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野无事
!!!论尼楠近年的小说创作

朱红梅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这个短篇小说让我记住了

尼楠 # 小说细腻而绵密 !有着独特的质感 # 相对于构筑

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尼楠似乎更倾向于找到适合自

己的叙述方法 $包括对于叙事节奏的控制 $和小说语

言的琢磨 #

小说讲述了卖鱼妇成明珠一次意外的%约会&经历#

这也许算不得一次约会$ 充其量是跑腿而已'((为了给

男画家那扬送鱼$成明珠做了充分的准备)洗澡*换衣服$

以及怀旧#对于自己和母亲过往经历的回忆$给即将发生

的情节作了铺垫和说明# 两个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南辕

北辙的男女$似乎预备着发生一点故事#成明珠母女两代

人一次次地试图去追求自己环境和能力以外的东西)其

中包括母亲和%洪常青&的纠葛及疯癫$成明珠夭折的初

恋以及跟男孩有方%未完成的出轨&#她们当然都失败了$

因为社会阅历和人生规训告诉她们) 每个人有自己该走

的路# 而小说重点讲述的$恰恰是成明珠又一次的%误入

歧途&$以及又一次的徒劳无功#一场天命的大雨$是作者

尼楠安排的故事转折)大雨浇熄了人心头的浮想联翩$让

出壳的灵魂回到了原位#

这是一场近乎无事的悲剧$尼楠对于细节的捕捉不

失精准$人物的情绪拿捏也基本到位# 但小说对于人物

悲剧性命运的揭示仍有欠缺)作者把小说的锤柄高高举

起$却缺少将它砸将下去的狠劲# 抒情化的写作取向使

得她的小说有情境$有余味 $但也相应地缺少了力度和

痛感# 她只是习惯性地$用一种了解和同情的眼光来平

视和抚慰这些人物$ 用充满温情的语言来解释她们作

为芸芸众生的平庸和软弱# 所以$过分依赖自身熟悉的

生活环境和经验有时可能成为作者的软肋 $ 以了解和

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和解析人物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

他 +她 ,应该凌驾于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之上 $将同情和

悲悯指向自身经验之外$ 更广阔的世界$ 更熙攘的人

群# 好作者应该同时具备客观性*同理心和洞察力)从

一己悲欢和私人视角出发$ 推及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类

生存困境和悲剧性- 通过对于直接经验与直观感悟的

延伸思考$展开更广阔*更深层次的问题探索# 相对于

讲述一个具体的故事$记录一些生活的细节$抒发和宣

泄一些小伤感 *小情绪 $对于立场 *问题和意义的思考

和追索总是更枯燥和更困难的$但这也是写作通往完成

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发表于 "#$$ 年 $此后尼楠开

始断断续续经营她的村镇系列小说# !别有洞天"里的桥

镇$!村野"里的树村等等$尼楠将她的%村&与%镇&经营

得水汽氤氲$云雾缭绕$是入世的$又是出尘的-看似安

定静谧$却又时时面临着外来世界的干扰与挑衅# 围绕

着村镇展开的故事里$多半都有个外来的主要角色# 如

桥镇的林先生$树村的三清# 他们都以成功者的姿态回

到故土#像三清$不事生产$却衣食无忧#乡人对他好奇*

仰慕$也提防$他的%脱俗&之处$被树村身份特殊*%操持

法事祭祀&的全阿嫫敏锐地觉察到了 $她试图揭开他的

底细$他却用一个半岛式的住宅和高高的白墙来抵挡她

和村民们猎奇的眼光# 勉强维持的表面和谐终于在孙女

小慧学日语的事件上被打破# 全阿嫫不能容忍来历不明

的三清介入和扰乱自己对于小慧前途的安排# 在一番明

争暗斗之后$两人达成了妥协# 结果看起来是全阿嫫落

败$并且失去了树村威权的身份 -而三清又算什么赢家

呢. 他本意是将树村作为避居养老之地$但乡村固有的

封闭*迷信和暴戾$终于打破了他对于故土%世外桃源&

的想象$落荒而走/ 小说最终的结局$是作为树村年轻一

代的小慧$终于走出村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在!村野"的故事里$人物与土地的关系日渐疏离$农

耕文化已失去基石$变得有名无实#全阿嫫虽然是村野之

人$却不事稼穑$一点自留地是她与土地仅有的关系# 但

是村民们对于鬼神的迷信$ 对于超自然力的敬畏还渗透

于日常生活中$ 因此全村人都支持重新建庙# 作为通灵

的人物$ 全阿嫫在这片村野具有了凌驾于法制与村治之

上的权力与威望$ 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里自然而怪异地

共存着(((%树村&其实早就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形

态与内核$而是在城镇一体化潮流的裹挟下$一步步异化

为既非城亦非乡的存在#

随之而来的人的异化就在情理之中了# 尼楠笔下的

人物常常有着%出走&的情结$!村野"里年轻的小慧也不

例外# 不仅如此$连全阿嫫也认为$孙女这么聪明$%不应

该只在纺织厂的仓库里数布匹&#在对于小慧应该%出走&

这件事上$小慧*三清*全阿嫫是共谋$但全阿嫫对于小慧

是爱护和掌控的$对于外来的三清是怀疑和提防的$至于

三清$这是三个人里唯一的变数# 结尾$他也用实际行动

反击了全阿嫫及村人对他的排斥和伤害# 卷走全阿嫫的

积蓄$直接导致了她的崩溃和村野世界某种力量的瓦解#

一派怡然的田园生活居然演变成尔虞我诈的争斗$ 这始

料未及的结局$确实是出于人性的畸变$但又不仅如此#

尼楠并没有在自己的故事里着力渲染城市与乡镇文明的

强烈对峙和冲突$ 她笔下的村镇和外部世界在短暂激荡

和交锋之后$又重归平静#

现下的尼楠$ 对于村镇的认知仍是含糊而浪漫化

的# 富足的经济生活$温暖而便利的人情社会$跳脱于竞

争与倾轧之外的世外桃源00这大致符合社会转型期

江南乡镇的表面特征$但还不足以构造她独具调性的乡

情世界# 另外$江南村镇生活的富足从某种程度上弱化

了由来已久的城乡文明的差别性和紧张感# 换句话说$

对于广袤的中国农村和乡镇$尼楠笔下呈现的村镇并不

具有典型意义$亦非主流# 与当下众多虚构*非虚构的乡

村题材作品比较$尼楠的乡野*村镇始终过于闲适和单

薄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物受挫*溃败后的幻灭

与绝望$消解了故事背后可以挖掘的深刻悲剧性和残酷

性# 因此$怎样让自己的桥镇和树村呈现出更为确切的

面目$以区别于同类化的写作$尼楠也许要牺牲掉文本

里某种程度的含混多义$给予笔下的乡镇社会一个更为

清晰的认知和界定# 同时$如何让小说角色在富有个性

特色的同时$兼具乡镇文明浸润下的典型特征 -让读者

在理解和关注个体价值之余$兼及对于生命轮回*时代

局限以及社会症结的深入反省与思考$也是尚待解决的

问题#

耽于小镇$这似乎是尼楠的人生选择$也可能不是

选择$而是习惯# 没有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人生经历$

她倒也十分享受当下这种平静而细水长流的生活节奏#

告别了青春期$人生进入了另一番山重水复的景象# 时

间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 慢慢积聚以至于颠覆日常$尼

楠对这些无法视而不见# 小说是她的秘密花园$作为她

的另一重生活$ 并没有与她的日常现实产生强烈反差$

而是更接近镜像# 有些小波澜*小起伏$却不会有什么大

风浪# 问题可能在于$尼楠亦随之放弃了文字世界里适

度的变形和炸裂) 她的小说还是规整甚至是乖巧的$看

不出越轨的企图与野心# 这也是作为小说读者$感到不

满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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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写
作是不能教授的!并且固执地认
为!理论对于写作并无帮助" 在
二十出头的时候我这样想!在三
十出头时这样想" 如今!快四十
岁了! 我终于觉得事情不尽如
此" 可能!还是晚了点"

基于个人经验写作小说 !

大概是很多写作者都经历过的
阶段"写作是出于表达的需要!

恰好这样的表达被人认同 !当
然是一件更好的事" 有一部分
人的写作基于系统的理论知
识!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这样
的写作生命可能更持久"

9:;; 年!我写了#不要问
我从哪里来$!之后有将近五六
年的时间! 我没有写任何成篇
的小说%的确!如果仅凭个人经
验! 小说写作只能成为自己和
回忆共谋的产物! 缺乏生存与
继续发展的能力" 写作需要老
师!尽管这老师并不一定具体!

可能是某个或很多个人! 或者
是某部或很多部书" 总之 !立
意&结构&语言!谋篇布局!都需
要学习的积累! 才能从个人的
世界里跳脱出来"

但到底要不要从个人的世界里跳出来'

有时候!我会回过头去想自己最初的写作动因"

然后再考量现下的写作方向! 免不了在是否前行的
路上踌躇一番"

一直到 <:;= 年!我重新开始写作"我写得非常
慢!不断反复!推翻!修改!要过很久才能前进一小
段" 整个 <:;= 年!只写了一个半的短篇!其中一个
是(村野$!另外半个是修改数遍的(别有洞天$%

这两个小说!写的仍然是熟悉的地方!从小说人
称上来说!是从写自己到写别人% 但是实际上!那个
)我*无处不在!)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全然渗透其
中!同时!沿袭惯用的语境!这些都影响着两个小说
的最终成形%

<:;> 年的上半年 !我继续在从 )我 *去往 )别
人*的路上做着努力%当然!不论是理论的支撑!或是
生活的阅历!都显得捉襟见肘%对于自己写作价值的
怀疑肯定是有的! 但是表达的需要还是胜过了其它
种种%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 我好像并没有讲明白些
什么!思维也是混乱的% 可能我想说的是!在这条路
上!个体不同!认知与感受必然千差万别!从这个角
度看!每个人的路都是独木桥!各有各的难!没有或
者很少有可以参考的经验%同样的!从桥上看到的风
景也各不相同%

于一片混沌之中!我自始至终清楚的是!即便是
独木桥!我应该也没有想着要放弃% 能够做的!在这
个过程中!尽量地修正自己的偏差!努力地离自己要
去的方向更接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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