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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叙述与史诗叙事
———读小说集《六如偈》兼谈葛芳小说的艺术特色

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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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软椅垫的女人》中，莫泊桑展示

了强大的写人能力 ，轻盈 、完整 、动人 ；

卡佛则偏爱通过像 “羽毛 ”那些具体的

意象捕捉人物隐秘模糊的灵魂形象 ，抽

象 、跳跃 、粗糙而尖锐 。 面对现实的百

态 ，前者呈现出了作家面对世界强悍的

理解 、解释能力 ，对生命所具有的那种

知识性的智性阐释 ，而后者则醉心于个

人日常中的不确定的 、常常被挤压 、被

忽视的精神地带 。 如此对比 ，并不是为

了讨论小说技术的 “古典与现代 ”历史

的艺术区隔 ，时至今日 ，“莫泊桑 ”和 “卡

佛 ”可以理解为小说的两种旨趣与气

质 。 遍布作品中的困惑之声足以说明

莫泊桑在此时的难度 。 分工协作精细

化的城市生活 、高等教育的推行以及技

术文明的后现代演进使得人们对于世

界的认知过程 、状态像视频软件中满屏

而过的弹幕 ，不断消解 、多重质疑 ，难于

莫泊桑式的总体理解 。 寓言取代故事 ，

读者对生活的迷惘 、焦灼甚至失望 、受

挫将更多的艺术趣味引向了雷蒙德·卡

佛式冷静的旁观 。 葛芳却属于莫泊桑

式 ，她的作品显示了打量的耐心 ，反手

一拍 ，对那些令人羞涩又真实存在的隐

匿情感细腻地体察并给以善意的理解 ，

在写实的重重困境之后往往出其不意

地孩童化角色 ，像是对于人生百况的苏

式包容和卑琐人生的宠溺式宽容 。

2018 年葛芳出版了她的第二个小说

集《六如偈》，一共收入《猜猜我是谁》《六

如偈》《去做最幸福的人》《天色青青》《听

尺八去》《伊索阿索》《杂花生树》七个中

篇，将一众走神的普通男女生活写在了市

井之中。 生活人物取代现代小说以来的

理念的、功能性的角色人物，烟火气消解

了主流文学惯常精英话语的智性启蒙与

理性批判，彰显出葛芳具有标识性的个人

审美风格。 《猜猜我是谁》中，宋云晚饭后

下楼扔垃圾，街角闪过的一个影子没有预

兆地勾起了她对前夫的思念，接着我们就

看见了宋云的中年生活。 对正在继续的

正常生活的“走神式”打断往往成为了她

叙述的起点。 那些突然走神的人物经由

她的创作，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在成年生活

中任性出逃的儿童。 宋云开始执拗地寻

找前夫的踪影，费力在生活中重建联系，

馄饨摊的年轻夫妻、丈夫、姑婆———每个

人物在这一虚构的过程中都具有了多种

可能性，他们像是被重启，然后就有了新

的生命欲望和生活兴趣。 虚构重构了主

人公的生活，当宋云真实的生活以问题的

形式再现于小说中宋云正在被叙事/虚构

的生活时，棱镜的效果形成，宋云具有了

不自知的双重身份。

原本宋云按部就班的生活和由一个

偶然开拓的另一条质疑的、较劲的甚至委

屈的情绪暗流，随之引发了各种复调的

“困惑”，三条并行的线索在被作家虚构了

的新的生活中，通过人物狂欢式的越轨侧

写出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禁欲式的封闭、

压抑以及生命的损耗。 层层叠叠的精神

空间得以形成，它们交叠缠绕复活着既有

物质空间中被各种惯性、道德、生活压力

规训了的普通男女。 其实，葛芳的人物很

少具有真正的反思生活的能力，或者说精

神性的判断的兴趣与习惯，情节之后，这

样的人物捕捉似乎又在表明作家“不打

扰”的自觉，将那些偶然投放在作品中，轻

轻地拨弄生活中普通又普通的男男女女

之后，她轻轻告别。 写作对于精神空间的

开拓既没有导向有关生活伦理秩序、道德

情感以及时代话题，也没有任何试图改变

人物命运的意志，虚构中的这种艺术开拓

和暂时性搁置，使得葛芳的创作既有着明

显的“70 后”作家印记，又彰显出独特的

艺术审美旨趣和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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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性” 是理解葛芳和她创作时代

的核心词。 1990 年代末“70 后”一代作家

进入文坛时，又一个时期的探索已先于他

们而被打开，他们成为新历史空间中的第

一代写作者。不同于文化语境中提早出场

的前辈们，私人话语成为这一代写作者的

共同选择。 无论是自我的驻足、迷思或是

生活的细语， 还是中短篇的异常繁盛，他

们的声音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中很难再

产生某种类似文化权力的威声。破除了文

学形象的集体性代言功能，审美兴趣以及

创作材料、以及更为宽广的发表环境等等

将作家们导向不同的创作境地。

或许是葛芳以大量的散文写作安顿

材料与情感，她的小说写作并停留于未材

料的“碎片”和情感的“尖锐”，在“私人”的

故事中写出了温婉的“柔情”。郁湖珍生活

在 《天色青青 》中 ，仍然是葛芳式的开头

“经过公园的时候，郁湖珍挎着菜篮子，结

果篮子被扔到树底下。 那里，男男女女欢

快地在跳着露天交际舞。”人物哀而不伤，

郁湖珍也是这样， 一连串动作： 经过、挎

着、扔、跳舞、跨前、退后、应承、别过脸、听

见———小说打开了她下岗后日复一日的

家庭生活。

小说里的郁湖珍大概已不很年轻，念

初中的儿子调皮又恋母 ， 老公出轨又无

赖， 操持家务的郁湖珍在广场舞的队伍

里借着高大丰满有心无心地期待着一些

隐秘的柔情蜜意。 儿子的调皮、老公的出

轨———然而作品并无兴趣理论地探讨 ，

不问题化生活。 种种艺术打量之后，耐着

性子浮光掠影， 葛芳往往写出生活复杂

又单纯的样貌。 不必大惊小怪，不过是最

普通的一家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怕的不

是平庸 、贫困 ，而是意外的偶然 ，大的小

的，都有可能将他们引入危险的境地，甚

至将他们吞噬。 也就是在这些细碎的重

建与驻足的篇目中， 葛芳给我们看到了

她对于普通人生的固执追问。

写低，有可能是精英视角 ，情怀 、风

格 ，葛芳不同 。 她笔下的 “小人物 ”，像是

水底的鱼 ，但却不神秘 ，盯下去是那些

被认为无益的 、被过滤的琐碎情绪和卑

微状态 。 你很难说这是一种视角 ，或者

情感 。 但是作家 “放手 ”那一瞬 ，悲悯情

感扑面而来 ，理解和同情不动声色又力

透纸背 。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低地漂浮 ，

情感上的净化与悲剧的效果相似 。 我们

没有悲剧的概念 ，葛芳小说中的 “净化 ”

也不同于尼采对于古希腊的考古式知

识观察和悲剧认知 ，是对于中国民间生

活另一种认知 ，一种对出自于生存本能

的 、充满着生存智慧的经验近距离观察。

精心打开，重重虚构，而后如何告别。

陌生电话里几次三番的“猜猜我是谁”，像

是所有悬在陷入自救之漩的中年人们面

前那一似有似无的诱饵，也像一个恶作剧

式的游戏，一路下来，在拒绝或冒险的选

择困难中，小说写得一派天真无邪。《去做

最幸福的人》里，面对儿女们的重重围攻，

老头想出了带女友“私奔”主意。 女子在

《杂花生树 》里，最终下了火车，孩子气地

不跟你玩了，她去哪，可能她还没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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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的痕迹遍布在葛芳的作品中，她

的人物普通却又异常倔强 ， 有时近乎强

悍，面对这样的人物，“童趣”式观照本身

就是一种艺术的能量， 这种能量内含着

作家对人物的退让。 以《六如偈》命名，这

部小说集表现出作家对佛道之大乘与逍

遥的别样兴趣。《坛经》里写道六祖惠能开

悟，“忽有一客买柴， 遂领惠能至于官店。

客将柴去，惠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

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明便悟”。“一切

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

是观。”修行人不仅要学会观，还要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小说

中的人物修不上去，他们浮沉在世间 ，经

历、 感受， 努力的是人世间的 “无中生

有”。同名中篇《六如偈》围绕同玄古镇的

评弹演员桂月写出了一组生命中的 “聚

合离散”。 桂月与陈家洛有名无实 ，与丈

夫王老板最终离婚， 与市长一段孽缘屈

辱受伤 ， 再婚汪道士一死一伤———小说

结尾再写桂月“绕绿堤，穿花径”，台下看

着师傅演独角戏时回想自己初学评弹

时，她仿若在人家“渡”过了一世。

作者史诗叙事的欲望随之奔涌。桂月

的故事不再单纯是一个普通人的野史风

云，镇上古戏台边上的现实人事，点缀在

这条胭脂街上的评弹书院、 云川书店，还

有装裱店，卖肠肺汤的小吃店———既像是

历史的年轮记忆， 又现实地占据着空间。

小说写的就是这些活在此时的、 真实的、

物质空间中的男女老少，同时因为空间有

了时间的纵深， 人事过往具有了重重回

声。 书店、评弹、装裱、佛道，核心是戏剧，

所有的时间的、空间的、物质的、精神的最

后都是进入舞台， 编入戏剧 ， 再经人传

唱。 戏曲吸纳、记忆、保存人间的悲欢离

合，最后沧海一粟，浓缩生命的能量 。 作

品结尾 ：“她记得师傅说 ：‘要舒一舒胸 ，

叹一口长气，这韵味儿就成了。 ’”佛家如

是观，“无所住，生其心”，渡是根本。葛芳

在她的写作中 ，借用了《金刚经》中的偈，

不像是满足于自渡，她像是要借点力量普

渡、渡人，面对她的人物，作者已不再是宽

容式的理解，她写着他们的苦痛，坚持不

交代他们的解脱与自如，这又体现了葛芳

的不妥协。 生命的消损之下，所谓“渡”在

这里不是自渡，不是修行，不是为了摆脱

苦痛，它是一种前世今生、悲欢离合而后

低吟着的对生命的悲悯。

那些流逝的 、 消损的生命常常以更

大的实在形式存在于小说的精神空间

中 ，颠覆了情节的主次 ，虚构逆袭了写

实 。 葛芳没有因循 《西游记 》以来小说中

道士的角色化反派 ，她写汪道士 ，像汪

曾祺看庙里的大小师傅 ，平常心外又多

了一分有经验的信心 。 当汪道士最终阴

差阳错坠窗而亡时 ，整个小说集冷风嗖

嗖 。 那种道德判断的节制 ，在很多地方

显得紧张而脆弱 ， 但她还是坚持着 ，极

力建立叙事的空间 ，如能工巧匠似的在

这些故事中写出山水写意画般的审美

愉悦 。

她的很多小说都在化解中年人生重

重“加法”下的疲惫，她写他们求助于空门

法器还是干脆效颦道家的逍遥，却片刻出

世不得。 这其中要数《伊索阿索》另辟蹊

径，它通过主人公简春华直写“减法”。 主

动作减意味着生活里的贫瘠、溃败 ，于是

小说中的阿珍，就像是作者有谋略地派给

简春华，然后一重一重补偿给他，最终一

笔外财，阿珍与前夫离异，她怀着简的孩

子，一个简多年求而不得的小孩。 简春华

遵照协议替人入狱半年时，阿珍肚子里的

小点点已经开始日夜不停歇地生长，小说

的结束是他们可期待的新人生的开始。这

样一个求之不易的、 正在来临的小生命，

鼓舞人心。

她的人物不完美、 情节生活不理想，

结局含着一口生活艰难的叹气。读者都朝

前走，盯着荧幕上的光影，她却只写后面，

那些写了也拔不高的暗影， 气味含混，好

像我们甩不掉的影子、抹不掉的龌蹉和永

远失去的童年。在今天这样一个光芒四射

的写作时代里， 葛芳的创作不是快消品，

无论是作品还是写法。

葛芳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获江苏
省紫金山文学奖 。 鲁迅文学院十九届中
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 小说多次被 《小
说选刊 》《小说月报 》《中篇小说选刊 》转
载 。 出版过小说集 《纸飞机 》《六如偈 》。

现居苏州 。

如果我们将莫泊桑和雷蒙德·卡佛理解为中短篇小说的两种审美阵营，那么葛芳是莫泊桑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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