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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者“校园三部曲”的最终篇章《桃夭》

里，男主人公邓冰终于在30年后的大学同学

聚会上再次见到了柳影。重逢的除了肉体，

还有压抑了30年的猜测、期待、渴求和幻想，

这一股脑儿的热情，终于为邓冰困倦的身体

和精神打了一针兴奋剂。

起因全都是一张落款于1985年11月10

日的字条。

发黄变脆的纸张、娟秀工整的笔迹、神秘

的署名“LY”，让邓冰心心念念、魂牵梦萦，并

且把字条存留了长达30年。然而在30年后

的同学会上，昔日同窗无意揭露的有关这张

字条的真相，却与邓冰原本的期待和想象背

道而驰，也让这个正处在困顿期的中年人突

然清醒了。

当年号称校园“三个火枪手”的法学院学

生邓冰一行人，曾经着蓝斯林布长衫，口中吟

诵着北岛顾城舒婷行走校园；而中文系系花

柳影，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一个青春期的

梦。梦的神性，最终还是被时间的流逝所消

解。在张者笔下，邓冰仿佛漂浮在时间洪流

里的奥德修斯，心怀执念，高举着他的风旗，

倔强地逆流而上。尽管始终流露出一种无根

的漂泊感，却仍然坚持孜孜追索身份的认同，

质询生命个体与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定位和

命运。

张者是个建构情节的高手。在《桃夭》中

随处可见这种构思巧妙、故事感强烈而充满

暗示的场景，仿佛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洞口。

作者一贯擅长的校园生活，在书中被戴上了

一层暧昧的面具，处处充斥着悲情而异样的

隐喻。

笛卡尔说，正如演员们戴面具遮羞一样，

我们走上世界的舞台，也戴着面具。《桃夭》中

另类的“哀乐舞会”，可以看做对这句话的注

解。本应笙歌四起的校园庆典，颠覆了祥和

欢愉的传统认知，被哀乐的乐声笼罩。人们

戴着死神的面具载歌载舞，人心与秘密被隐

藏其下，既像是讽刺，又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

玩笑。这是典型的张者式创作特点——以冷

幽默的嘲讽姿态，戏拟社会、解构人生，也因

此给人以全新的阅读体验，仿佛在带领读者

观赏一场轻喜剧。而大幕背后透出的阵阵寒

凉，却让观赏过程变得凝重。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整部作品中最富有

诗意和暗示意味的生命：一棵生长在山坝处

的巨大的千年香樟，“直杈粗壮有力，刺破整

个树蔓，能直接吸取阳光”，作家把它当做年

轻学生的性爱场所。人被动物化，成为鸟类

一般的存在，作者让他的主人公合羽栖息于

树叶间，大胆道破了一种原始青涩的爱情模

式：“喻言和蓝翎躲在树上，一直等到巡夜者

离去了也没舍得下树……喻言头枕着书包，

躺在下面，蓝翎就趴在喻言身上。从树上往

地下看，枝叶浓密，地下的人根本看不透树上

的秘密；从树上往天上看，透过疏朗的树枝，

可依稀看到明月。两人觉得离天堂很近，离

人间很远。两人在树上说了一夜的话，就像

一对不眠的鸟儿。”不禁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笔

下树上的男爵：远离地面的生活，也表征着对

文明社会的叛离和对原始生命野性的回归。

《桃夭》中遍布了这样不乏诗意、而又充

满戏剧性和荒诞感的场面，仿佛是作者在向

我们暗示生活本身的荒谬——生活是无规律

的，存在是充满偶然的；然而这种对非理性本

质的展示，恰恰也是对人生痛苦、世界真实的

展示。荒谬和戏谑，在另一重影像下，映出的

就是真实。尤其对于这些身处“象牙塔”内、

迷恋文学、渴望自由与无限的少男少女们而

言，校园生活在他们年轻的生命里，也同样是

经过了诗歌与爱情这一层镜像的过滤。

然而更残酷的镜像发生在30年后。曾

经的年轻学生，如今步入中年的尴尬境地，当

年的“象牙塔”如今也已变得令人难以辨认，

成了一个受物欲和色欲污染的都会性存在：

邓冰等人以已离开校园30年之久的中年校

友身份重回学校，面对的却是“师妹舞厅”的

纸醉金迷。身份的观照，却呈现出一种新的

讽刺。曾经的香樟树和大草坪，也笼罩上了

一层世俗化建筑的丑陋阴影。

《桃夭》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走出上世

纪80年代的校园、步入当代社会，尤其是步

入中年之后的一系列必然处境，也展现了他

们在法理与诗情的摩擦面前，面对圆滑喧腾

的现实生活时家庭、情感、内心的挣扎与冲

突。张者笔下的主人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

感受、痛苦和探索，然而却徒劳无功。“在整个

80年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是宝贝，这宝

贝就像一个美丽的青花瓷器，这瓷器是那么

光彩照人，一不留神被打碎了，碎的是那样彻

底，无法修复，我们都成了碎片。”

商品社会的价值崩溃、人格自弃，处在世

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找不到精神栖居的困顿和

危机，中青年知识分子在世俗化、实利化的社

会里的挣扎与彷徨无措……正如海德格尔所

说，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带有强烈的失

落感和无奈的叙述，向我们抛出了这样的问

题：作为一只曾经的青花瓷瓶，在碎裂得面目

全非遍体鳞伤后，还能否保持当初那份天真

的执念？人过中年，当面对情感的危机与生

活的泥淖，又该如何自处？

答案就在书中。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文学作为一个大的能指，涵盖了几乎全部社

会内容，大学更是被喻为“象牙塔”。然而进

入到90年代，“象牙塔”的面目日渐模糊，反

而逐渐演变成一个和大社会血肉相连的小社

会。张者正是认准这个主题，书写了一个时

代的改变，也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中国相当一

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欲望已转化成他

们的内在肌理，在欲望面前，“现代知识分子

并不是为了守住某种道德堤坝或者操守而拒

绝，而是为了安全”。尤其以《桃李》最为典

型，小说以一个研究生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当

下大学校园里的种种怪现状：学术腐败、公关

活动、游戏爱情，写出了拜物拜金时代下学子

们遭逢的巨大冲击。

小说中的人物承受着对金钱的欲望、对

性的欲望，也承受着扑面而来的现代性焦

虑。然而尽管有人沉沦下去，更多的人则在

凭本能向上挣扎，哪怕污泥没过脖颈，也要努

力扬起头来呼吸，或许就能以恣肆旺盛的生

命力，从容面对变幻莫测的命运戏弄和调侃，

走出一条灼灼其华的路。这也是“桃夭”这一

标题所暗示的：桃花尽力绽开后，冶艳动人的

花瓣凋落，命运却赋予她饱满的果实。外部

平息了灿烂的景象，流于平常，内部则在不断

充实，再以另一种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周围。

果实成籽回归地母的怀抱，孕育新的能量，或

许正是作者在借由意象，呼吁这个浮躁喧哗

的时代进行精神反思。

一只中年青花瓷瓶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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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正义与历史的另一面
——郭金牛诗集《纸上还乡》浅读 □陈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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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牛不是一个职业诗人，他只是在打工之余

记录下他所能看到与感知的时代真相之一斑；他也

不是一个多产的写作者，虽然他的写作经历已经相

当长久，但今天呈现于人们面前的，也不过是收入薄

薄一册《纸上还乡》的49首短诗。但他的诗歌，具有

多数人所不具备的冷峻、陌生与直抵心灵的质感力

量，并由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洞察力。

“纸上还乡”一词凝练了郭金牛并不宽广但极富

历史深度的精神世界。这个具有症候性的精妙词

语，构筑了一条虚拟的救赎之路，或者说，这乃是郭

金牛们用以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法。当人

们被历史牵引着来到陌生的城市里，文明就此发生

了致命的断裂，并衍生出无数的悲哀与绝望的故

事。抒情或诅咒，曾经是一种习惯性的精神力量。

而在事实上，这个方法被使用了整整一个世纪，并且

似乎还要继续被使用下去。因为它不仅讲述着两种

文明的此消彼长，也透露出灵魂的倔强和更为深远

的历史意味。

没有人能够拒绝“纸上还乡”这么优美而绝望的

词语。因为它的“纸上谈兵”的性质，正在使“还乡”

成为一种在物理层面上没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

在绝望的地方，诗歌出发并导引了一场想象的绝路

逢生。

笼统地赞美这种“乡愁”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任

何一个时代中的每个人来说，都可能会有“家园”之

感或“怀乡”之痛，那是诗人永恒的病患和灵感之源，

那是抓住生存之根并获得自我确认的有效方式：“在

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

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四月七日，我

手拎一瓶白酒/模仿失恋的小李探花，/在罗湖区打

喷嚏、咳嗽，发烧。/飞沫传染了表哥。他舍不得花

钱打针、吃药/学李白，举头，望一望明月。//低头，想

起汪家坳。”（《在外省干活》）乡音和普通话、故园和

当下情境，类似这样的句子和意象在郭金牛的作品

中还有不少，不仅是他诗歌的核心意象，也是构成他

的写作中心冲动的要素。若只是这样看待和理解问

题，那么郭金牛就势必会被放置到已成陈词滥调的

文学“怀乡”大军中歌哭吟咏，但是，让这一切真正有

了意义并且需要细心甄别与判断的是，这次郭金牛

们遭遇的“还乡”之痛，不再是李白们所感怀所抒发、

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乡愁了。它是完全陌生的事

物，几乎是郭金牛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拒绝的——“纸

上还乡”，成了一种谶语和一个命运，成了一个永远

也完不成的虚拟动作。因为，他们，以及中国，永远

地回不去了。

现代性的“还乡”之痛深刻区分了不同文明的迥

异性质，它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从而

使得“纸上还乡”成为一桩必须做甚至惟一可做的事

情。但更重要的，乃是“还乡”的路径被连根拔起之

后，诗人们除了大力展开“纸上谈兵”行动之外，是否

还有可能做些什么。也正是在这里，郭金牛显示了

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看见和感知了时代变迁巨大

的冷酷无情，他看见了死亡、牺牲与被湮没的命运，

以极为冷静的白描手法写出了回不去的真相，表现

出一种客观上的历史深刻性。

《左家兵还乡记》是最能代表郭金牛诗歌艺术水

准的杰作。这个有着小型叙事诗外貌的作品，讲述

了一个关于黑色与黑夜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人无声

无臭轻如鸿毛的死亡：“一只夜鸦，穿黑衣，骑黑马，

走黑路/嗬、嗬、嗬。挖坑。挖坑。挖坑。阴间的信

使，正将坏消息传递/第一只，它要摧毁一个人/第二

只，它要摧毁一个村子/第三只，它足以摧毁我的祖

国”。这篇作品完全可以被写成多种体式，小说、散

文或者非虚构，其大意是说一个奔赴异域他乡打工

的农民，在挖电缆沟时被剧毒银环蛇咬了一口，送进

医院时已经气若游丝，接下来，就是其他人如何善

后——“左家兵还乡”的问题了。无论郭金牛这首诗

所写是否是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并理

解这种事情的概率与真实性就已经足够。但如果问

题仅限于此就还只是新闻，而郭金牛从中看到了构

成诗歌的残酷“诗意”。拥有权利无处伸张的人不得

不用“失德”的方式“躲掉医疗费”，为了最后的信义，

几个人失掉了自己的信义……这种逻辑、责任与道

德的强烈扭曲所昭示的人性的垂死挣扎，难道不是

激励人们“还乡”的最后一点道德安慰吗？左家兵是

在一息尚存的时候被老乡“偷走”的，有诗为证，他在

被人们从医院悄悄背出的“23分钟后断线”，我们能

想象这种将一个活人当做死人来处理，然后又将这

尸体当做活的生命来尊重的无奈、艰辛与伟大吗？

在人类所有的正义中，诗歌的正义很可能是最

为卑微和无力的一种形式。然而，诗歌的正义力量

却是最为动人也最为悠久的。左家兵的“还乡”，包

含了对这种正义全面复杂性的最为恰当和精确的表

达。而这不是理论的胜利，它是不折不扣属于诗歌

的胜利。

与其说我是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不如说是郭金

牛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立刻抓住了我。在中国现代

白话诗驱逐了华丽的修辞与平滑的韵脚近一个世纪

以来，读者应该不会再对《左家兵还乡记》的貌似散

漫、叙事性、琐细，实则结构严谨中包含的无限意味

感到吃惊。而“还乡”作为严肃的精神动作，也恰恰

是由诗作中被精心讲述的数字、人名、地点、时间等

元素所紧密组成，不可或缺。郭金牛耐心地使用了

这些元素，不惮巨细、不厌其烦。《左家兵还乡记》以

及《纸上还乡》集子中的很多作品，其正义的诗意或

诗性的正义，统统都与上述最为形而下的事物纠缠

往复，从不诉诸空言。这里最有力的启示在于，当卑

微的正义被迫成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正义时，

诗歌将永远不会屈服。

《纸上还乡》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作者对于打工

人群赤裸而严肃的情感生活的描写，欲望、幻想、诱

惑、荷尔蒙、相濡以沫、失望流离，直至天真无邪的

“性叙事”。这里涉及的角色包括“我”、木匠小郭、李

小梅、灿烂的小妓女徐美丽，以及各种叫做玉、张、

萍、许的女性。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属于社会学领域的

问题，曾经在文学创作中被过度修饰，极尽婉转凄美

忧伤煽情之能事。然而，那些住在出租屋、工棚、集体

宿舍，穿梭于城市犄角旮旯昏暗小巷城中村、辗转于

流水线上的无名少男少女们，其实是另外一番场景。

《木工部的性叙事》中毫不扭捏作态的经验直

陈，完全击碎了暧昧化的白领书写与程序化的底层

想象。打工的人们曾经被强加给了各种苦大仇深，

被凝固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代表，在文学作品中

呆若木鸡供人瞻仰。然而李小梅对此不屑一顾，这

“春天的一只小兽，要出来活动，说美就美，欲休不

休，随她乱走”，直至与她中意的男子一起“低头，坐

进蚊帐……铁架床，摇出了慌乱”。这种满心喜悦的

对青春的礼赞，这种秉持自然生态的健康朴素的生

命欢歌，禁不住令人想起《诗经》中男欢女爱的场

景。而那些“名声不好”的边缘女性，如“灿烂的小妓

女，徐美丽”等等，郭金牛谨慎地悬置了简单化的道

德视角，同时始终保持着对于她们作为生存着的“劳

动者”的尊重与确认。

在最好的情况下，诗歌的正义与历史的正义可

以吻合一致，但在有些时候或有些问题上，它们又不

能总是握手言欢，严重时甚至彼此反对。一个诗人

的写作，在鼓荡诗歌正义的同时，是否也需要为历史

的正义负责，这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纸上还乡》

并未正面表达对于历史的拒绝，尽管“还乡”只能在

纸上进行，郭金牛也只是希望记录下那些场景那些

生活的痛楚。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罗租村往

事》和另外一些作品中，诗人对于故乡的诗意怀念以

及对工业化的诅咒虽然充满正当性，其实不仅并无

新意，往往也会似是而非。中国文明的进程正站在

历史的转折点上，不仅回不去了，还会继续往前走。

在这个意义上，“乡”作为精神存在的合法性，并不能

抵消农民作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阶层行将终结的

必然性。对于这个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的体认，需要

同样复杂的逻辑。诗歌的正义固然没有义务对此负

责，但终有一天，历史的正义会找上门来予以检验。

一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过去的生命已经

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

经存活”，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透彻的态度。由

是，尽力去观察这个时代种种面相，尽力去理解历史

艰辛背后的活力，不执于一念，存阔大情怀，在人性、

诗性与历史的正义之间折冲，驰向方生未死之境，乃

是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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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夭》终于完成了，这是我大学
三部曲的第三部。从2002年出版《桃
李》，然后《桃花》，到完成《桃夭》的写
作，整整经历了 12 年，12 年整整一个
轮回。

福克纳有一句话，他一生都在写
他那邮票大小的故乡。可见，每一个
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据地。大学校
园就是我写作的一块根据地，我从校
园出发，走出校园已经有十几年了，可
是这块根据地并没有丢。所谓根据
地，其实就是故事和情感的着落点，就
是故事的背景。有了根据地才能扎
根，庄稼才能生长，小说才能完成。每
个人都有他不得不写的东西，不写你
就过不去，这东西会在你脑海里翻云
覆雨，电闪雷鸣，时刻会影响你的睡
眠，会让你半夜惊醒。这就像“老寒腿
作天阴”，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疼，根本
不用天气预报。

大学三部曲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但每一部都不同。用一句话来概括，

《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
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
会固执，会保守；《桃夭》写的是挣扎，
而挣扎中就会出现变形，会失控。挣
扎与突围，突围与救赎是《桃夭》贯彻
始终的主题。

既然是三部曲，一些风格就不能
丢掉，比方《桃夭》将继续采取黑色幽
默的形式，解剖物质社会的扭曲人
生。不同的是，《桃夭》采用两个明显
相对的叙事空间：“现在的空间”与“过
去的空间”的对立并置。以仪式化的
效果悼念上世纪80年代的远逝。

在整个80年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是宝贝，这宝
贝就像一个美丽的青花瓷器，这瓷器是那么光彩照人，又
是那么脆弱，一不留神就被打碎了，碎得那样彻底，一时
无法修复，我们都成了碎片。这些依然美丽的碎片是无
处摆放的，摆不上台面，也上不了供桌进行祭奠，只有胡
乱扫到各个不起眼的角落。

如何处理 80年代，如何想象 80年代，也许是我们需
要讨论的问题。80 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吗？与其说
我们在怀念一个时代的伟大，毋宁说我们是在怀念那个
时代留下的一点青春气息，青春氛围，或者青春形象。一
些比我们年龄稍长的“50后”小说家，他们总是怀有敬意
去书写80年代，那是他们挥之难去的精神原乡。

对很多“60 后”来说，80 年代就是一堆碎片，为此我
采取了这么一个写作方式——碎片化的。在语言上我力
求完整好看，但在故事方面我尽量碎片，漫不经心，以80
年代的同学在多年后的一场聚会为“核”，分别倒叙到读
书的80时代和聚会之后的同学各自的命运，特别是情感
和婚姻生活。小说碎片化的讲述，表明一个远去的时代
的彻底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桃夭》是一曲80年代的挽
歌。80年代不是什么精神家园，特别是对“60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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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东紫中篇小说《红领巾》
《北京文学》2015年第10期

东紫一直以犀利敏锐，又不乏温情的文笔见长。中篇小
说《红领巾》从看似滑稽可笑的“红领巾”事件入手，以孩子的
眼光验证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小说“以小博大”，在孩子和大
人不经意的对话之中，在有关“红领巾”的昨天和今天的故事
中，为我们揭示了当代社会不同话语的内在冲突，勉强的缝合
与不可避免的分裂。作家以女性锐利的理解力，在看似平淡
无奇的“小叙事”中展现出了独特思考。

小说中的“红领巾”是一个象征符号。它曾是革命叙事的
表征之一，激励着无数青少年投身其中，但在新的社会语境中
却处于尴尬境地。曾明确的指向性变得暧昧不明，成为了某种
心照不宣的“空洞符号”。这种状态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屡
屡遇到的问题。东紫举重若轻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看似婆婆
妈妈，甚至有些琐碎的日常叙事中，以女性叙事者特有的悲悯
和温情，给这个沉重话题以更超脱的文学理解。

《红领巾》的主要描写对象为小Q一家，小Q是个单纯善
良的孩子，因为听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对其产生
了恐惧心理，Q妈为解决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无奈孩子思
考问题的角度与大人不同，对疑问的解答反而引发了新的问
题。小说对以Q妈为代表的女性心理刻画极为细腻，同时也充
满了母性光辉和温情主义色彩。围绕着“红领巾”，小Q的心理
历程从“无知懵懂”到“对鲜血的恐惧”、“对诸多解释的反诘”、

“内心的迷茫”、最后“找到心灵慰藉”。而红领巾也经历了“失
而复得”到“被损坏”，再到“自造红领巾”，直至“圣诞老人赠送
红领巾”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得益彰，丝丝紧扣。在小Q的
追问中，一条红领巾牵扯出学生早恋、婆媳关系、婚内出轨、电
子产品依赖、影视节目质量等等问题，大大出乎读者的意料。

小说中，Q妈与Q爸面临着教育小Q的问题，诚如Q妈所言，“按照正确的教育
吧，怕吃亏上当，按照歪的教育吧，怕学坏。”这种矛盾思想也是作家内心矛盾冲
突的体现，小Q就像是Q妈身上最脆弱的一个部件，Q妈想用实际行动为其构筑
一个理想的温室。可现实是，Q妈努力构建的“理想温室”被小Q一个又一个疑问
刺戳得千疮百孔。小Q的疑问可以说是推动小说发展的原动力，Q爸与Q妈的所
作所为几乎都围绕着解决小Q的疑问及随之带来的不安，然而最终，一切试图破
解小Q疑问的回答都是那么的无力，在小Q稚嫩的质问声中，虚假的神圣和人为
的高尚被剥去了华丽外衣，露出了赤裸裸的真实。

红领巾不仅成了成人世界自审的“皇帝的新衣”，而且洞见了当代社会的种
种复杂问题。红领巾早已失去了它的话语权威性，然而它又与功利性相联系，
被各种规训和惩罚所束缚：没有红领巾，就不能评三好学生，不按时佩戴红领巾
就要被扣分，班级的优秀评比就要受影响。然而，红领巾在现实中却不能得到
真正的尊重，Q妈和Q爸展现出来的是普通人最普遍的态度，即在实用主义与理
想情怀之间的左右摇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光辉形象只存在于电视剧，现
实中小Q的父母是为生计而奔波、存在七情六欲的凡人，他们生活在真实与谎言
混杂的环境，也用真实与谎言构筑着“漏洞百出”的矛盾生活。

然而，东紫并没有因此走向黑暗虚无，而是试图以梦想和宽容给曾经的理
想主义符号赋予新的意义，即尊重所有曾经美好的东西，在新语境中赋予其新
的“正能量”。小说结尾，Q妈以“圣诞老人送礼物”的方式，给予了孩子新的希
望。这个希望尽管弱小，充满童稚，尽管它还是“真实的谎言”，温暖而持久。可
以说，小说《红领巾》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让人感到格外压抑的布景，一切
琐事均在日常之中缓缓流淌，作者独特的女性心理体验使得文本显得格外细
腻。对现实的强烈反思与充满温情的爱同时出现在作品之中，共同造就了一部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