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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叙事的诗意与深情
———“海飞谍战世界”小说读记

从《麻雀》《捕风者》《惊蛰》到

《唐山海 》《棋手 》（与赵晖合著 ）

《醒来》，海飞的“谍战深海”系列

正在漫漶延展为一个由特殊年

代、 系列人物和特定城市生活勾

连而成的“海飞谍战世界”。 在这

个世界里，交织着忠诚与背叛、存

在与毁灭、情爱与幻梦；有战争的

血火、伟岸的英雄，也有高蹈的理

想、忠贞的信仰；有壮阔诡谲的历

史，亦有朴素绵密的寻常日脚。

海飞的谍战小说日益风格

化，也渐趋体系化。 依托于重庆、

上海、哈尔滨、天津、南京等城市，

海飞建构起了“谍战世界”的地理

谱系。这些城市是故事的容器，也

可以说就是小说本身。 他力图写

出特定年代城市的肌理、 味道和

气质，因此，每一条街道、每一栋

建筑，花草植物、日用饮食 、风俗

物什都需要具象而准确。

在当下的历史小说中， 我们

已经很难看到这种坚实有力的书

写。 材料的虚假、细节的虚浮，正

在瓦解小说的真实感。 而海飞无

比重视小说物质外壳的建构。 他

的谍战小说尽管彰显出丰饶旺盛

的想象力， 但却是以实证精神为

支撑的。 其作品内部有着坚实的

物质感、逻辑性，人物性格变化、

命运演进都依循严密的逻辑线

索。 海飞小说中这种强大的逻辑

性、写实性和真实感，也是作品改

编电视剧后还能获得成功的关键

所在。

一

《惊蛰》 写的是重庆和上海

的双城记， 故事从 1941 年冬天

开启，主要人物明里暗里都有双

重甚至多重身份。因应了两座城

市截然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小说

人物所担负的不同身份和立场，

也时常在人物的内心世界撕扯、

冲撞。

主人公陈山的出身是 “包打

听 ”，和宋大皮鞋 、菜刀 、牙医刘

芬芳等都是上海街头的小混混 ，

日后他却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特

工。 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加映衬

出他性格中顽固的理想主义和

柔软的内心，也使得这个人物形

象张力十足，可以承载很多精神

性的质素。

出于一个戏剧性的原因 ，陈

山被日军特工头子荒木惟打造

成了军统特工肖正国，从此有了

双重身份，在重庆和上海两地穿

行 ； 肖正国的新婚妻子是余小

晚。 隐藏极深的叛徒费正鹏，当

年害了余小婉的父亲余顺年，又

深爱着余小婉的母亲庄秋水，所

以像照顾女儿一样关照余小晚。

陈河和唐曼晴是恋人，陈河化名

钱时英 ， 公开身份是大药材商

人，实则是中共党员。 唐曼晴是

中日混血儿，她的家国认同本来

是模糊的，但是对于爱情却很疯

狂执着； 张离在军统里工作，真

实的身份却是中共党员。费正鹏

安排陈山和张离作为情侣出逃

上海，当双面间谍。 钱时英是张

离的上线 ， 也是张离真实的恋

人。 人物的名字，早早透露了人

物日后的命运，他们命中注定一

次次离散， 直至最终生命陨落，

离开这个离乱的世界。

简单梳理就会发现 ，小说中

的人物彼此间有着剪不断、理还

乱的情感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

如同一张巨大的网 ， 兜起了亲

情 、友情 、爱情 、同志情 、战友情

等等不同类型或者说难以归类

的情感。“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

娘。 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

敢上墙。 ”这几句歌谣在小说中

反复出现 ， 凸显江湖义气的同

时，也浓墨重彩地张扬了社会底

层青年的仗义豪情与朴素单纯

的爱国热忱。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自带

前史 ，怀揣着各自的秘密 ，彼此

走近的过程，也似一个猜谜的过

程。 陈山和张离的相识，便暗藏

机锋 。 张离会通过陈山做菜放

糖、放盐的细节来辨识他的真实

身份。 在这第一次交锋中，陈山

就败下阵来 。 俩人的对话极简

省 ，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但是

该有的铺垫却一句不少。 海飞写

人物对话的特点是， 对话分行，

不用冒号 、双引号 ，只简单的几

个字，没有大段的独白和交代性

的语言。 他像写诗一样，写人物

对话，简截、精炼、准确、有力。 对

话没有冗余，意涵却很深厚。 在

现实时空之外，还指涉着人物的

心理时空。 前史与当下互补，插

叙与补叙交错， 情节滚动向前。

人物的想象、回忆以及心理活动

与现实的故事情节叠印，时空跳

荡，虚实相生。 这种既实且虚的

写法，使得在主干故事线索之外

进行大段留白成为可能。

饶有趣味的是，在快速推进

故事情节之余，海飞还有兴致和

耐心进行景物描写 ， 着墨虽不

多，却往往能营构出一重有意境

的空间。 这有点类似日本庭院营

建中的枯山水，在狭窄局促中铺

展丰富的寓意 ，亭台楼阁 、松风

竹海、 星辰大海的象征点染，充

满了智趣和禅意。 于是乎，在小

说故事情节之外，还能咂摸出另

外一重诗意和味道 。 讲究留白、

章法和布局，是海飞“极简叙事”

的显著特点 ，也使得 “海飞谍战

世界 ”系列小说篇幅虽短 ，但是

故事容量、情感密度和思想蕴涵

却远远超出文本的体量，呈现出

一种更为宏阔辽远的精神气象。

二

在“海飞谍战世界”小说中，

作为革命者形象存在的主人公都

有着各自的职业身份：包打听、电

影传译 、裁缝 、铁匠 、理发师 、厨

师、教师、棋手等等，诸如此类的

行当无不与最平凡、最琐碎、最世

俗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 海飞抛

却了既往 “宏大叙事” 的伦理理

念， 放弃了启蒙主义精英写作立

场， 开始重建虚构叙事与日常经

验的关联， 从极端状态下崇高壮

丽的美学追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

诗意找寻；将“人的历史”与“历史

的人”并置，既书写了国家、民族、

政党、 阶级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

的政治斗争和血肉横飞的激烈战

斗， 也描绘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

和自觉性，兼顾到了“人生安稳的

一面”与“人生飞扬的一面”。

海飞的小说将“极端经验”与

“日常经验”融合得自然、恰切。他

像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 不用铁

钉， 不用胶水便可以将传奇故事

与现实生活巧妙且不着痕迹地揉

合为一体， 在榫卯交接之处我们

看到的是大量的细节。 这些鲜活

生动的细节自然离不开对历史的

寻访与研究， 更源于作家少年时

代的记忆。年少的海飞，拥有许多

睡不着的夜晚， 他从外婆家打开

门溜出去，手持一根捡来的短棍，

划着路边的围墙走入上海迷宫般

的大街小巷。 他小小的胸腔里装

满了整个的上海， 这些角角落落

后来都在他的小说中一一复现。

米高梅舞厅、基督教鸿德堂、凯司

令咖啡馆、沙逊大厦、大世界游乐

场、 九星大戏院……小说中的人

物， 就生活在这些海飞记忆中熟

悉的“老地方”。因熟悉而亲切，因

亲切而敏感，因敏感而多情，绵密

的细节如水般流淌， 夹杂着种种

熨帖心灵的奇异比喻， 持续冲刷

着苏州河古老而浑浊的河道，泥

沙俱下的情感纠葛和人性隐秘，

最终在读者的翻检中重见天日。

换句话说， 海飞讲述的传奇故事

是镶嵌在他对日常经验宽广且厚

重的描摹基础之上的， 这种生活

化的谍战叙事颠覆了我们对于

“日常经验” 缺失的习焉不察，并

且从审美层面重新唤回了我们对

生活本身的敏感和热情。

《捕风者》 的故事发生在上

海，女主人公苏响的生命中，曾经

有过三个男人、三个男孩。然而最

后，留在她身边的，不过是一张合

照、一枚金戒、一只金笔……苏响

原本是个只想过寻常日脚的小女

人， 革命于她而言更像是丈夫留

下的遗物， 清晰地存在却只是个

念想。 与其说是残酷的斗争将她

锻造成了革命的战士， 不如说是

对安稳家庭生活的渴望和对寻常

日脚的依恋促使她一点点成熟起

来、变得坚毅而果决。 三段感情、

三个丈夫、三个孩子，对一个标准

意义上的革命者、 或者女特工来

说似乎有些不可想象， 但在小说

中， 苏响永远是女人的形象大过

革命者的形象。 一个女人对情感

的执着、对丈夫的忠诚、对孩子的

挚爱， 都被海飞纤毫毕现地完整

记录在案， 以此最基础的生存本

能来隐喻最高蹈的革命精神。 海

飞将一个“女特工”的英雄事迹还

原为对一个传统女性心路历程和

情感世界的钩沉与复现， 说到底

体现出的是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

的敬意。

从文学史来看， 或者仅就阅

读经验而论， 构成小说主流的其

实是与日常经验叙事相对立的、

以重大事件为观照对象的宏大叙

事传统。然而社会历史转型期，宏

大叙事向日常叙事的转变， 这是

人们返身于日常生活中寻找恒常

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方式； 或者从

琐细的日常现象中解构传统生命

价值观， 从而确立新的价值判断

的一种突围。 海飞擅长在这种日

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 对人

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

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

三

《棋手》的故事依然发生在上

海， 不过很多场景被设定在一家

叫做“大光明”的电影院里。 小说

的主人公是一个少年， 名叫贺羽

丰。 他既是大光明戏院英文电影

的同声传译， 同时也是个象棋高

手。 他还与姐夫在苏州河畔一起

打理着一家茶楼。 重庆军统提出

向我党借人， 以贺羽丰摆擂台赌

棋的方式吸引投敌汪伪的叛徒、

象棋迷李寻烟来茶楼并实施刺

杀。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寻烟现身

时， 贺羽丰方知此人竟是父亲多

年前的救命恩人……贺羽丰陷入

彷徨与纠结， 但历经情感的磨难

和思想的变迁之后， 他最终成长

蜕变为坚定的抗日青年。 海飞迫

使自己跟着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

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他笔

下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很大的自

我生长能力，因此，真正推动海飞

小说向前发展的， 不是作者的写

作意图， 而是充盈于人性和事件

里的那种深刻的情理。

在“海飞谍战世界”小说中，

海飞写了大量的人物情感， 但却

几乎不写情欲。 在他的小说中 ，

我看不到肉感的笔触。 他的叙事

围绕的始终是精神性的存在。 海

飞对于优雅、 高贵的文学气质有

着一种自觉而坚定的追求。 他对

庸俗与粗野抱着一种对抗的意

识，即便是最卑微的身份、最严酷

的境遇，他都试图彰显人的尊严、

悲悯和爱。 即便是小说中的反面

人物，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军统特

务、地痞流氓，最终都服膺于对优

雅、文化和教养的尊崇与敬意。

整体而言， 海飞属意的是氤

氲着烟火气息的日脚， 牵念的是

纠结于俗世凡情的肉身， 探寻的

是承载着理想信仰的灵魂。 他的

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

和命运轨迹而狭窄， 却因为写出

了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和命运流

转的悲悯痛感而绽放出了独异的

光彩，这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

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 ，

进而抵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

傅逸尘

海飞的叙事围绕的始终是精神性的存在，他对于优雅、高贵的文学气质
有着一种自觉而坚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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