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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花》的故事主线还是极为清晰的。农村

女孩胡蝶随母亲来到城市，靠捡垃圾维持生计并

供弟弟读书。她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却也不

忘自己的小小虚荣，她喜欢小西服和高跟鞋，幻

想着心目中的“男神”。她渴望赚钱，并自认为已

经变成了地道的城市人，但当她第一次出去找工

作时就被不幸拐卖了，而小说便是从她被拐之后

的生活开始讲起。所有的故事都集中在这个大

西北不知名的硷畔上，山村原始的蛮荒与人心的

险恶历历在目，而主人公胡蝶的哀恸、屈辱、愤怒

与无奈更是令人无法释怀。

新闻的诱惑与风险

据贾平凹所言，《极花》的写作灵感来自一

则新闻，一则有关被拐妇女被解救之后无法忍

受舆论的压力又重回拐卖之地的故事。现实的

离奇总是令人如鲠在喉，如其所说的，“这件事

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确实，还有什么比

被拐卖者的归去更令人震惊和绝望的呢？小说

的动因固然来自对这则新闻的震惊，但小说并

不因此而“照搬”事件本身，而是采用梦境叙述

的方式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既显示对于

新闻震惊的尊重，又合理地塑造一种小说的高

明。因而小说的重点不是去展示故事情节的戏

剧化转折，而是更为内在地切近人物，抵达小说

中丰饶的内心世界，并由此展现社会议题的严

峻反思。

这里便涉及到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所焦

虑的新闻与小说关系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看

出贾平凹对于从新闻中获取小说素材的写作方

式的疑虑。事实上，以小说的方式，为新闻事件

赋形，并将其纳入效果不一的艺术实践，是中外

文学极为常见的现象。司汤达的《红与黑》便取

材于一件情杀案的新闻；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

活》则源于一桩新闻报道的诉讼案件；同样的情

况也发生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甚至鲁

迅的经典作品《药》，也是脱胎于徐锡麟行刺失败

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实新闻。如评论者所言，

“时代的面影总是在新闻的惊悚中匆匆掠过，而

时代的精神却可以在小说的幽深中长存。”就像

我们经常讨论的，小说总是在模拟现实，可问题

的关键在于，在何种意义上模拟现实？是一味

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探

索人性的“褶皱”，致力于文学擅长描摹的内心

世界，这是小说伦理的严峻抉择。因而在此，问

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新闻取材本身，而在于小

说如何以此为契机，将写作素材予以完美消化，

从而达到再造现实的艺术目的，由此呈现时代

精神的“幽深”。

以新闻为创作契机，来结构自己的小说故

事，这在贾平凹以往的写作中并不少见。小说

《高兴》中城里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将死亡的老乡

五富的尸体背回清风镇的故事，便来自于新闻

媒体对湖南民工李绍为千里背尸事件的演绎。

这个苦难兮兮的底层故事，迎合了一个时代的

时尚。当然，故事本身的“移植”本无可厚非，小

说也试图以笑中带泪的方式，在一种荒谬的绝

望感中表达进城者的挣扎与无助，但人物内在

的开掘却不能说毫无问题，尤其是小说不经意

间流露出的底层喜剧化的倾向一直为人所批

评。相对而言，作者此后涉及当今底层普遍新

闻景观的《带灯》则更为贴切一些。面对上访维

稳、黑恶势力当政、灾害瞒报、超生罚款、牺牲环

境的经济开发等人们已然熟悉的新闻事件，小

说展现出的艺术创造力在于，它以强烈的生活

质感照亮了新闻事件所寄生的人物世界，因此

使得乡村的世界自然而血肉丰满。这也与余华

的《第七天》等“新闻串烧”的作品大异其趣，后

者“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弊病，不免让人怀疑

写作者的诚意。

贾平凹深知，新闻式写作的风险在于小说人

物容易流于扁平化，为此他在《极花》中的人物身

上花了不少气力，而所有的努力也都是为了获得

一种自然与深度。他笔下的胡蝶，果真如同匠人

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

那泥巴成了神”。当然，作为一部具有现实意义

的小说，《极花》的故事在新闻的大背景之外，也

理应在浮皮潦草的社会逸闻背后，锁定一种更为

广阔的现实议题，这也就是作者所紧紧扣住的城

乡关系的社会学批判。

城市的挤压与乡村的沦陷

《极花》的情节结构我们已然熟悉，早在多年

以前，李杨那部影响深远的电影《盲山》便将批判

的眼光投向了人口拐卖这一中国长期存在的社

会问题。电影以具象的方式将被拐女大学生的惨

烈故事形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失去自由

的陌生而野蛮的山村里，女性像牲口一样被贩卖，

被蹂躏，在此之间，前现代的原始蛮荒，人性的阴

冷与残酷无不令人震惊。然而这便是现代性的阴

影之中确凿发生着的故事，其沉重的主题让人有

些窒息。如果说《盲山》讲述的是主人公毫无妥协

的惨烈，以影像的方式精心建构的紧张感以及最

终结局的酷烈，那么贾平凹的《极花》显示的则是

胡蝶的悲伤和绝望，以及最终顺从的悲凉，小说也

借这个令人震惊的重返被拐之地的故事，既反思

媒体的“围观”暴力，又演绎城乡关系的严峻议题。

作为一个拐卖的故事，我们总是会期待主人

公最后的得救，但贯穿小说的这种紧张的二元对

立，却并没因为她的成功解救而消失。城市残酷

的排斥机制，媒体的消费化所形成的“围观”暴

力，或许会将冠冕堂皇的“解救”打造成另一种形

式的精神创伤，这也是有幸获救的胡蝶们可以料

想的结局。然而小说最为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展

开了对于贾平凹极为熟悉的乡村生活的描述，这

也是他笔下一再出现的城市挤压，资本围困下逐

渐凋零的乡村形象。

《极花》中的两个意象极为有趣，如果说“血

葱”象征着城市商业化的侵袭下，乡村原始蛮荒

的生命力，那么“极花”这种植物与动物的奇妙混

合，则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绝妙隐喻。正如作者所

言的，“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

大的迁徙潮，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拥聚。

而偏远区域，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

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

却无法娶妻生子。”《极花》中这个大西北的硷畔，

这个只有破破烂烂的土窑洞和一些只长着消化

器官和性器官的光棍们的村子里，人们的生命无

比卑微却在不屈不挠地繁殖。这个仿佛远古蛮荒

之地的山村，有着它不可理喻的野蛮，而那些迷

信式的风俗传说，便让人想起式微已久的“文明

与愚昧的冲突”。然而小说也不出所料地将乡村

的凋敝、破败，都归结为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乡

村的掠夺和挤压。就拿小说中男人们找不到媳

妇，不得不拐卖人口一事的原因来说，故事中黑

亮的回答饱含着对于城市的愤恨，“国家发展城

市，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了，吸农村的钱，吸农

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这不由得让人想

起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谈到

的，“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

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性性

活力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这些农村人以他

们的血肉之躯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

活活。。””面对这样的情境面对这样的情境，，乡村的反抗便显得意味深乡村的反抗便显得意味深

长长，，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贩卖妇女贩卖妇女，，以强奸一个城市女以强奸一个城市女

人为荣人为荣，，便成为乡村对于城市的绝望反抗便成为乡村对于城市的绝望反抗。。

也正是因为城市的挤压也正是因为城市的挤压，，乡村的愚昧和野蛮乡村的愚昧和野蛮

似乎有了自己的原因似乎有了自己的原因：：那些人性的善恶都与城市那些人性的善恶都与城市

的介入息息相关的介入息息相关。。商业化的侵袭所造成的山村商业化的侵袭所造成的山村

的沉沦的沉沦，，人情的淡漠与人性的险恶人情的淡漠与人性的险恶，，淳朴过往的淳朴过往的

消逝消逝，，确实是确实是《《极花极花》》的题中之义的题中之义。。这又似乎回到这又似乎回到

了贾平凹自了贾平凹自《《秦腔秦腔》》以来着力营造的乡村挽歌的以来着力营造的乡村挽歌的

情绪笔调情绪笔调。《。《极花极花》》中中，，从老老爷一代人对于乡村从老老爷一代人对于乡村

伦理及其信仰世界的坚守伦理及其信仰世界的坚守，，到新一代的村长及一到新一代的村长及一

干村民的丑态干村民的丑态，，见证的是乡村沦陷的惊人现实见证的是乡村沦陷的惊人现实。。

““白皮松上的乌鸦白皮松上的乌鸦，，叽里咔嚓往下拉屎叽里咔嚓往下拉屎””，，小说开小说开

篇的这个意象便极具隐喻意义篇的这个意象便极具隐喻意义，，它其实早已暗示它其实早已暗示

这里的人们不再淳良这里的人们不再淳良，，他们他们““像山林里的那些动像山林里的那些动

物物，，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蛤蟆老鼠狼子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蛤蟆老鼠狼子，，更有着更有着

一群苍蝇蚊子一群苍蝇蚊子””。。无耻的行径亦随处可见无耻的行径亦随处可见，，诸如诸如

卖醋的往醋里添水卖醋的往醋里添水，，肆意糟蹋嫩葫芦的小偷肆意糟蹋嫩葫芦的小偷，，腊腊

八和立春两兄弟争夺妓女訾米八和立春两兄弟争夺妓女訾米，，以及所有的人都以及所有的人都

在觊觎血葱的经营权……在觊觎血葱的经营权……““这村里这村里，，人人都是是人人都是是

非精非精，，都是关不严的门窗都是关不严的门窗，，都是人后在说人人前都是人后在说人人前

被人说被人说，，整日里就没少过几场吵架整日里就没少过几场吵架。。”“”“有抢的有有抢的有

偷的偷的，，有睁着眼睛坑骗的有睁着眼睛坑骗的，，使着阴招挑拨的使着阴招挑拨的，，贪贪

婪婪，，嫉妒嫉妒，，戳是非戳是非，，耍滑头耍滑头，，用得上了抱在怀里用得上了抱在怀里，，用用

不上了掀到崖里不上了掀到崖里，，黏上你就把你的皮要揭下来黏上你就把你的皮要揭下来，，

要吃你了连你的骨头都不剩要吃你了连你的骨头都不剩！！””偷奸耍滑偷奸耍滑，，惟利是惟利是

图的把戏在乡村弥漫图的把戏在乡村弥漫。。

““水墨画水墨画””的的““沉重沉重””与与““轻逸轻逸””

面对这样的乡村环境面对这样的乡村环境，，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

主人公胡蝶对此的适应主人公胡蝶对此的适应。。就像小说所言的就像小说所言的，，““她她

已经闻不到臭了已经闻不到臭了，，或许是白皮松上乌鸦天天在拉或许是白皮松上乌鸦天天在拉

屎屎，，已经习惯了臭味就不觉得驴粪的气味了已经习惯了臭味就不觉得驴粪的气味了。。””有有

评论者将这种适应归结为其自我认同的重新获评论者将这种适应归结为其自我认同的重新获

得得，，““当不再觉得驴粪臭当不再觉得驴粪臭，，当从拼命想逃回家到纠当从拼命想逃回家到纠

结是否要逃结是否要逃，，胡蝶不仅仅是因为重新适应了农村胡蝶不仅仅是因为重新适应了农村

生活生活，，或者说对农村产生了感情上的牵绊或者说对农村产生了感情上的牵绊，，而且而且

是因为她最终认同了这个小小的生活共同体是因为她最终认同了这个小小的生活共同体，，体体

悟到自己终究是属于这个村子夜空里的一颗悟到自己终究是属于这个村子夜空里的一颗

星星。。””这样的分析似乎有一些道理这样的分析似乎有一些道理，，但这种命定的但这种命定的

认同又让人顿觉城乡分野的残酷认同又让人顿觉城乡分野的残酷。。

胡蝶本是一个对城市充满渴望胡蝶本是一个对城市充满渴望，，且多少有些且多少有些

虚荣的女孩虚荣的女孩。。对她来说对她来说，，城市的真皮高跟鞋城市的真皮高跟鞋，，以以

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物的迷恋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物的迷恋，，见证着城市的诱惑见证着城市的诱惑

将一个可怜的乡村姑娘牢牢捕获的完整过程将一个可怜的乡村姑娘牢牢捕获的完整过程。。

这也难怪这也难怪，，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乡的城乡的

巨大差距已然清晰巨大差距已然清晰，，而乡村的贫困所表征的屈辱而乡村的贫困所表征的屈辱

也早已令人尊严丧尽也早已令人尊严丧尽。。当此之时当此之时，，挖空心思去做挖空心思去做

一个城里人一个城里人，，怎么可能不是乡村姑娘的梦想和夙怎么可能不是乡村姑娘的梦想和夙

愿愿？？然而也正是对城市的渴望造成了胡蝶的被然而也正是对城市的渴望造成了胡蝶的被

骗骗，，使她永堕乡村的无底深渊使她永堕乡村的无底深渊，，这个颇具反讽意这个颇具反讽意

味的安排固然是为了显示乡村姑娘的人性弱点味的安排固然是为了显示乡村姑娘的人性弱点，，

却也不免与这个时代所笼罩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却也不免与这个时代所笼罩的意识形态息息相

关关。。因而其因而其讽喻意义其实在于讽喻意义其实在于，，主人公胡蝶被城主人公胡蝶被城

市消费文化所裹挟市消费文化所裹挟，，而丧失了认清自己真正需求而丧失了认清自己真正需求

的能力的能力，，但在她一番苦痛的挣扎和精神历险之后但在她一番苦痛的挣扎和精神历险之后，，

反而在被拐卖的处境之中意外地体认到自己的真反而在被拐卖的处境之中意外地体认到自己的真

正位置正位置，，进而获得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认同进而获得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认同。。小小

说中说中，，胡蝶于惨烈的创痛中重新建立自己与乡村胡蝶于惨烈的创痛中重新建立自己与乡村

的血肉联系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女性在绝境之中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女性在绝境之中

对命运屈服的过程对命运屈服的过程。。在此之中在此之中，，乡村的逃离者带乡村的逃离者带

着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着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又重新绝望地回到了又重新绝望地回到了

乡村乡村。。这究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复归这究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复归，，还是新的还是新的

压迫的轮回压迫的轮回，，也是值得讨论的也是值得讨论的。。其实其实，，我们从胡蝶我们从胡蝶

无奈的适应中分明读出的是一种典型的无奈的适应中分明读出的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斯德哥

尔摩效应尔摩效应””：：极端状态的偶然来临极端状态的偶然来临，，对其无望的反对其无望的反

抗抗，，以及最后无可奈何的顺从以及最后无可奈何的顺从。。可惜的是可惜的是，，这一过这一过

程的戏剧化展示所包含的隐喻意义程的戏剧化展示所包含的隐喻意义，，作者并没有作者并没有

着力开掘着力开掘。。

正在贾平凹正在贾平凹《《极花极花》》写作结束的当口写作结束的当口，，一则令一则令

人倍感愤怒的消息在网络间不胫而走人倍感愤怒的消息在网络间不胫而走。。乡村教乡村教

师郜艳敏师郜艳敏，，一位与胡蝶相同命运的不幸女人一位与胡蝶相同命运的不幸女人，，却却

曾奇迹般地当选为曾奇迹般地当选为““感动河北十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并

被人们冠以“嫁给大山的女人”的美名。她的悲

伤过往竟然成为人们莫名感动的缘由，这也不得

不让人感慨，现实似乎永远比小说更为精彩。然

而小说的使命终究不是去描绘这种“精彩”，它所

做的永远不是刻意地去制造惊悚和震撼，尽管有

时候“极端的叙述”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

读，但聪明如贾平凹者当然会选择其他的方式，

这便是他所谈到的“水墨画”的意涵。

就小说的素材而言，《极花》其实包含太多的

揭露、批判、怀疑和追问的地方，贾平凹本可去理

直气壮地控诉乡村的哀恸与沉沦，却忍不住改换

笔墨，他“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

以往的叙述习惯”，以水墨画的方式呈现现实。

他以写意的形式，展现艺术家的自我修养和个人

才气，这也就是所谓“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

想的建构”。就这样，他试图抵达一个令人震惊

的新闻故事背后所理应包含的反思层面，即更为

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真相。这也超越了大众

共识的庸常性，体现出作家个人发现的独特价

值。由此，他也在与社会新闻的竞争中占据了上

风，从而确证了小说的力量。

尽管如此，仍然需要指出的是，《极花》虽然

平实有力，却并不惊艳。对于小说而言，现实的

关键议题虽被敏锐触及，却也流于轻描淡写，宏

大的社会问题被过于“轻逸”地囫囵带过。就此

而言，小说真正与作者所期待的石破天惊（“沧海

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以及无与伦比

的自然和谐（“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

花”），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哀恸与沉沦之地：《极花》的乡村世界
□徐 刚

1 贾平凹近十几年以来的小

说，不是为即将消失的农村

种种树起碑子，就是对世道人心的变化

唱悲愤的阴歌。《极花》也不例外。这本

新长篇，仍然延续着贾平凹一贯的主

题，有对农村颓败的哀惋，也有对城市

化进程的质疑。

胡蝶被拐卖之前的行为，正是城市

吸纳农村精华的缩影。这个来自农村、

为供弟弟上学而不得不辍学的漂亮女

孩，在跟母亲去城市收破烂不久，就被

城市熏陶着，认同了城市的审美，一直

自我暗示已经成了城市人，并自觉接受

着城市的规训：“每日一有空就在镜前

照，照我的脸，照我的高跟鞋，给镜说：

城市人！城市人！”

落后对先进，贫穷对富有，时髦对土

气，破败对繁华，衰朽不堪对奋进不

已……如此情形，几乎是现下写及城市

和农村有关的小说的通例。如此鲜明对

照之下的农村和城市，农村人的向上冲

动几乎只剩下了非常狭小的空间，或者如

被诅咒般地艰难生活在农村，或者如被催

赶般地涌进城市——即使他们将在城市

里被挤压，被忽视，落得面目模糊。在《极

花》里，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对照，也不外

是这种情形，只是连这样的情形，贾平凹

也对城市吝啬着自己的笔墨，只把它作

为一个吞噬农村的符号，此外并无多话。

与符号化的城市对应的农村，也就

来到了危险之地，很容易成为粗暴、横

蛮、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穷困潦倒的

代名词；或者与之相反，农村会被写成

世外桃源、人间飞地，静谧、祥和、温暖、

怡然自乐、与世无争。这样的乡村，不是

人能够置身其中的所在，它们只是在书

写中被命名的，一个拥有着农村外壳的

奇怪称呼。这个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单

一乡村，隐含着一个作家不自觉的化约

（reduce）冲动。这冲动会把精微复杂的

社会状况和人的精神活动简化为某些

单一的元素，作为社会环境或时代演变

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领域的活动，不过

是论证某一问题的附带因素，“除了扮

演一种角色以外，本身并无意义”。即便

这冲动意识到精神活动的意义，其意义

也几乎只能是依附性的。

贾平凹几乎已经启动了化约冲动，

似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前一种农村，

“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控

诉把她卖出去的人贩子，控诉愚昧的黑

亮买回了她，控诉她多舛的命运，控诉

她还没开始就似乎已经结束了的一

生……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怎么写着

写着，日子垒起来，那孩子却成了兔子

（胡蝶与黑亮所生的孩子——引按），胡

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

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小说的生

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

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就这样，被贩卖的胡蝶既在贾平凹

的掌握之中，又脱离了他的控制，几乎

是夺过贾平凹的笔，写下了自己的命

运。与此同时，这个用胡蝶口吻写成的

小说，在摆脱了单纯的控诉之时，也把

农村从粗暴横蛮的符号统驭中解脱出

来，缓缓展现出其自身的精神丰富性。

2 《极花》里那个叫做圪梁村的

地方，贫穷，凋敝，仅堪温饱。

可即便在胡蝶对抗性的观察之下，仍然

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的运行，有着自己的

精神维持体系，并有较为明显的层次。

这个村子里，最高的存在，是看不

到的神，或者是某种被称为“天”的不可

见之物。当年，寺庙里香火很盛，“村里

人天旱了去祈雨，生病了去祷告，谁和

谁闹了矛盾，争执不下，也都去寺庙里

跪下发咒”。虽然后来寺庙糟了毁弃，但

村里人吵架，实在委决不下，就要到寺

庙的遗址上发咒，发了咒，要认账。村子

里怪事频发，年长的老老爷便提议唱戏：

“戏是要给神唱的，安顿下神了，神会保

佑咱村子的。”瞎子在窑前仰头站着，老

老爷说，“他敬天哩”。尽管瞎子并没有烧

香，可“没烧香，看看天也是敬么”。

如此情形，我们称为天神敬畏也

好，看成神道设教也罢，可就是因为这

看不见的存在，形成了世间可见的禁忌

和礼俗，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也”。在圪梁村，“手的中指不能指天，指

天要死娘舅；在大路上不能尿尿，尿尿

会生下的孩子没屁眼；夜里出门要不停

唾唾沫，鬼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唾沫；稀

稠的饭吃过了都要舔碗，能吃的东西没

吃进肚里都是浪费；去拜寿就拿粮食，

这叫补粮，吃的粮多就是寿长，拿一斗

也可拿一升也可，但要说给你补一石呀

给咱活万年……”即使这些禁忌里有显

而易见的生存窘迫，但自天、神而来的

禁忌，也不折不扣地渗透其中：“生活永

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

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

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

生活。”这些禁忌和礼俗，形成了村人行

事的基本底线，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

况，这底线绝不能轻易穿过。

除了久远形成的禁忌和礼俗，在农

村的精神维系上，还有掺杂了道教的儒

家教导，并有巫作为调节。几乎是一村

精神高点的老老爷，大约可以看做混杂

道教的儒家教导化身，他能观星望气，

倡导对天和神的敬，在自己种的葫芦上

刻德字、孝字、仁字、和字等，村人遇到

问题也会请他决断。老老爷是某种象

征，他的话，虽然没有达到禁忌的程度，

却也是不可轻易更改的礼俗的一部分，

起着某种天或神的代言人作用，把村人

的世间生活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村庄的基本精神运行。

在禁忌、礼俗和老老爷的决断之

间，还有巫的存在，小说里的巫，是会剪

纸的麻子婶，甚至可以包括刻石的黑亮

爹。胡蝶身心受到极度伤害，情绪极端

低落，麻子婶来了，对她说：“你头痛那

是鬼捏的了，我给你剪些花花，鬼就不

上身了。”这些剪纸，可以招魂。胡蝶把

麻子婶剪的小红人贴在窑壁上，“不知

怎么，我连打了三个喷嚏，就困得要命，

眼皮子像涂了胶，一会儿粘住了，一会

儿又粘住了，后来就趴在炕上睡着了”。

黑亮爹会石匠活，因为村里光棍多，就

有人让他做石头女人，觉得有个石头女

人放在门口，出门进门就不觉得孤单

了。神奇的是，“有了石头女人，立春和

刘全喜还真的有了媳妇，王保宗也有了

媳妇”。大概是因为这神奇，当黑亮爹看

到山体垮坍处像龇牙咧嘴的老虎口时，

便说，“这是要吃咱啊”，于是主动请缨：

“吆喝了几个人抬来了一块巨石要凿个

狮子，让石狮子就在硷畔上面对面地镇

压老虎。”

拥有现代知识的人，大约会觉得这

样的做法有些可笑——难道小纸人真

的可以催眠？石头女人能招来真女人？

石狮子可以带来好运？有些荒谬，没错，

可是，在一个缺医少药，精神和物质生

活一样贫瘠的地方，你有办法减轻人们

的痛苦，安慰他们的心灵吗？如果没有，

巫术或许就是最有效的——对胡蝶来

说，麻子婶的小纸人帮她暂时缓解了严

重的精神危机；对圪梁村的光棍们来

说，石头女人给了他们轻微的心理安

慰；对遭遇了山体垮坍事故的村民来

说，石狮子起码可以减轻灾难带来的巨

大精神冲击。这些安慰，有点隔靴搔痒，

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在一片物质和精神

的荒芜场里，这点似是而非的安慰，虽

然少而小，毕竟炉存似火，聊胜于无吧。

不管是禁忌还是礼俗，还是掺杂了

道教的儒家，或者是巫，其发生作用的

人群，只能是真心服膺并内化为自身行

为准则的人，比如黑亮的父亲和叔叔。

黑亮爹为了瞎子弟弟的婚事，到石匠家

学艺，却最终没能把石匠的傻女儿变成

弟媳妇，因此瞎子弟弟一直跟他生活在

一起。虽然是买来的儿媳妇，但黑亮爹

绝不踏足胡蝶所在的窑洞，说话都不直

接对她，而是间接暗示。瓜田不纳履，李

下不整冠，这样的避嫌方式，杜绝了扒灰

嫌疑，也是一种特殊的尊重。黑亮的瞎子

叔叔更是谨慎有加。胡蝶临产，痛倒在

地，需要瞎子叔叔抱上床：“瞎子就把我

抱起来，他一对胳膊伸直，硬得如同铁

棍，竟然是平端着，而自己却把脸侧到一

边。”如此的自律，确实让人心生敬意，可

是，农村的精神氛围真的如此完备、牢

靠，村人真的如此矜持自守、善于自律？

那农村岂不是一个精神的桃花源？

3 当然不是。贾平凹早就明白，

农村根本不是桃源，村人大

多“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人

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

不休”，“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

惜生命”。这在《古炉》里确认的事实，贾

平凹当然不会忘记，《极花》中的大多数

村人，也正是这样的特征。只是这一次，

贾平凹似乎找到了之所以如此的原

因——

这个村里的人我越来越觉得像山

林里的那些动物，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

蛤蟆黄鼠狼子，更有着一群苍蝇蚊子。

大的动物是沉默的，独来独往，神秘莫

测，有攻击性，就像老老爷、村长、立春、

三朵他们。而小的动物因为能力小又要

争强斗胜，就身怀独技，要么能跑要么

能咬要么能伪装要么有毒液，相互离不

得又相互见不得，这就像腊八、猴子、银

来、半语子、王保宗、刘全喜他们。

这样一个几乎人与非人混杂的地这样一个几乎人与非人混杂的地

方方，，向往城市的向往城市的、、被拐卖而来的胡蝶被拐卖而来的胡蝶，，要要

经过怎样的精神挣扎经过怎样的精神挣扎，，才能说服自己留才能说服自己留

在这里在这里，，且证实自己并非人样子且证实自己并非人样子，，仍是仍是

一个葆有尊严的人一个葆有尊严的人？？紧急的精神治疗紧急的精神治疗，，

是麻子婶的剪花催眠是麻子婶的剪花催眠，，更为缓慢而有力更为缓慢而有力

的的，，是对命运深怀不甘的认可是对命运深怀不甘的认可：：““这可能这可能

就是命运吗就是命运吗？？咱们活该是这里的人吗咱们活该是这里的人吗？？

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呢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呢？？娘不是从村里娘不是从村里

到城市了吗到城市了吗，，既然能从村到城既然能从村到城，，也就能也就能

来这里么来这里么。。””这不是麻子婶的话的消极这不是麻子婶的话的消极

翻版吗翻版吗：：““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到

头来一想头来一想，，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睡在

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哪里都是睡在夜里。。””思考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

一变一变，，命运的残酷和苛刻命运的残酷和苛刻，，似乎就消散似乎就消散

了了，，剩下的剩下的，，几乎是可堪一过的人生几乎是可堪一过的人生。。

把胡蝶的命运思考和麻子婶的话把胡蝶的命运思考和麻子婶的话

抽象到一定高度的抽象到一定高度的，，是老老爷的一段是老老爷的一段

话话：：““啥事情看不透了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就拿看小事情来

看大事情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

人人，，再拿大事情来看小事情再拿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你又是天

又是地了么又是地了么。。””话说得有些不太好懂话说得有些不太好懂，，似似

乎让人遇事反身乎让人遇事反身，，却又含含糊糊却又含含糊糊，，但大但大

义似乎可以明白义似乎可以明白：：““人事讲不出道理人事讲不出道理。。这这

世界不合理……世界不合理……‘‘自然自然’’（（在在《《极花极花》》里里，，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不妨置换为命运不妨置换为命运———引按—引按））

不讲道理不讲道理，，努力常是白费努力常是白费，，结果往往和结果往往和

预期相反预期相反。。””如此情势下如此情势下，，人人““承认自然承认自然

的威力又不免咕咕叽叽的威力又不免咕咕叽叽。。无可奈何又有无可奈何又有

时不服气时不服气。。违反自然也出不了天地的包违反自然也出不了天地的包

围围””。。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只要学只要学

着领会了这层意思着领会了这层意思，，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也就几乎没有什么

不能忍受的命运了不是不能忍受的命运了不是。。

如果老老爷的话就是胡蝶接受的如果老老爷的话就是胡蝶接受的

命运观命运观，，那这种命运观的顶部究竟如何那这种命运观的顶部究竟如何

呢呢？？在这样的思路下在这样的思路下，，岂不是再糟糕的岂不是再糟糕的

境遇境遇，，都可以在精神里化解都可以在精神里化解———这既可—这既可

以说是人不得不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以说是人不得不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

处处，，又可以说是愚昧的信从又可以说是愚昧的信从。。学会与自学会与自

己的命运相处己的命运相处，，并深思这相处本身并深思这相处本身，，是是

一个人向上的标志一个人向上的标志（（所谓所谓““认识你自认识你自

己己””）；）；而愚昧的信从而愚昧的信从，，则会限制一个人则会限制一个人

的向上可能的向上可能，，变成某种低端的限度变成某种低端的限度。。我我

无法从小说目前的文字中断定胡蝶究无法从小说目前的文字中断定胡蝶究

竟属于哪一种情况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也无从猜测贾平凹也无从猜测贾平凹

到底如何判定这一境况到底如何判定这一境况，，只觉得只觉得，，联系联系

小说中的小说中的““在中国哪儿都一样在中国哪儿都一样””，，似乎这似乎这

境况是一个隐喻境况是一个隐喻，，隐喻着目前的中国社隐喻着目前的中国社

会会，，而隐喻的是向上抑或限定而隐喻的是向上抑或限定，，却无从却无从

揣测揣测。。

不过不过，，说是隐喻说是隐喻，，仍然有个疑惑仍然有个疑惑。。

胡蝶最终留在圪梁村胡蝶最终留在圪梁村，，到底是接受了到底是接受了

命运的安排和老老爷的说教命运的安排和老老爷的说教，，还是无还是无

法割舍自己的孩子法割舍自己的孩子，，同样无法揣测同样无法揣测，，就就

像胡蝶对她母亲像胡蝶对她母亲吼的吼的————““我有娘了我有娘了，，

可兔子却没了娘可兔子却没了娘，，你你有孩子了有孩子了，，我孩子我孩子

却没了却没了！！””本能的母爱在这里占了上本能的母爱在这里占了上

风风。。或许或许，《，《极花极花》》不是个与社会有关的不是个与社会有关的

隐喻隐喻，，它写下的它写下的，，只是一个女人灾难性只是一个女人灾难性

的命运的命运———她陡遇变故—她陡遇变故，，不得不挣扎不得不挣扎

于自我于自我、、亲情和孩子之间亲情和孩子之间，，最终最终，，因为因为

不可遏制的母性不可遏制的母性，，只好把自我和亲情只好把自我和亲情

一起抛下一起抛下，，委身于对孩子无法割舍的委身于对孩子无法割舍的

爱爱。。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是不是

足以称为一个关于女性的悲伤隐喻足以称为一个关于女性的悲伤隐喻，，

只知道只知道，，这是一种人怎样用力也无法这是一种人怎样用力也无法

消除的隐痛消除的隐痛。。

隐喻，或者隐痛
——关于《极花》 □黄德海

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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