情，但这更是与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政治环
境分不开的。要战争，要革命便会有流血牺
牲、惨重伤亡，于是，忧愁、悲伤、痛哭、恐
惧、伤残、血腥、苦难等种种悲剧性情绪，便
会“割不断扯不尽地将文学牢牢地缠定。即
使是一些喜剧性作品，也在骨子里暗含了
悲剧性情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小
说中虽写到了革命，也有一些流血牺牲，却
毫无悲凉凄惨之感，这正应和了孙犁《论战
时的英雄文学》中的话：“我们要不要悲壮
的东西？要。但不需要悲哀的。悲哀的作品
可以挫伤我们的斗志，但悲壮的作品却可
以激发人们的健康的战斗的感情。”（曹文
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因此，孙
犁作品中崇尚的是普通人们内心充满的积
极乐观向上的情绪。这种“乐观”在女性身
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她们大都朴实、勤劳、
热情、坚强、善解人意、觉悟高、对胜利充满
信心，并且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抗日，绝不
拉后腿。这些女性成为崇高、优良品质的载
体，给予了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作品中善
良、热情、乐于助人、对人民子弟兵如同亲
人一样的《碑》中的赵大娘；坚韧、刚强、积
极向上者如《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媳
妇；开始对丈夫充满怀疑、怨恨，知道实情
之后深深地理解和支持丈夫，并且变得自
立、坚强，宁用死来保全人民子弟兵安危的
浅花（《“藏”》）；年纪轻轻便做了青妇部长，
领导妇女积极配合子弟兵抢收麦子，并且
内 心 诚 恳 热 情 、思 想 进 步 的 二 梅（《麦
收》）……这些女性身上散发出的是至高无
上的人性的光芒。当然，孙犁作品中也有对
落后分子的批判。他在处理正反面人物时，
采用了道德政治化的手法：《光荣》中的原
生媳妇小五，自私自利，不但不理解丈夫的
革命行为，相反还背晦丈夫，埋怨丈夫让自
己守寡，对于这样一个落后分子，孙犁在她
的相貌上也做了处理，“媳妇的眼皮和脸上
的肉越发搭拉下来。这个媳妇并不胖，可
是，就是在她高兴的时候，她的眼皮和脸上
的肉也是松卷的搭拉着”。按民间说法，好
人面善相，而坏人则一脸的“横肉”，原声媳
妇便属于后者了。而作者对于秀梅的刻画
就不同了，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大
公无私，主动承担了照顾原生父母的担子，
却把自己的婚事放在脑后。这一写作方法
显然能给读者留下充足的道德评判空间。

可以说，这种“乐观”情绪也是与抗战主流
分不开的，他们已经被一种预期的胜利深
深地浸染着，并且能够将这种情绪持续下
去，全然忘记了“痛苦”是什么。

我们说，孙犁虽善于刻画女性形象，但
他有意忽略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即在
小说中，女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性别意
识的缺失，包括爱情意识。在这些女性心目
中，丈夫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伴侣和配偶
层上的意义了，而更是战友、同盟，在他们
之间更为鲜明的是一种阶级情意。正如前
所说，全民已经被“革命意识”所环绕，夫妻
之间也不例外，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和共
同的奋斗目标，那便是击败敌人，赢得国与
家的安宁与和平。因此，夫妻之情在文中便
表现的极其淡薄、渺小，夫妻组建起的小家
庭的和睦与安危已经远远比不上由全体人
民共同构成的“国”的共同体的安危、和平
重要了。换言之，女性对于革命胜利的向往
和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们对于“爱情”的
渴望，她们对于男人的依赖心理及感情的
细腻敏感等意识可以淡化甚至完全被湮
没。于是，“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
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
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这种
心理或是情绪造就了革命的情绪。“假如要
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
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
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
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
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
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
乐的新天地”，“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
生活情绪就是这样”（《人民的生活情绪》）。
正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情绪，再加上纯善散
发的温情以及与人民子弟兵浓厚的感情相
交织，让这些女性身上绽放出最为壮美、永
不凋零的人性之花。或许，正是这种忽略，
才让女性美好的品德在以国家为重的大前
提下得以彰显。

正是在当时“抗战”意识的影响、人性本
有的善与美，再加之孙犁独特方式的表达，
理想人情与人性便被完美刻画，孙犁小说中
的人物也因此成为至善至美的象征。这不
仅给予“弘扬革命与英雄高于一切”的环境
一股清凉之风，即使在现代这个各种文学风
行的时代也同样能够带给人心灵的震撼。

《山地回忆》的创作灵感和修辞策略
□麦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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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春天，华北联大高中班的老师和
学生从晋察冀根据地出发，艰难地奔赴延安。
他们是一群充满热血的青年人，出发前，他们
甚至没有来得及向家人说一声再见，只是托人
带个口信，或者捎一封书信，就开始他们人生
当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旅程”。他们从阜平出发
后，经盂县进入山西，然后经过忻县向西南而
去，渡过黄河，经过绥德、清涧等地，最终到达
延安。这个队伍里有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穿着

“时髦”的青年人，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
孙犁。

孙犁上小学的那年，正赶上“五四运动”的
爆发，而上中学的时候又赶上北伐革命。在此
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
化，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于是阅读如《政治
经济学批判》《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列主
义的经典著作，关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一
些人的论战，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
著作，再后来也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
在回忆散文《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中他
写道：“对于国外的优秀的文艺书籍，我读得很
少，在我读过的这很有限的书籍里面，俄罗斯
和苏联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现在，已经不
能说出，我最初接触的那篇传播着伟大的心灵
的声音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题目；但我记
得，它是托尔斯泰的一篇短小的充满人道主义
精神，能够感动幼年心灵的非常成功的故事。”
大量的阅读让孙犁比同龄人更早的成熟，更有
远见，也更深刻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弊端。

1937年9月，保定沦陷，孙犁每天都可以看到逃难的人群，他借农
民之口发出了“就要亡国了吗？”的感叹。当初在同口镇教书的时候，一
位初中同学曾想要推荐他加入共产党，但孙犁那时自认觉悟不高，一
心想要读书，又记着父亲不让他参加任何党派的嘱咐，所以没有答应。
家乡沦陷后，冀中平原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每个夜晚都可以听
到乱枪声。孙犁在《平原的觉醒》中这样写道：“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
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
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
稷……”这时的孙犁选择了抗日的革命理想，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
一年的冬季，我穿着灰色棉袍，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
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我有几个过
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
衣，他们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1938年初春，孙犁正式参加抗日工作，负责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他不仅用笔参加了抗战，还参加实际工作，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学院
教书，主要讲授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
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各抗日根据地，冀中形势严峻。抗战学院准备化
整为零，分散工作。孙犁担任随军记者。他没有因战火的纷飞、连年的
奔波、艰难的生活环境放弃创作，而是用手中的笔记录着革命战士的
动人故事。1942年冬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了
晋察冀，对整个晋察冀边区的文艺界影响很大。孙犁随后被调到《晋察
冀日报》当编辑，不久又被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

正是身处在这样的一个风云变幻的社会之中，孙犁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信念，走上了追寻革命理想的道路。当学院通知他要去延安学习
时，他一点也没有犹豫，一定要“到延安去！”

晋察冀距延安有几千里远，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这个要“到延
安去”的小队，每个队员身上都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以换取
食用之资。为了安全，他们在路上还要时刻勘察敌情，行程必然会耽误
一些。若是没有敌情，一天倒还可以走上六七十华里。由于队中年轻人
居多，队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一路上说说笑笑，时常还可以听到队伍
中的歌声。他们走得虽然艰辛，倒也不觉得有什么恐惧或者寂寞无趣。

孙犁初到延安，就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后来在这
里任教。他在这里结识了很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和革命友人，并与他
们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个时候的延安，刚刚结束整风运动，孙犁作为整
风之后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抢救运
动”，也没有什么思想上的负担，在写作上没有拘束。他在延安度过了
一段相对平静而愉快的日子。他在土窑洞里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
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那时，延安正在开展着大生产运动，孙犁和同志们
一起上山开过荒，种过地，甚至还修过飞机场，糊过火柴盒。当然，他也
始终没有忘记创作。他先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

《游击区的一星期》，接着又在墙报上发表了《五柳庄记事》，后来在《解
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站》《麦收》《芦花荡》等作
品。

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自然要数《荷花淀》了。这篇发表于
《解放日报》1945年5月15日的短篇小说，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大读者
的喜爱。孙犁以朴实而秀丽的语言、单纯而明净的创作风格，给读者吹
来一股清新之风。《荷花淀》本身是战争题材小说，但作者却别开只眼，
通过温馨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突显虽然身处战争、但依然景美人美
的白洋淀，刻画白洋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美丽而善良的女
性形象，说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也不为其过。在孙犁心目中，这些女性
形象是“沉静的磁河和透明的琉璃河，在柔软的草地上流过，娇羞地不
露一点儿声色，用身体温暖着身边的五谷，用乳汁保证了田园的丰
收。”在小说中，孙犁并没有着墨去写男人女人们的外貌，动作的描写
也不多，他用散漫的却又指向性很强的对话，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
间，让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的鲜活。
情感炽热浓烈，在笔端之间像河水一样汩汩流出，款款深情蕴涵于字
里行间，在平淡之中潜藏着浓厚韵味。钟嵘《诗品·序》有曰：“使味之者
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孙犁小说中所蕴含的情感流淌在字
里行间，作者对诗性小说的追求浮出表面。他的小说总是如同散文一
般，自然、优美、流畅、有灵性。这篇描写抗战题材的小说，虽然也有战
争场面的紧张描写，但它让读者更多感受到老百姓的机智和勇敢。残
酷的战争场面，在孙犁的笔下得到消解。不得不说，在《荷花淀》中，我
们看到了作家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孙犁的小说不拘章法，行云流水，一
气呵成。我们感受到他那清新、俊逸的文风弥漫出来的诗的气息。在

《荷花淀》中，孙犁那真挚的感情、浓郁的乡土风情深深地打动读者。当
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也传达到位。孙犁后来说：“我在写这
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是
完全一致的”、“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
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孙犁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很快就引起了鲁艺领导的重视，他也
由研究生提拔成为教员。初登讲台的孙犁，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
年讲授对他思想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红楼梦》。在讲课时，代系主
任舒群去听课。课后，舒群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引发了一场“红学
讨论”。孙犁认为《红楼梦》表现了贾宝玉的人生观，而舒群则认为是批
判了贾宝玉的人生观，并引书中的《西江月》为证。到今天，我们再来看
这场论辩，它的时间已久，谁是谁非，早已被时间模糊了轮廓。后来，孙
犁还十分怀念这场论辩，在《读作品记（五）》中他这样写道：“……那时大
家都在年少，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背井离乡，在根据地，共同
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任何争吵，都是一时激动，冲口而出，并没有任何
私心杂念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非同十年动乱之期，有人为了一点点私
人利益，大卖人头，甚至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

孙犁在“圣城”延安生活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但却写出了脍炙人
口的《荷花淀》等一系列作品。孙犁离开延安后，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风
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及后来的一系列散文，都保持着他延安
时期形成的一贯风格，用风情画一样的诗性故事来歌颂赞美伟大的劳
动人民。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总会记得那似诗如画的白洋淀，铺天盖地的
芦苇丛，一阵微风吹过，就像海里的波浪一样高高低低地起伏。而发生
在白洋淀里的故事，同样也让人不能忘却。我们可以从细微而渺小的
事物中，体会到那些平凡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不平凡故事，强烈地感受
到孙犁这位可亲可敬的革命作家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深厚的爱。

孙
犁
的
延
安
之
路

□

梁

爽

《山地回忆》的创作灵感来自作者的一次很懊恼的旅
行经历。1944年春天，孙犁和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几个同事
和几十个同学到革命圣地延安去，途经山西忻县，一天中
午，大家伙各司其职，烧火做饭，刷锅洗碗，谁也没想到的
事情发生了。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以下引文
如没有特别标注出处，皆出自本文）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弯着腰低着头，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
烟尘弥漫，院子里的人都惊了。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
院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据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形
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

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
片菜叶的时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

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
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

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是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如
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早已
魂飞天外了。

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
出发了。

孙犁以写实的笔法，详细记载了这次经历。他的如实
记录既反映了战争环境的复杂与危险，也揭示了战争状态
下人们生存处境的艰难。虽说这次经历有惊无险，但结局
也实在是让他懊恼。在下游洗菜的这位妇女有点刁泼，实
在不可爱，既没有人情美、人性美可言，更没有《荷花淀》中
水生嫂们的牺牲精神和大局意识。然而，这次懊恼的经历
和有关这位妇女的记忆却成了作者灵感生发的媒介和创
作的素材。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进入作家精神领域并
且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刺激和信息才能最终成为写
作的素材。那么，在上述记述中，哪一环节最终成为《山地
回忆》写作的有用的“刺激和信息”呢？这就涉及到作家作
为修辞主体与材料作为修辞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或者说

“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文学创造活动在作家的
脑海中是怎样发生的？

“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
子而已。……《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
的化身。……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
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
这种感情渲染出来。……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
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
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

艺术发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其发生的条件至少
有：作家内心积累了相当多的感性材料；有认识生活和评
价生活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趋向；对外在事物、事件或现象
进行深入观察审视；某一机缘或顿悟为作家提供了灵感来
袭的契机。通过孙犁的回忆录，我们大体可知，洗脸洗菜的
纠纷和事件中的农村妇女，是诱发作者进入创作领域的外
在刺激信息。这两者为作者的灵感生发提供了最佳氛围和
契机。他心灵世界中对根据地军民一直怀有的崇高信念和
美好情感是导致这次艺术发现最终生成的内因。

我们先看作者在《山地回忆》中对之做了怎样的艺术
化改动。一是美化洗菜妇女。作者将之塑造成为一位美丽
善良、率真活泼、勤劳能干、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新

女性形象。二是弱化战争环境下生存的残酷性。作者在人
与战争的审美关系上做了人情大于战争、人性超越环境的
叙事选择。“远处不断传来枪声。过河以后，我们来不及整
理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
一个姓梅的女同学，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我招呼了
她，并把口袋里的冷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作为赶爬
这样高山的物质准备。天黑，我们爬到了山顶，风大、寒冷
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们才算下了山，进
入村庄休息。”这样的纪实性内容在文本中都被作了虚化
处理。三是交代主人公的生活现状。“他说妞儿有两个孩子
了，还像小时候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
会。”这样一改，就完全不同于人物原型了，所有一切都服
务于认识生活、评价生活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趋向的需要。

这种修辞愿景首先是作家的审美观使然。作家既以修
辞方式展开关于历史的描述，也以修辞方式展开关于历
史、现实或未来世界的审美化理解。对于孙犁而言，在战争
和人性、宏大和日常、丑和美之间，他始终偏于后者的表
达，付诸于叙事，他将真善美的情感、日常生活的表达以及
由此而反映出的家国意识艺术化地凝聚在一起，以此达到
以小见大、以个体映现整体的修辞目的。“《山地回忆》里的
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
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
吹拂之中。”这种有意识的“彩笔”为其一贯善于采用的修
辞策略，这也与他的气质、个性和审美倾向构成了内在统
一性。他的“化身”说也符合马克思文艺理论关于“典型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界定，即文艺是通过感性的个体去表
现普遍性。

作者的修辞性处理可谓费尽心机。表面上看，叙述者
“我”作为可靠叙事者，既参与了故事的叙述，又完成了作
者的代理。因为叙述者的视角包含于作者的视角，所以，叙
述者的声音就是作者的声音。而且，即使按照最普通的小
说修辞理论来看，经由叙述者代理的作者像上帝一样随便
出入文本，其声音又无处不在（特别是开头和结尾的直接
诉说），所以，这种修辞行为也是简单而原始的，不足做叙
述学上的深入分析。但是，文本的内部修辞情景从来都是
外部修辞语境主导或影响下的产物，当把“妞儿的故事”单
独分离出来，并和“我”的讲述做一对比时，我们会发现这
个文本更为深层的含义。

（1）“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2）“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3）“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

能分离了。”
（4）“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洗脸。第二天去，袜子

已经裁剪好，第三天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
（5）“不会买一双？”“不会求人做一双？”“我给你做。”
（6）“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7）“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

活了。”
（8）“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

前的陪送。”
（9）“奔腾的黄河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

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
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在上述9句话中，（1）（2）（5）（6）（7）都是直接引语，是
妞儿发出的声音。（3）（4）（8）（9）都是间接引语，是叙述者

“我”发出的声音。两种声音一呼一应，一抑一扬，表面上看
有不和谐之处，但最终都能达成情感认同的一致性。也就
是，在文内修辞情景中，作者代理是通过叙述者“我”和人
物妞儿共同完成，并且都表现为可靠叙述，即作者、“我”和
妞儿的认知视野和能力存在一致性。比如“保你穿三年，能
打败日本不？”妞儿的这句话显然代表了作者、叙述者的意
识。而“我”同时承担了叙述功能和人物功能两个角色，

“我”发出的声音几乎等同于作者，这里既有客观叙述话
语，比如上述所列间接引语部分，也有直接引语，比如：“也
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
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的，我们不会悲观的。”而有关“我”
的对话描写显然更多表现为人物功能，就是借助这一功能，
妞儿的率性与真诚，“我”对她的欣赏与怀念，才在两种声音
的比衬中表现得愈发明显。作为读者，我们所愿意听到的当
然不是说教式的声音，而是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

进一步分析，笔者觉得，这些句子以及其前后的对话
描写所表达的意蕴总觉得有超脱于一般同志之间的普通
情感的意味。如果将“我”与妞儿对话中与“抗日”有关的词
语去掉，那么，其人物关系及话语倾向分明就是爱情话语
的结构。这种对于人性、人情的模糊化修辞表达和经由语
言环境所营造的情感世界是如此为我们所熟悉——《百合
花》（茹志鹃）中新媳妇和小战士的对话及其美好情感不正
是妞儿与“我”之关系的翻版吗？此后，此类人物关系不也
在《“洼地”上的战役》和《初雪》（路翎）中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吗？《山地回忆》确实为人物“爱情”故事的生发和展开预
设了非常合适的文本场域，为“爱情”主题的营构提供了非
常恰切的文本语境，但本来很容易导向“爱情”倾向的表达
又很快被叙述者或人物的声音所打断或证伪。因为叙述者
以可靠身份代理了作者的意图，即这个文本在情绪、情感
的表达上力避“爱情”禁区。作者的修辞意图在写作之初就
已经预先设置好了——这是一个反映军民鱼水情深和根
据地女性群体形象的文本。考虑到这个文本的写作时间

（1949 年 12 月），笔者愈发理解了作者的修辞介入不是随
意而为的，即小说思想主题的界定和人物关系的表现一定
不能触犯那个时代的文艺禁区。照此，关于参观天津工业
展览会、袜子被黄河水冲走和妞儿已为人妻人母等细节的
交代看似闲笔，实则不然。它们分明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
的意识形态烙印，即作家要再次以深度介入的姿态，重申
写作的“工农兵方向”。他一定要将“我”与妞儿的关系置于
纯粹的同志之爱的范畴内，尽可能地脱离开可能走向《百
合花》那样的“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写作路径。

《山地回忆》是孙犁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文本的构思、
生成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叙事作为修辞的奥妙。
通过对该文本的修辞解读，我们也再次确证了叙事作为修
辞的根本目的，即“并不是去探讨我们通常理解的措辞用
语或句法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阅读效果
之间的联系。”（引自《小说修辞学》，布斯著）也再次确证了
修辞作为叙事的本质，即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何种目的向
某人讲了一个故事。在此过程中，作者、叙述者、文本和读
者之间的多重关系和互动反映构成了叙事作为修辞的根
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