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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视阈下的对立与融合
———读王手小说《讨债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浙籍作家茅

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曾风行一时，

以社会科学思想剖析社会生活，表现时代

斗争的重大题材，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反

映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 而在当

下的浙江，数十年如一日专注描摹温州底

层社会众生相的王手，则着意从日常生活

出发，书写几十年来温州皮革市场背景下

小人物的哀乐悲欢，以及他们人生中错综

复杂的对立与融合。 其最新的小说集《讨

债记》 便是一组有关经济活动的小说，以

温州“特产”鞋为关键词，从办厂、开店到

讨债，全方位叙写“做鞋”之不易，并将笔

触伸向了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黑社会，

以及为富不仁的社会现象。

从第一篇《少年少年》开始，一条 “斗

争”的线索便在整部集子里悄然滋长，而这

“斗争”当然主要是围绕温州的皮革生意展

开。 不论是《少年少年》里的主人公“少年”

因皮鞋生意遭人算计而萌发复仇之心，还

是《讨债记》和《推销员为什么失踪》里尔虞

我诈的市场竞争，都十分鲜明地凸显了“斗

争”的商业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王

手笔下，这种商业斗争的背后，无不暗藏着

三种对立，即城乡对立、夫妻（男女）对立和

官商对立。 其中“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

模式在集子里主要呈现为两类叙事策略。

一是直接赋予人物以“城里人”和“乡下人”

的身份特征，如《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

美凤及其所依附的温州城里人廖木锯一

家，或是《讨债记》和《推销员为什么失踪》

里敌我分明的两大阵营： 城里经商者和进

城农民工。 鲜明的身份等级在城乡间划出

了一条深深的鸿沟， 使得双方的互视往往

带有阶层化的意味，如李美凤以乡观城，看

到的是城里人的精于算计和物质条件的优

越；换言之，都是在利益遮蔽视野的境况下

的褊狭之见。 二是将城与乡的概念置换为

两个具体的地点， 并以此作为故事发生发

展的背景。 如《第三把手》和《双枪》里的两

对夫妻都将商业分支设在城市而将大本营

留在农村或城郊， 而他们婚姻的变化也都

起源于城里的店员。

而当王手带着商业斗争的眼光去审

视现代家庭时，婚恋与金钱的微妙关系被

表现得细致幽微而入木三分。 在《讨债记》

和《推销员为什么失踪》中，主人公夫妻俩

都是一“官”（机关公职人员）一“商”（鞋料

经营者）。 与传统的父权家庭结构不同，两

个故事里都是做生意收入高的妻子地位

压过了在单位上班赚钱少的丈夫，男人一

边要为妻子的生意四处着意周旋，一边还

要忍受妻子对其能力不足的抱怨。 丈夫对

妻子忙于生意而忽略了夫妻生活虽心有

怨言却也不敢随意采取行动“以振夫纲”，

而是选择了主动承担“家庭煮夫”的角色

来讨好妻子。 更吊诡的是，本应为婚姻提

供物质保障的金钱首先破坏的却是婚姻

中性关系的和谐平衡，丈夫“怨妇”般的委

曲求全颇具戏谑色彩，同时也充满了苦涩

的意味。 而在利字当头的时代背景下，金

钱和爱情（性）赤裸裸的交易关系更是在

《乡下姑娘李美凤》 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刻画。 李美凤因一双玉手在劳动市场被鞋

厂老板廖木锯相中，并在老板娘诉苦式的

劝说和老板的利诱下沦为小三。 后来在老

板的指使下，李美凤又先后色诱了鞋厂的

竞争对手阿荣和老板的儿子，最后却因廖

儿子的意外去世而被廖氏夫妻送进监狱。

小说的悲剧或不在于李美凤无辜入狱的

结局， 而在于她自始至终都将 “肉体-金

钱” 的交换视作天经地义的生存原则，因

此步步身陷金钱的牢笼而最终不可避免

地堕入深渊。

值得强调的是，王手在书写人被商业

利益“物化”而日益对立的现状的同时，仍

不忘追寻人与人、人与自然等融合共处的

美好可能。 在《飞翔的骡子》中，为赚外快

而参与佛殿建造工程的“我”被派去云南

挑选运输建筑材料的骡子，因骡子不堪工

地的奴役而相继死伤，“我”再次踏上寻骡

之路，最终因目睹壮观的骡队景象而深受

震撼，决心放弃寻骡，驻留彩云之南。 小说

起笔伊始便设置了“人意”与“天意”的悖

谬———建造佛殿本出于敬佛之心，自然也

包含对万物的怜爱，却在建造佛殿的过程

中肆意虐待骡子， 实与初衷相悖离 。 而

“我”放弃寻骡的选择正是对佛意的遵从，

也是对“天人合一”理想的回归。 如果说

《飞翔的骡子》提供了城与乡之间、人与人

之间互融的可能性，那么《坐在酒席上方

的人是谁》则对人如何与自身以外的“他

者”保持对立统一的关系作出了哲理化的

阐释。 小说讲述曾经的黑帮老大龙海生

“金盆洗手”后，凭借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

成功解决了几次人际纠纷。 在故事里，最

具暴力性质的斗争逐渐被龙海生的向和

之心所消解，他身上的豪侠之气也最终蜕

变为一种参透世事的人生智慧 ， 他明白

“江湖是退不尽的 ，江湖就是社会”，要想

在江湖上立足， 靠的并不是武力厮杀，而

是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把握及平衡。 因此，

小说实际上与《少年少年》里的“冤冤相报

何时了”形成了内在的呼应，体现了作者

由对立走向融合的终极价值取向。

毋庸置疑，对于《讨债记》里的系列小

说，“商业” 不仅是其描写的对象和贯穿始

终的叙述背景，而且还成为一种叙述路径，

是作家藉以观照众生世相的特殊窗口。 在

这一商业视阈下， 王手不仅看到了温州皮

鞋生意场的乱象及变迁， 也同样看到了婚

恋、金钱、城乡等元素在商业化浪潮下的盘

根错节、对立融合。 他游刃有余、嬉笑怒骂

于其间，既以诙谐笔调嘲讽市场弊端，也以

温情姿态品味人间真心， 其作品总是沉甸

甸的，载满了生活的甜酸苦辣。

伴随一缕淡淡清风的沉思

———评东君的小说

东君的小说是现代的。 他的现代埋藏

在对传统的深刻认知当中。 笔下既有《拳师

之死》这样经典方式的，也有挖掘传统建构

的《苏薏园先生年谱》这样年谱体的，《阿拙

仙传》这样传记式的，以及《听洪素手弹琴》

这样分为 AB面叙事的等等。 因而，他的小

说文体呈现形态多样，充满创新追求。

中篇小说《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对宗教

文化的叙事清幽淡远， 寓意与象征十分明

显。 作品从房地产商姚碧轩旧历年衣锦还

乡前，去报恩寺写起。 姚碧轩一手出钱，将

梅林禅寺推倒重建，他回到姚宅，原本是要

过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病后才有功德

圆满的感觉，离开福德林的尘世，却找到了

自己的世外桃源。 由姚碧轩，作品引出并浓

墨重彩地描画了聪辩法师的形象。 聪辩法

师是个会读《圣经》的和尚。 聪辩法师劝慰

姚老板的那段对话，“心地光明， 处处都是

桃园”，以及“你我生来都是过客”的说辞，

让我们看到一个智者的形象。 而康熙年间

所立石碑的预言，“三百年后， 此庙必当重

兴”，更有着相当神秘的味道。

东君对佛理有深入的思考和理解。 可

他似乎着迷的不是宗教本身，更多的是对

人自身的思考。 市场和商品经济的飓风长

驱直入福德林，姚老板把这里变成了世外

桃源般的别墅。 而一批原住的失地老人又

试图争回一块地来耕种， 怀恋曾经的家

园。 家园在每个人都是深深的向往。 也正

是这个转换过程中那些深刻的变动，让东

君十分关注。

东君有讲故事的能力和耐心， 他的写

作不是那么直接和草莽， 甚至是有点遮遮

掩掩地传达着真情。 突出的佛陀世界正成

为一种感情表达的通道。 佛教向基督教的

靠拢和融合， 传导的是一种生活和对生活

的态度。 而且环绕人物的生存环境都非常

的清幽恬淡。姚宅的人向来不信佛。邻村尚

梅村民风淳朴。 以杀牲为业的李屠出身种

梅世家，有一手切肉的绝技。 现在杀牲、种

梅两不误， 以至于成了福德林花木工程负

责人。 人物身份的转化，以及着墨不多的对

出家人裴头陀、 郑头陀尘世情感的淡远描

摹，体现的正是作者的理想与现实态度。

《听洪素手弹琴》似乎涉及人格叙事，

这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命题。 小说从徐三

白奉老师顾樵之命，由京城带着一张古琴

赴上海看望师妹洪素手开始。 老民居，各

式各样的蜘蛛侠玩具和图片 ， 公司打字

员，这就是现实中没有尘土气息的洪素手

的日常生活。 琴有九德，古琴曲同样是高

雅的，弹奏需要本心。 洪素手的确跟那些

庸脂俗粉都不一样。 但高雅在庸常的现实

中总是碰壁。

老师顾先生却不同， 常常抱琴外出，

到退休官员唐书记家献艺。 面对唐书记的

儿子，那个会用英文背《孝经颂》，有钱就

耀武扬威， 在外面包养了一个 20 岁小姑

娘的生意人 ，他随声附和，已经没有了自

我。 只有在听洪素手的琴曲时“在黑暗中

默默地流泪”，把持自己的传统初心。

倒是民工老乡的小瞿不善言谈，下得

一手好围棋，因琴曲和洪素手结缘。 在唐

老板酒后欺侮洪素手之时，他风也似的冲

过来，击中唐老板的下巴，拉着洪素手跑

开了。 在上海，小瞿做了为高楼擦窗的“蜘

蛛侠”，却不幸从高空坠落。 小瞿的离世让

洪素手万分伤情，带着爱亦远走他乡。 透

过东君宁静淡远的叙述，我们感到，在强

大的现实面前，高雅纯洁的美显得那么脆

弱，甚至无能为力。

另一篇很有趣，又值得深思的作品是

《范老师，还带我们去看火车吗？ 》。舒展的

春夏秋冬的叙事结构首先将我们带入了

菊溪仿佛凶杀案的现场，呈现出日常性中

的人性。 这远离城市的乡野本来有着醉人

的自然风光。 随着时光变化，这里发生了

很多极平常又不平常的事件。 故事的核心

是外界对淳朴乡村的入侵与影响。 范老师

带学生去仙桃乡出游， 看途经的火车，这

看似孩子们的节日， 其中蕴含的矛盾和

“危机”也是不言而喻的。 范老师被抓了，

显然他不能再带孩子们看火车。 小说与读

者一起，对现代化进程深深忧思，对乡村

传统文明淡淡地怀恋。

东君是一位有情怀的作家 。 他深知

“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 而风格和结构

才是一篇作品的精华”（纳博科夫语）。 所

以，东君的小说越过简单的直逼思想的叙

述模型，通过乡野、人性、江湖、佛陀等多

个视点， 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认

知，透过淡淡的叙事风格，及人物形象丰

富的隐喻性，将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审视

高度。 这些也正成为我们深入理解东君小

说的通道和极大可能。

郭梅

新作聚焦

对于 《讨债记》 里的系列小说，

“商业” 不仅是其描写的对象和贯穿

始终的叙述背景，而且还成为一种叙

述路径，是作家藉以观照众生世相的

特殊窗口。

刘树元

东君的小说越过简单的直逼思

想的叙述模型， 通过乡野、 人性、江

湖、佛陀等多个视点，表达了自己对

世界的理解和认知，透过淡淡的叙事

风格， 及人物形象丰富的隐喻性，将

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审视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