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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三重奏》是俗世的凝

视后的一种盘诘，在荒诞的世

间看人性沟沟岔岔、长长短短。

小说叙述里的思考方便了

读者的理解，但无意中弱化了

故事自我打开的弹性。同时，作

者叙述的意图较为明显，设计

的痕迹覆盖了生活之迹，倒难

见浑然的图景的美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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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孙频中篇小说《自由故》，《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9期

孙频的新作《自由故》犀利地揭开了高校女博士这一特殊群
体生活的表象，对吕明月退学后的自由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
写。女主人公复杂曲暗、喧嚣孤绝的内心世界，映照在风景如画、
宁静安详的德令哈的大背景上，这种巨大的反差，使那在逼仄现
实中奋力开拓自由之路的女性独舞显得异常动人，却又如此令人
痛彻心扉。

将近30岁的吕明月在离博士毕业还剩一年之际退学。何故？
自由故。吕明月自由之路的开始，是她选择了停止继续削尖脑袋
过其他女博士们所谓的体面生活。“她想在三十岁的时候再从头
活一次……她要一个人与她们背道而驰”，“去过一种最自由自在
的生活”，她要将自己与一群“对做学问的兴趣没有对看肥皂剧的
兴趣大”的女博士们分开。但走不平常的路，更需要非凡的力量支
撑。在世外桃源德令哈的便宜旅馆中度过的第一晚，她便无法不
正视生存这一头等大事，并开始反观自己，“她是不是不过是把懦
弱当任性，把任性当骄傲，把骄傲当自由，把自由当荣誉……”其

实，她心中所想往的自由生活，依旧是要贴上另一个让人体面的标签？
随后，在与丑男王发财的同居生活中，王发财对她肄业博士身份的无限崇拜，并

心甘情愿在生活上供养她，让她得到了物质上的“自由”。对她的一切束缚都消失了，
她不用再惧怕导师，不用再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忧心忡忡。但她又开始发现：她除了
眼前这份自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自由带给她的只有孤独。旧有身份的消失，使得她
原有的自我建构彻底坍塌。王发财丑陋的长相、低微的身份和种种的“不体面”让她无
法真正喜欢上他，而王发财对她的“泛爱”也不能满足吕明月作为独特个体的需求。与
老男人王进相识并发生关系，表面上看是她出于平生第一次“被人勾引的向往”，其实
也是她迫切需要确认新自我的存在及价值而不得已作出的选择。

在德令哈的这两次情感经历，是吕明月走上自由之路之后试图驾驭并建构一个
全新自我的努力。悖谬的是，她每一次所获得的“喜欢”，都基于原有肄业女博士的身
份，而那恰恰是她试图摆脱、最不屑与憎恶的。她始终在和曾经的自我、在和庸常的生
活叫板，她似乎获得了外在生活条件的自由，但骨子里永远放不下的精神自由已被完
全背叛并沦丧。这种沦丧与失去，使她陷入了完全的绝望和孤独之中。她最终获得的

“自由”是虚假的；她最初追求的“自由故”成了空谈与虚设。
最终，在与王进和王发财的关系出现戏剧化的一幕后，吕明月知道了王发财是个

通缉犯的事实。王发财不带任何条件，富有温情，拼命去爱她和世间的一切，就是为了
赎罪，为了求得一种能够“躺在摇椅上晒着太阳，听着落叶的声音和花开的声音”的真
自由；他让吕明月明白了，世间还有这种脚踏实地，只求不带任何负担与罪孽，只为一
天天活着老去的自由存在。这种认识与获得，使得她在与平庸生活孤独无望的对抗中
有了对人间温暖与爱的新认识，也给了她在继续追求自由之路上孤独行走下去的耐
心与希望。

吕明月自由之路的行走，是艰难而充满困惑的；而自由的获得也远非一句“自由
故”的口号。王发财最后告诉吕明月：“对你来说，大束缚可能就是大自由。比如宗教，
比如爱情，比如一种至死不能改的依赖。”但对于渺小却不甘屈服的吕明月来讲，能让
她倾情相报，用自由来交换的这种束缚需要怎样的真情、真性与真实？世间有这种束
缚的存在吗？小说结尾处，吕明月在德令哈彻底消失了，最后只是以几种角色出现在
闺蜜桑小萍的小说中，以不同名字出现的她一直在追求自由的路上不懈地行走着。最
后一次出现时，借由那个角色临死前的表白——“谢谢你最后对我的爱，它像大雪一
样覆盖一切，我收到了……”

这虽然是以另一种悲剧方式谢幕，但吕明月们一直在寻找，一直在行走，并且已
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与自由。小说最后闪烁出一丝明朗与温暖，这些微小的暖意也
为吕明月上下求索的自由之路镶上了一道含蕴着光与热的金边。当孤独而不屈、卑微
而自尊的吕明月们面对强大坚固的社会，面对满目疮痍的生活依然有勇气走向真诚、
走向美善、走向大爱的时候，我们多少感到了安慰。这也是作家的悲悯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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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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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奏
和一般的作家不同，宁肯在瞭望人间的烟火时，喜欢

哲学式的归纳，以历史的、玄思的方式完成自己的表达。
长篇新作《三个三重奏》的设计有重奏，也有和弦，彼此在
分而又合的旋律里分散滑行。然而更吸引我的是作者文
本中的“独奏”，那些“注释”，那些感叹于生活的笔墨，我
以为其中有作者的寄托。宁肯常在离开叙述主题的闲笔
里道出自己的本意，无疑，宁肯这部新作是一部剖析我们
生存隐含的苦思之书，而作者不满足于展示，还增加了冷
思。作者觉得线性逻辑无法呈现存在的全部，只有在多维
的时空里，人物方立体起来。于是在主体的线条外，作者
加色、加味，又有本真的独白。你既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自
信，也能体味到失败的苦涩。在挫折里建立的自信，倒是
这部长篇小说的特有之味。

小说的议论方式，引起人们不同的看法。批评者有
之，肯定者亦多。这大概和作者的学术情结大有关系。自

《天·藏》开始，宁肯形而上的冲动一直未熄，且形成了自
己的独特风格。在当代小说家中，以追问的方式拷问存
在，易被书斋式的话语纠缠，白话小说百年，类似的尝试
不多。作者自然也染上学究式的语句，给读者诸多的思考
的诱惑。小说是可以用理性的方式介入情节的，纳博科
夫、卡尔维诺就有过这样的尝试。这也是合奏里的变调，
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弦外之音。议论的使用更带有作者对
小说形式变化的渴念，但其间也有形式无法表达的表达。
叙述里的思考方便了读者的理解，但无意中弱化了故事
自我打开的弹性。作者喜欢的方式，读者未必欣赏，宁肯
的固执也牺牲了向读者的讨好。说他是有突围意识的我
行我素者并不为过。宁肯不甘于旧有的叙述逻辑，总是向
着未历的时空挺进。

一切从80年代开始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先锋式的笔意，渐渐增加了小说

的厚度。这厚度来自一种历史的贯穿性。小说绝不满足对
当下存在的照相。他一直暗示着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当
下中国何以如此，都与80年代息息相关。如果不是那个逻
辑起点的错位，后来的一切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或者说，
我们只有了解了80年代，才能够看清后来知识人的分分
合合。小说在叙述自我的80年代生活的时候，启蒙意识下
的朗然之思被后来的暗影缠绕着。作者的精神与80年代
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对80年代的理解，就无法认识《三
个三重奏》。这构成了历史的逻辑。我们在这个延伸的逻
辑里，看到了时代悲喜剧的发展轨迹。

宁肯一再写80年代的海边旅行，以及爱情的经历，看
出一个激情的时代的轨迹。后来的人生如此惊心动魄，先
前人们是无法料及的。那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群
落，是很少顾及自我私欲的探索者。想起后来人生的变异，
一切都难以理喻。80年代以来的历史错位，导致了社会生
态的变化。先前的逻辑已经难以描述这样的过程，这是作
者思考的因由之一。恰是选择的不可思议性，让我们窥见
了文化里的宿命之影。在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作者知道，
现行的概念无效，那些被无数次重复的词语无法进入存在
的核心。于是，佛教、周易、域外哲学，便走进文本的深处。
而他对于存在的悖谬性的理解，也以诗的方式出现了。

词语之外的真意
在宁肯看来，无论哪一种理论，都对过去有阐释的通

道，惟独不能面对未来。周易不是预测的，而是“逆袭”。未
来的存在我们永远不知道。作者说周易“是一部飞速向后
的书；除了让你明白过去，永远不可能让你明白未来”。存
在的过程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但我们事先无法预料。公共
性的存在是由无数各不相关的私人性支撑的，而私人性
是不可控的。小说的叙述者注意到了鲁迅与汤因比的差
异，他们都在单一色里看到了五色，而宁肯的思想也因之
一直与复杂性纠葛在一起。

图书馆与看守所都是终点的象征。图书是一种智力
的完成，死刑乃是生命的终结。但对于宁肯而言，这两个
存在却是自己思考的开始。恰是在这个层面上，他以为占
有的存在不是美的，远远地看，却有意思。杜远方在公司
里毫无羞耻心，但在清纯未染的学生那里，却有了罪恶之
感。居延泽征服了李离，不仅没有收获快慰，却有了对李
离情人杜远方的恐惧。而敏芬的特点是，在罪恶那里感受
到真的爱，道德与生命存在竟没有关系。真实里的虚幻，
与虚幻里的真实，构成了词语之外存在的真意。

在小说里，作者借着杜远方的口说，没有写到书本里
的存在才是真的存在。书本里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日常和
合乎逻辑的所在。《三个三重奏》在本质上是绕过逻辑化
存在的文本。杜远方与敏芬的结识出人意料，居延泽和李
离的爱乃姐弟式的怪异连接。而蓝莉莉对敏芬的同性之
爱也有反日常性的奇异。这些夸大化的描述，因了场景与

心灵感受的真切，显得颇多意味，读起来并无生硬之感。
你会觉得它潜伏在我们的周围，竟被我们的作者悄悄捕
捉到了。整篇小说写了白日里的黑暗，平淡背后的冲突，
大家都在这个暗影里。日光下没有新事，而夜色里进行的
却是历史的主调。

对于小说家而言，生活是鲜活的，但它居于词语的幽
闭之中。写作的功能之一是打破这种幽闭，使存在敞开，
福克纳、博尔赫斯无不如此。贾平凹以说狐谈鬼点出本
质；阎连科有他的神实主义，幻中带真；莫言则写田野鬼
魂的狂欢、《聊斋志异》的凄艳之美，有滋有味。白话文处
理生活，如果没有日常词语之外的力量，可能存在问题，
这是许多作家意识到的。宁肯则有自己的哲学，他在《天·
藏》里以思辨的方式进行拷问。那是远离世俗之所的面
对。而《三个三重奏》是俗世的凝视后的一种盘诘，在荒诞
的世间看人性的沟沟岔岔、长长短短。远离尘世的冷思，
自陶渊明后已经很多，我们可以列出无数的名字。但在俗
世里勾勒哲思，难而又难，那需要另类笔法为之。宁肯的
写作，要做的思考恰在这里。

冒险的精神突围
在这个层面来说，他是在没有光泽的所在寻觅真相的

人，以生命的燃烧，照着未见的路。这使我想起80年代的先
锋写作，他的选择，可以说是30年前的文化思潮的延伸。80
年代先锋式的写作，在词语间试炼着存在的要义，许多文
本给我们诸多的刺激。但以哲学的方式达成自己的思想
的，却为数不多。宁肯在别人未曾完成的路途开始启程。他
知道，既有的叙述可能存在短板，而重新组合故事与词语，
可能看到更为丰富的存在。小说不是重复以往，而是对陌
生的追问。在没有航标的船上，什么都可能发生。

但这种选择的冒险时时伴随着作者。有时也带有脱
离生活的生硬的痕迹。我个人觉得，那些哲思如果在叙述
里不经意地带出，可能更为动人，《红楼梦》的伟大就在这
里。但《三个三重奏》的叙述意图化较为明显，设计的痕迹
覆盖了生活之迹，倒难见浑然的图景的美色了。这是尝试
的代价，也由于这代价，我们才知道探索的艰难，也由此
可以看见独行者的悲壮。而这种悲壮，多年以来一直与其
为伍为伴的。

的确，长篇小说的价值，常常在于对不可能的存在的
一种呼之欲出的、如诗如画的处理。无中生有是多么有
趣！宁肯在最实在里进行虚化的演示，从俗世里提炼生命
哲学的隐含，自然有别人没有的历险。这是思的胜利，也
是想象的胜利。他自己就快意于这样的劳作。比如他使用
注释的方式来推演故事，这也招来了反对的意见。可是独
创的所在也未尝没有。纳博科夫在《微弱的火》中使用过
这样的方法，宁肯也在此用力甚深。

我在他的义无反顾的选择里，感受到精神突围的渴
望。这也是他从今天的话语结构里挣脱自我的努力选择。
诗与哲学使我们从污浊里走向圣界，长篇小说其实早已
拥有了这样的功能。宁肯不倦地奔走在这条苦路上，他其
实也品尝了其间的甜意。

在没有光泽的所在寻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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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一个封闭系统，电影很多时候还有画外
音。尽管我从未追究过画外音，但事实上，画外音
对我的叙事在无意识上产生了影响。记得许多年
前看电视剧《阿信》，特别喜欢里面那娓娓的旁白，
那亲切的声音伴着阿信的行为，让观众有种半梦半
醒的感觉。梦依然做着，但也有人在梦之外对你说
着什么，而且是关于梦的，这非常奇妙。换句话说，
电影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由于画外音的存在是一
个打开或者半打开的空间。

但小说几乎一直封闭着，如果看不到变化我也
习惯性地接受小说的封闭性，接受最早恩格斯“作
者越隐蔽越好”的观点，我认为后来的“零度写作”
进一步强化了“隐蔽”的观点。总而言之，“零度”、

“隐蔽”的理由是使小说更有真实感，更“拟真”，或
更梦境。虽然也大体知道元小说是在小说里谈小
说，在小说里告诉读者我写的是小说，但总觉得这
是一种把戏，意思不大。即使理论背景是颠覆、解
构也意思不大，颠覆什么呢？模糊真实与虚构的概
念？听上去新鲜，但还是把戏。小说本就是虚构，
解构什么呢？这点把戏动摇不了小说的方法论，显
然不是小说的方向。造反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
造反，一种是建设性的造反，我不喜欢在小说里简
单宣扬我写的是小说，不是真事——这用得着你大
声宣扬吗？就好像一个男人大声说我是男的一样。

建设性的造反是丰富而不是否定、打倒，是扩
大小说的疆土而不缩小小说的版图。小说应是“还
可以这样”，还可以那样写，任何一种写法都具有建
设性而不具有否定性，总之是丰富是变化。不过现
代主义小说在五花八门的成功与不成功的实验之
后尽管已走到头，如法国的“新小说”走到了头，走进了死胡同，但走到
头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有趣的一面正是：现代主义小说虽然走到头
了，但传统小说也再不能像以前那么写了。我觉得这是先锋小说最大
的功绩。

我对“注释”的改造也是压抑的结果，是总想伺机逃离“一成不变”的
结果。2007年读保罗·奥斯特《神谕之夜》，看到一个新鲜的注释让我眼
前一亮：居然是一个叙事性的注释。我看到我的可能——压抑太久的可
能。那时我正在写《天·藏》，这本书写法上本来就追求不一样，小说有两
个叙述者，两种人称。我由此想到，可以把两个叙述者的其中一个放到

“注释”这个空间，把它撑大，无限大；这时候它已不是一个传统的注释，
但又是由注释撑大的。我可以在这里恣意腾挪，以前全部的困难与困难
都发生了联系，叙述空间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打开，感到一种空前的
解放。

“先锋即自由”，但不是混乱、胡闹，正像自由的本质是一种自然的秩
序一样，先锋本质上是一种神奇又合理的秩序与秩序感，是发现了过去
不曾发现的秩序，先锋即发现——我觉得更贴切，不易产生误解。“注释”
的运用让我的小说摆脱了结构的机械性，具有了我们文化中特别强调的
自然性。换句话说，对“注释”的挪用与改造不是一次性的技巧，如同意
识流不是任何人发明的，谁都可以用，我也可以再用，在写《三个三重奏》
时，我再次使用了注释这一第二文本的方式。

为什么叫《三个三重奏》？就是因为“三重结构”在这部小说中比起
《天·藏》的结构更鲜明、更完整。没有“注释”的意识根本不可能这么想小
说，不可能把无关变得有关，不能组织起这部小说。什么是方法论？这就
是，而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技巧。“注释”在《三个三重奏》里变得更自觉，也
更加强大，作为其中一个“三重奏”完全可以和另两重结构分庭抗礼。

“注释”改变了我的小说的结构方法，让许多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
没有联系的发生了联系，如果过去房间没有窗户，现在可以有一个大窗
户，一个阳光房；过去小说是封闭的，现在小说是打开的。在《天·藏》中
我感到了这些，在《三个三重奏》中更感到了这些。电影有画外音，小说
有了“注释”，小说可以像电影那样叙事，编剧、导演、角色都可参与进来，
小说的疆土扩大了多少？画外音在电影里一般比较微小，“注释”在小说
中却可以非常强大，这又是小说与电影的不同。两者过去没联系，但殊
途同归呼应到一起，一切就是这么有趣。

读过老村的《骚土》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后来见
到老村本人，了解到这部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就开始孕育了，写了10年，在90年代初出版，成为
当年的畅销书，一晃已经快20年了。这让我感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路遥、贾平凹、莫言开始登
上文坛并引领一代写作风尚的时候，而同为陕西作
家的老村，此时正在默默地构思并写作一部“非时
代性”的作品。在多少年后，这些同路人已然成为
了文学史和当代文坛的经典，而老村，却依然在世
界的边缘，寂寞于自己的精神持守。

还好公平的天秤总是存在，文字者，在喧嚣弄
潮之后，总是要归结到文字中来。老村这些年的作
品，有《骚土》《撒谎》《黑脎》《妖精》等长篇数部，另
有《吾命如此》等随笔两部。

《骚土》从“从公元1966年冬至写起”，到小说结
尾处邓连山自缢身亡，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
冬天某日”，这 3 年，对应的历史事件，正是中国的

“文革”。“文革”是中国当代的大历史、大事件，《骚
土》用的是侧面描写的方法，写一个小村庄3年的人
事变迁。大历史被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琐碎中，这种
写法，在2011年贾平凹的《古炉》中再次出现。但更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老村拒绝使用一种高度道德化
的现代叙述视角，而采用了一种相对自由、活泼的
说书人的视角。他在小说的开篇采用了古典小说
常用的楔子，而在结尾则是一首文人味十足的七言
诗：青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
望野田，月明荞麦花似雪。这一结构是典型的中国
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老村对这一模式自觉的创造
性使用暗示了他的小说美学，他试图写出一种真正
中国意义上的好小说。毫无疑问，《红楼梦》《三国
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这些经典构成他的写作资
源。但老村对这些中国传统的借鉴不是表面化的，
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其实《骚土》在形式上
并没有使用章回体的标题结构。他是要从内在的
小说肌理向古典致敬。

除了说书人的视角，他更试图在方言的基础上
处理现代汉语，将明清小说的语言与现代汉语有机
地结合起来。《骚土》的语言因此有了一种特别的张
力，它既是方言的，带有地域性的乡土气息；它又是
古白话的，里面有古白话精巧清雅的表达；同时它
又是现代的，在描写当下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实感上
有准确的表达力。我读《骚土》的时候，首先就是被
它的语言所吸引，感觉有一种久违的亲切。这种语
言，在当代的小说写作中并不多见，80年代的汪曾
祺、90年代的贾平凹、近两年被重新发现的木心，都
有这种感觉。

语言之外是人物。现代派写作盛行以来，最大
的问题是不会塑造人物。我在课堂上曾让学生举
出几个当代小说中的人物，很少。大家想起来的，
还大部分是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林道
静、梁三老汉、高加林，90年代以后就只有庄之蝶典
型一些了。读了老村的作品后，我觉得至少有几
个人物具有这种典型性。《骚土》中的庞二臭和邓
连山、《撒谎》中的阿盛，这是老村对当代小说人
物画廊的一大贡献。庞二臭作为《骚土》的主角
之一，有着多重的解读空间。这个以剃头为职业
的男人，几乎是小说中插科打诨式的存在。他总
在命运似乎将要改变之时突然溃败下来，重新

“沦落”为一个不重要的局外人。他是现代中国普
通人的命运隐喻，只有极少数人才是历史的弄潮
儿，更多是庞二臭这样的人物，被命运戏弄，同时也
被历史抛弃。

但有意思的是，庞二臭并没有因为这种戏弄和
抛弃而感到沮丧，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恰好相反，他对一切安之若素，并享受着那看来并
不高级的生活。这是一个活得有趣的人，与小说中
的另外一个人物大害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害在某
种意义上是一个现代人，而且是一个现代英雄，虽
然老村将他置于一个“水浒”式的情境结构中，却恰
好凸显了其现代性。与庞二臭相比，大害其实是一
个自我实现欲望非常强烈的人物，他在小说中的一
切努力，都是试图改变环境并更新自我的主体。大
害充满了紧张感，其内心的冲突导致他最后的精神
分裂，而庞二臭则是放松的、笑的，他和世界的关系
也显得更加松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老村自我的
两个镜像：通过大害，他实现了英雄梦，并亲手将这
个梦送上了刑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英雄，并有
其悲剧色彩；而通过庞二臭，他看到了更丰富的日
常和更永恒的历史感。正是通过庞二臭的眼光，老
村将不可能看到的东西看到了。在小说叙事学上，
庞二臭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

大害死了，而庞二臭却活了下来，而且会活得
快乐，这是老村的深意所在。《红楼梦》以虚写实，其
哲学是空；而老村有言，他的哲学是“实”，即以丰富
的日常生活，以对现实的多层次的具象描写去理解
历史和世界。这种“实”的哲学，在小说中由一段精
彩对白集中地体现出来了，《骚土》中写马翠花和铁
腿老汉在一起野合——这两个很脏的人，在农村里
很卑贱的人——好上了。叙述者对此是如此评论
的：“枉论德行大如海，拿一只橹儿邀你，拿一方船
儿盛罢”。德行又怎么样？伦常又怎么样？生命本
身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啊。老村所要凸显的是

另外一套伦理和价值观，这套伦理和价值观在不
同的时期被不同的“大历史”所吞噬，但是，它一直
隐秘地潜在，并成为“贱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支
持。老村爱这些人，这些农民、这些贱民，惟有这
种爱，才能发现这种卑贱之中的实在，这种实在之
中的美感。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当代小说，尤其是涉
及到历史的小说，大多取激烈批判的姿态。《骚土》
的历史情境是“文革”，也是最容易引起极端情绪的
场所。但是老村没有，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作者，他
在小说中用形式将个人情绪进行了秩序化和美学
化。具体来说就是，《骚土》同样可以理解为一部批
判反思之书，但他不是一种理念化的批判，而是将
这种批判融入到人物之中，通过人物自身的遭遇来
呈现历史本身的荒谬和残酷。这就需要提到另外
一个重要人物——邓连山。这个“旧社会”的乡绅，
最后居然变成了《毛主席语录》的“复读机”，同时也
成为最合格的告密者和同谋者。邓连山的转变是
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胜利，也由此可以管窥
这一文化的规训功能之强大，正因为其规训能力之
强大，其破坏性也就越发可怕，对比观照中国当下
的价值失序和道德焦虑，也许我们更加心有戚戚。

《骚土》批判的力量，从历史进入了当下。
前面已经说过，老村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作家，

他对文体、语体和人物的高度敏感使其批判总是呈
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形式。这一点，《撒谎》最为突
出。与《骚土》不同，《撒谎》的结构是完全现代的，
它以成长小说的形式，书写一个叫阿盛的中国人从
出生到死亡的全部人生历程。两个戏剧性的细节
构成了阿盛人生的起点和终点，起点是他在“共和
国诞辰六周年的日子”给毛主席像敬礼，并成为他
一生的信仰；终点是阿盛在化粪池里淹死，以喜剧
的方式完成了悲剧的人生。《撒谎》是一部奇特的小
说，整部小说都是阿盛对伟大人物的模仿，从语言
到行为。关键问题是阿盛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模
仿，他以为这就是他真实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
上，阿盛是一个没有内在的人，他的外在是“伟人”
的话语幻觉，而他的内在，在这种外在的幻觉中被
渐渐掏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空心
人”。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小说像《撒谎》这样以
全篇之力对抗一种权力语言。

阿盛是谁？他和阿Q是什么关系？他是革命
时代的堂吉诃德吗？我们有没有想过，赵树理笔
下的新主体——小二黑——可能会变成阿盛。或
者说历史已经吊诡地证明，阿 Q 虽然经过了小二
黑的革命改造，却依然不过是成为了空心人阿
盛。虽然老村这部作品主旨在批判，可我却在其
中读到了某种怜悯的东西。这个阿盛，不就是某
时某刻的我们吗？

老村说，阿盛就在我们中间。“因为撒谎就是我
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生存悖论”。不仅是撒谎，还有
暴力，还有惩罚，还有规训，还有刻意的历史遗忘。
但同时也有温暖，也有安慰，也有人性不能被黑暗
遮蔽的部分。

重新发现老村
□杨庆祥

■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