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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薛忆沩，生于1964年，湖南人。已出版长篇小说《遗弃》《空巢》，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不肯离去的海豚》《出租车司

机》《首战告捷》《十二月三十一日》，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读〈看不见的城市〉》

和《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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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说

王蒙《奇葩奇葩处处哀》
笔锋犹在 锐气万分

王蒙的中篇新作《奇葩奇葩处处哀》（《上海文学》
2015年第5期）仍然文笔老辣，跳荡着智性反讽，如同王
蒙眼镜片后面的那种光线，极有锐感。那个有成就的自
传式的老作家在老年丧偶时面对一系列走马灯式的择偶
过程，如同一个舞台，闹剧般地粉墨登场，一个又一个中
老年女人，是一种会诊也是一次检阅。令人欣慰的是，王
蒙宝刀不老，仍然是那样调侃丰富、反讽从容，刀笔饱满
淋漓，这种风格让人不禁想到了他早年小说《蝴蝶》中那
狂放纷飞“夜的眼”。

仅从题目看，小说写了各式的中老年女性“奇葩”，这
些人物放在一起展示，肯定会让你笑喷：“人与人是怎样
的不同！淑珍是清水河。那蔚阗是云朵。连亦怜是家用
电器。聂娟娟是一路神仙、一路无路可走的散仙鬼魂天
才妖狐不幸的人。而吕媛像一部大吨位的 L 系叉车，
人，头与脸、胳膊、屁股、言语、气势、肺活量都是大
号的。”这位大号的重量级选手在作者看来可以参加拳
击，“初次见面，老沈略略一惊，他没有与这样雄伟的
女性共处一堂过。”这个女人居然还是“抗癌英雄”，一
见面就将自己的病情当歌唱，让男主人公“不能不赞美她
的胸怀坦荡，她的透底阳光”。这个女人进屋就给男主人
公买各种补品，“多么希望把自己补成原子弹啊！”这就是
王蒙式的幽默，带着万分锐气。看了这样的小说，不得不
承认王蒙依然还是那个王蒙，人老不见笔钝，依然“青春
万岁”。

（刘元举）

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视为“中国文坛最迷人的异类”，这

当然得益于他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在多数人看

来，薛忆沩“不落俗套”接续了先锋文学的余脉，以小说的方式

与存在主义哲学暗通款曲。然而，他那迷人的“异类”气质又

不仅在于某种单纯的阐释乐趣，其独特魅力恰在其深度本身

所蕴含的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内心的风景”

所彰显的现实宽广度。

当然，这也是一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他睥睨粗浅

和鄙薄，透露出柔弱而坚定的锐意。早期作品中，他意欲别开

生面地“重建写作的个人性”，但重建之途因过于急切而不免

将这种难得一见的“个人”推到了极致，从而呈现诸多令人费

解的文本指向。他的那些简短而晦涩的作品，总是试图咀嚼

某种含蓄隽永的哲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篇小说就是某句

哲学格言的衍生和铺陈。为着这种追求，他甚至有意牺牲了

故事情节的连贯与意蕴的晓畅。但事实上，他所执意建构的

那些耐人寻味的哲思，有时因过于玄奥而多少显得有些虚张

声势。不过好在，这位自诩并不以情节取胜的作者，显然对自

己小说所蕴藏的微妙意涵有着充分的自信。

“历史外面的历史”

在薛忆沩的小说中，“个人”是不变的叙事视点和基本动

力，或许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能承载起通往存在的重任，个

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与撕扯是其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主人公“X”更多地与历史发

生冲撞。小说从“一颗星摇摇晃晃地从冰冷的天空中消逝”开

始，始终笼罩在一片令人不安的死亡主调中。在一个物质时

代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对于往昔的敬意无疑具有别样的意

义，而对与小说题目相呼应的“夏天的事”的耿耿于怀，也引发

了人物生活方向与心理状况的骤变。作品在压抑、低沉的情

绪之中，用现代派的手法展现了现实的难题，所引起的关注很

快就超出了文学范围。也正因此，薛忆沩第一次的文学生命

被迫中断，直到数年后才卷土重来。

现在看来，《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的“X”或许就

是作者自己，面对不愿谈论的“夏天的事”以及疑点重重的那

个“改变了一切的夜晚”，那些迷乱的梦境以及不断晚点的列

车，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绝妙隐喻。同样是关于“十二月三

十一日”，薛忆沩最为经典的作品当属那篇《一九九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小说以20世纪的最后一天作为写作标尺，讲述

妻子在那个特殊时间节点因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而离奇失

踪的故事，这也构成了“我”频繁而意义丰饶的心理活动。小

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始终纠结于那个所谓的“重大历史事

件”，并以“梦境中振聋发聩的枪声”表明一种显而易见的创伤

感。在此，对黑夜的孤独的恐惧、那些难以名状、躁动不安的

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深切的个人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共同构

成了小说漫无边际的心里独白。用作者的话说，生活的奥秘

就是没有奥秘，一种深切而绝望与犬儒主义跃然纸上。小说

最后，作者借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恐惧表达对这“没有来历也

去向不明的生活”的质疑，但整个时代转折的讯息也惊人地流

露了出来。面对席卷而来的市场化浪潮，令人沮丧的现实不

仅在于英雄主义神话的终结和理想的破产，也在80年代结束

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平庸时代。这一系列

的第三部作品《二00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表达了近乎相

似的主题：在那个荒诞透顶的12月31日”，叙事者再次感受到

某种历史将尽的悲壮感，也预感到接踵而至的将是一个混乱

的时代，而且，“他不可能想到它会如此地混乱”。

薛忆沩曾坦言，“个人与历史的冲突是我的文学着力探索

的一个主题，而战争为我提供了进入这个主题的特殊通道”。

他确实创作了诸多看上去类似战争文学的小说，早期的《老

兵》《革命者》等用极短的篇幅对战争和革命进行了反思，后来

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广州暴乱》《通往天堂的最后那

一段路程》等，也在不断拓宽其“战争”小说的影响。然而，薛

忆沩的写作总是刻意淡化历史，在他笔下，即使那些有着确切

名称的战争小说，也极为抽象地蜕化为呈现某种人生处境的

“寓言文学”。例如《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的北伐战争、《两

个人的“车站”》里的抗日战争以及《首战告捷》里的解放战争，

都并非聚焦于战争的昂扬或残酷，而是借此表达自己的哲学

理念。他试图通过“寓言化”的历史转喻，重新审视革命、历史

和暴力与个体生命的关联，“一方面试图揭示那常常被遮蔽的

战争残酷的初始本性；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揭示出战争与理想

主义的隐秘联系”。这种寓言的建构，显示出以文学的方式拯

救历史的锐意企图，这也使其小说在抽象的历史之外，并没有

落空其残存的历史感。

“城市里面的城市”

薛忆沩总是试图描摹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都市世

界，这也是一个“去历史化”的抽象世界。薛忆沩笔下的深圳

犹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都是容易使人迷失的所在。那些

平淡无奇的市民生活，那些衰败颓朽、急速碎片化的都市经

验，那些局促不安、随时可能崩塌的信念和希望，都散佚在随

处开始却看不到结局的繁复叙事之中。而薛忆沩以强烈的自

我意识竭力捕捉生命中“稍纵即逝”的情绪或无足轻重的臆

想。《母亲》里的“母亲”为了一个性幻想而决定不送父亲去边

境上班；《父亲》里的“父亲”则在婚礼后的第5天，悲剧性遭逢

了婚姻带给他的巨大羞耻；《女秘书》中的“女秘书”只是将与

老板在一起的私生活简单地视为她工作的一部分；《同居者》

里，他与她因“迷惘是生命的本质”而同居，又因永远无法对彼

此敞开内心的“黑洞”而最终离婚。

薛忆沩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十分鲜明，他往往只抓取人

物生活的片段，通过回忆和内心活动来扩展小说的叙事空

间。因而他的小说并非在社会见闻的意义上书写城市，而是

以类似本雅明“城市寓言”的方式建构小说的独特意义。那些

敏感而孤独的“闲逛者”，在《女秘书》《剧作家》《物理老师》《同

居者》等小说中渐次呈现，他们在城市里恋爱、追逐，最终黯然

离去，由此不断诠释着“年轻的城市”里漂泊无依的边缘体

验。这种孤独感的极致，体现在《出租车司机》中。这篇小说只

写了出租车司机上完最后一天班，坐在意大利薄饼店里回想

因车祸去世的妻女的场景。面对突然的噩耗，他因过度悲伤而

无法继续工作，只得提前辞职。他决定回到家乡去，寻找“需要

的宁静”。与此同时，他变成了一个细心的人，在最后岁月里漫

无目的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想象每个人可能的悲苦过往。小

说以节制的语言表现巨大的伤痛，并借此隐喻“看不见”的城

市的普遍命运，从而呈现出这种诗性启示的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贩》，这是薛忆沩为数不多的叙事流

畅、容易把握内涵的小说。这个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战

争小说的延续，但更多还是在借人物的命运思考城市的本

质。故事里的小贩是一位令人心酸的老兵，他来自乡村，参与

过历史，却发现自己在都市化的浪潮中被城市无情抛弃。这

种被遗弃感是薛忆沩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但小说在此却试

图以不死的“小贩”作为城市创伤的见证，借此透露出城市繁

荣表象背后内在的粗鄙和残酷。

从《遗弃》到《空巢》

确切地说，薛忆沩是以《遗弃》开始自己在文学中“没有终

点的旅行”的。1988年夏天，他完成了这部带有那个时代特有

写作痕迹的长篇小说。而后，他不断修改，直到2012年，《遗

弃》“升级版”顺利出版，作为“等待共鸣的奇观”而被中国知识

精英们“重新发现”。小说以日记体的方式展开，呈现了主人

公铁林（或图林）一年中的挣扎与困顿，体现其思想的激烈交

锋与行动的延宕。小说借这位业余哲学家的所思所想呈现了

一个孤独存在主义者的自我选择，也展现了“一个深受西方思

想影响的年轻人在剧烈变革前夕的中国留下的个人生活与思

想的记录”。铁林的日记既是一部真知灼见的哲学史，又是一

个时代的副本。这里没有从容流畅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

情思，只是执著地穿越日常生活的纷繁表象，苦寻生活之意

义。小说显示出主人公与周遭世界的龃龉、摩擦与格格不入，

那些漠然和无趣，困惑与迷茫，彰显的是个体刻骨的孤独以及

不可遏制地向虚无的滑落。

在薛忆沩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篇新作《空

巢》。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极为表象化的现实事件

入手，切入到时代及其个人的精神肌理之中，触及的恰恰是当

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潜藏的“不安定因素”。小说讲述“空巢

老人”这个流行的话题，从电信诈骗这个司空见惯的新闻故事

入手，引出人物背后发人深思的东西。作者从常见表象和现

实片段出发，表达现实背后人们难以察觉的内心世界。小说

在一天的叙事时间内，不断穿插主人公的记忆和个人独白，打

开无穷的叙事维度。仔细读来可以发现，小说其实写的不是

具体的事件，而是活生生的人：一个群体的症候、一代人的内

心状态以及一种刻骨的孤独与隔膜。在此，现实的表象只是

一种呈现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契机，小说巧妙地将一种无法

排遣、无处寄托的孤独体验落实到一个极为流行的社会议题

上，从容自然地传达出寻常事件不同寻常的悲剧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空巢》尽管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但它

关心的不是浅表的外部现实，而是个体生命的更为内在的真

相。与其说这是一部虚构的“他者”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对自我

的重新书写。换言之，小说名义上是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

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但它又何尝不是薛忆沩写给自

己的人生箴言？就像他的作品所一再呈现的，那些无地自容的

羞辱，尊严丧尽而又心有不甘的挣扎，不正是每个孤独个体面

对这个巨大空旷的世界时的真实写照吗？在这个意义上，薛忆

沩的小说恰是自我的重建，是个体内心风景的见证。就像他借

用佩索阿的话所自我言说的，“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写的作

品。我将自己在句子和段落中展开，我给自己加上标点。”

内心的风景
□徐 刚

1987年8月，一位从没有发表过作

品的作者名字出现在《作家》杂志的头

条位置。这贸然的出现后来被评论家当

成是“薛忆沩”跨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

的标志。

充满青春期反叛情绪的中篇小说

《睡星》于1986年1月在北京航空学院

的一间教室里完成。它也是我在母校

完成的最后的作品。我于 1981 年 8 月

底在北京航空学院电子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注册，1985 年 7 月初以全班最

差的成绩毕业。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工

科男”。大学4年时间里，阅读、写作、恋

爱和失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

开始着迷的是诗歌创作，后来又尝试

过写作风格诡异的短篇小说。

1986 年 1 月，强烈的创作冲动将

我这个在故乡一家国营企业里惶惶不

可终日的“技术员”重新带回到了母校的教室。已经远去

的大学时代从我狂躁的笔尖下重新浮现出来，完成了我

与文学的“处女”之约。《睡星》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艺

术家，他用诗歌来接近内心，他用沉睡来逃避世界。小说

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有点凄凉的汽笛声。那是列车从

离我们宿舍区不远的清华园车站经过的时候发出的叹

息。那是陪伴我大学时代所有失眠之夜的叹息。

《睡星》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周游了4家编辑部之后

才得以出版。它让我经受了文学道路上第一次全面的心理

和体能测验。我说过“文学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与文学

定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贫穷、寂寞、绝望、羞辱和疯狂定

约。“处女作”的命运就揭示了这严酷的真理，这无疑是写

作者的大幸。

《睡星》发表一周年之际，创作的冲动再一次激励了

我。我冒着“火炉”的酷热，连续作战，在故乡完成了长篇

小说《遗弃》的初稿。这部试图在荒诞的历史中寻找个体

生命价值的作品将我的写作带进了新的境界。它的“完成”

对我随后的文学道路发生了神奇影响。不过，它首先向我

发出的却是一道“红色”警报：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瞬间，

我的腹部突然出现了一阵剧痛。我迅速冲进洗手间，迅速

蹲了下去：短暂的晕眩之后，我看到出现在便池里的是红

色的液体。我没有惊慌。但是，我对文学之约有了更深的

认识，也有了更深的敬畏。我知道文学之约对写作者有最

苛刻的要求，它不仅要求写作者全神贯注，还要求写作者

以“身”相许。

到1991年年中，我的作品已经开始在《收获》《花城》

以及台湾的《联合文学》等刊物上出现，一篇很短的作品还

获得了《联合报》的文学奖。这本来是极为理想的起点，不

料变成了注定的终点。我的文学道路因此出现了第一次中

断。这是长达5年的中断。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像惨败于“风车”之后的堂吉诃德

一样，还会第二次出发。我“重返”文学的征程始于1996年。

我最初完全是从零开始，甚至都不放弃在企业和区一级的

报刊上发表的机会。想起来，我真是非常幸运：不仅很快收

复了《收获》和《花城》等失地，还赢得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

间。这时候，喧嚣开始向我逼近，虚荣也开始向我逼近。我

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决定“背井离乡”，走向异域

的迷宫。我开始并不清楚这个决定与文学之约有什么关

系，直到8年之后，直到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汉语

的感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才恍然大悟。

对汉语最新的感觉和对自己一贯的怀疑让我启动了

自己写作道路上最疯狂的工程：对自己的作品发动“重写

的革命”。从2010年到2015年，我用5年的时间“重写”了

自己几乎全部的文学作品。这应该算是疯狂的文学举动。

在重写的同时，新作也络绎不绝。最近这4年，我用有

点不可理喻的创造力见证了自己与文学之约。2012年，我

同时出版了6部作品。接着是2013年出版了包括“深圳人”

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在内的三部和2014年包括长篇小

说《空巢》在内的两部。而今年，我马上又将有6部作品要

同时上市。

我曾经戏称“孤陋寡闻”是自己这些年在创作上高潮

迭起的原因。严肃地说，应该是“专注”。我现在居住的这座

城市里，整天都有清鲜的空气，终年都有蓝天和白云。我在

这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应酬、

没有饭局，没有熊市、没有牛市……我很清楚是神圣的文

学之约将我带到了今天。我很清楚是神圣的文学之约将

我带到了这里。

在薛忆沩的小说中，“个人”是不

变的叙事视点和基本动力，或许在他

看来，只有个人才能承载起通往存在

的重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与撕

扯是其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

薛忆沩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十

分鲜明，他往往只抓取人物生活的片

段，通过回忆和内心活动来扩展小说

的叙事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薛忆沩

的小说恰是自我的重建，是个体内心

风景的见证。

聚焦文学新力量

在当今汗牛充栋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

中，寻求题材的创新和军事文学主题的深化，

应是人们十分期待的。沈湜先生的遗著《安魂

祭》从以往很少表现的“厌战反战”视角切入，

透过对一场反侵略战争的深沉思索，表现战

争是邪恶与正义并存、抗争与醒悟同在，表现

了投入侵略战争士兵的厌战、反战以及对罪

恶战争的反思，借以唤起人类的良知和人性

的复归。这部小说的出版，让人们透过文学重

温历史，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显

出特殊的意义。

在中国抗战史上，日本士兵的厌战、反战

曾形成一道奇特的景观，它在战时的影响和

日后对战争的警示，都有无可漠视的意义。当

年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竟然在自己的

队伍中出现了“反叛者”，崛起了一支枪口对

准“自己人”的反战队伍，这支队伍终于成为

了侵略者的另一种“掘墓人”，这不能不说是

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神话。据史料记载，自山

西境内于1939年率先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

盟”，反战现象便呈持续发展态势，因此它曾

被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安魂祭》的

场景选择，就在最早举起反战义旗的山西境

内正太线周边。小说描写三位日军下层士兵，

受反战同盟影响投入反战行列，他们身携日

军的军事机密出逃，使我国免遭一场历史大

劫难，而他们自己则全在日军的围追堵截下

壮烈牺牲。这一现象背后呈现的事实是：战争

不以武力、杀戮取胜，当滥用武力、大肆杀戮

造成生灵涂炭、家园毁灭的惨绝人寰的后果

时，它激起的是被害国人民仇恨的滋长和加

倍的反抗，同样，它也会激起良心未泯的侵略

者的心灵复苏。中国的抗战史已经昭示：不义

战争必然遭致人们唾弃，它至今仍在警示人

们：对于历史，切不可失去敬畏之心，任何企

图掩饰、掩盖不义战争罪行的举措都是徒劳

无益的。

从叙事层面考量，这部小说最精彩之处

是透过战争残酷性与反战士兵奋力抗争的描

写，在颇具悲壮色彩的战争叙事中谴责了一

场不义战争。小说将故事浓缩在一个特定时

空范围内，贯穿始终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反

战勇士的“出逃”、中国村民的保护、日军穷追

不休的“追捕”这三个方面的斗争，书写了一

曲反战勇士“向死而生”的悲壮之歌。反战日

军的出逃就意味着危机丛生，为造成“生不见

人、死不见尸”的效果，他们纵身跃入无人知

晓的高山峡谷，终使日方重大军事行动因存

在外泄可能而终止。这三位士兵最终在死亡

中求得了永生，赢得了“同样深明大义、恩怨

分明”的中国人的敬重，是最具精神价值的

“向死而生”。

基于表现对象的特殊性，作品致力于表

现战争时期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把人所固

有的正义与自私、良善与卑微、坚强与懦弱等

等呈示出来，使人强烈感受到战争对人的心

灵激荡。从参战到反战，从邪恶走向正义，由

曾经的“屠夫”变成自觉的反战勇士，必然经

历了一个充满痛苦的灵魂挣扎过程，正由此，

他们的幡然醒悟，向死而生也就成为了一种

自觉的灵魂救赎。小说描写对侵略战争具有

深深负罪感的中士小泽卫吉的心灵转变，最

为精到。小泽来中国参战，纯粹是为了替他心

爱的“贞女”复仇。然而，在他杀掉19人，再次

举枪面对一对饥饿、柔弱的母女时，良心未泯

的他终于放下了罪恶的枪。这对母女面对枪

口毫无惧色，更不求饶，有的只是“全部仇恨”

和充满“鄙视”的眼光，这更使他震惊，进而明

白了一个道理：“武力不是惟一无敌的东西，

它不能征服一切”，从此他加入了反战行列。

值得注意的还有作者在《安魂祭》中所展

示的叙事艺术功力。沈湜的抗战题材作品有

《欺骗的战争》《风雨同舟》等，《安魂祭》承续

先前的创作思路，又有新的开拓。作家对于反

战题材的把握，看重的并不是战争中的厮杀

场面和血肉拼搏，而是透过战争氛围侧重表

现自己的独特战争体验，以及描写对象的心

理感受、精神撞击等，赋予了战争描写更深层

次的意义。

作品描写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只是把

它作为艺术描写的氛围，集中渲染的是战争

给人们造成和肉体的心灵的创伤，作品弥漫

着浓烈的死亡气息，将痛苦、饥饿、绝望、濒死

等种种感觉描摹得淋漓尽致，在此氛围中凸

显人对战争的厌弃、独到的心灵感悟。小说还

侧重在文化层面的挖掘，写出了不同地域的

文化特质造就人们不同的文化个性和精神风

貌，去探察、表现人的精神和性格特质。不难

看出，作家为创作这部小说曾深入考察了三

晋民俗与日本地方风情。浓厚的文化气息避

免了把战争孤立化、抽象化作纯理性思索的

局囿，增加了艺术描写的深度与厚度。

本书在叙事方法上也有诸多创新，其中

最突出的是改变传统叙事的线性叙述方式，

将人物的心理与行为交杂表现，通过人物意

识的流动，把过去与现在、本国与异乡、眼下

的景致与昔日的情状放在同一画面中呈现，

不但大大浓缩了故事的进程，亦有利于人物

心理、性格的深层开掘。

向死而生的反战悲歌
——读沈湜的长篇小说《安魂祭》 □王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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