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见而描绘”

项静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与限制

鲁迅说文学有揭出病苦，引起

疗救注意的功用，在严肃文学中已

经很少有这种短兵相接的 “问题”

讨论，情感幽微和技术试验 ，乏味

的高级感和史诗的模式粗糙并行，

文学熟悉的机制有时候自成一体，

搭建起指摘批评无法掀起的帷幕。

非虚构写作的命名与兴起是在当

代写作的世界另开一桌，刺破虚构

写作的种种隔阂，执着于重建文学

与现实直接紧密的关系。虽然它甫

一开张，也埋下了先天不足仓促上

阵的种子，但它的活力与能量恰恰

能发挥度量衡的作用 。 《书经·舜

典》中说：“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 ”度量衡在日常生活中用于计

量物体长短 、容积、轻重的物体的

统称，非虚构写作承担了度量我们

置身其中的社会的作用，透过它可

以蠡测社会的世变时移，及其打在

个人身上的印记，世变时移中的情

感指数， 甚至精神与物质的重量、

容积和气味。

非虚构写作的必要性，在当代

中国的语境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

对现实的介入精神，它直面人心与

社会问题，聚焦以引起社会和读者

的关注。在文学写作中看见、观察、

调查、透视、凝视等与眼睛、心灵有

关系的词汇，是写作实践发生的重

要前奏，在非虚构写作中 ，看见和

介入合二为一，写作行为变得更为

主动和积极，它的写作伦理中有让

不可见者、无声者、沉默者、弱势者

被看见的特质。非虚构写作中的看

见，是把我们的视线从光鲜亮丽或

者虚浮霸权的意识中挪开眼睛，转

向常被忽视和压抑的区域，美国作

家特雷西·基德尔在 《非虚构的艺

术》一书中称之为 “转向那些在其

他情况下不为读者所知的写作对

象，这一类写作照亮了社会。 ”

2020 年有两部非虚构作品因

其所看到的社会问题和青年群体

引人注意。 黄灯的非虚构新作《我

的二本学生》把“看见他们，看见更

多的年轻人 ” 作为一个在场者记

录的开端，田丰、林凯旋的《岂不怀

归 ：三和青年调查 》是另一种 “看

见”，作者在自序中说，三和青年的

出现令研究者“眼前一亮”，作者清

理了写作中的猎奇心理，不是说发

现了研究的曙光，而是去探寻将来

如何面对和解决底层社会问题。在

这两部非虚构作品中除了明确的

关注点，我们还可以看到具体时空

中具体的青年生活，作品以叙事者

在场的讲述视角讲述他们独特的

个人故事。在故事和他们的生存状

况背后是写作者的“问题”，是写作

的缘起和作者提请社会的注意的

方面。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来自

于个人在二本院校教书的工作经

验，以此作为切入青年生活和高等

教育的一个角度 ，“他们和无数普

通青年的命运，有着更为深切的关

联”， 通过二本学生而描写二本学

生背后的家庭、 地域和现实处境。

《岂不怀归》的问题则更集中，作品

以深度调查的方式呈现都市生活

中消极抵抗青年的衣食住行和精

神世界。

一

二本院校的学生和三和青年

都是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在写作者

视野中的 ，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解

释，群体指向在具体时空中从事某

种或某些共同活动的人。由于群体

成员从事着某种内容和形式一致

的活动，于是会在共同的空间或者

时间内表现一些群体心理特征 ,如

需要、兴趣、生存法则、价值取向 、

舆论影响和群体目的等等，群体成

员间可能出现诸如亲疏、竞争的关

系和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但由于

个体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的前

历史和成长背景，彼此之间有着差

异。 《我的二本学生》中的二本学生

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与更加精英

化的清北复交和 985 院校学生比，

这些学生没有优越的出身，在社会

地位和未来就业图景中天然地处

于弱势位置，而这恰恰是大多数年

轻人的命运，黄灯在前言中说此书

意在讨论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

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与可能，

“面对青年成长、命运和去向，打开

一个青年群体隐匿的生命境况，是

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

史。 ”《岂不怀归》选取了极速发展

的社会中脱落的青年群体，作者给

予他们的描述是 ：“他们试图抵制

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

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

个可以替换的零部件，而是想去做

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

活出理想中的模样。 在缺少技能、

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

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

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躯壳。 ”

对群体生活做出描述是有难

度的问题， 王安忆谈小说创作时，

提出一个“生计”问题，她认为好的

小说应该对作品中的生计问题有

合理清楚的表现和意识。她称上海

的市民作家李肇正为“我们生活的

这座城市里真正意义上的并且无

可替代的底层平民生活的叙事

者”，因他的作品不唱高调，没有花

招，忠实于自己生活。 李肇正的小

说《城市生活》写一对夫妻九十年

代买房的故事，好像每一分钱都有

来历与去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饮

食男女各自为生活而奔忙，而人物

思想都是从“生计”中提取，是以做

人最基本的底线来维持的生存价

值为基础的思考。很多文学作品在

“生计”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思想和

精神问题表达上是失职的，它们以

审美诗意、宏大思想 、试验探索等

名义轻巧地越过了这一问题，其实

也是越过了认识和理解生活的困

难。在这个问题上非虚构写作以真

实的诉求和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

研究，回到了文学这个朴素的本初

支点。《我的二本学生》首先考察的

是广东 F 学院学生的毕业境况，他

们的日常通勤， 租房的地段价格，

日常消费娱乐、交际甚至如何修饰

自己的蜗居，当然还有可能的发展

路径和内心图景，这个部分基本属

于“生计”问题，精神和心灵的部分

也很难拔地而起，都是紧紧贴着生

存底线的基本曲目。《岂不怀归》最

令人震撼的是对这个群体 “生计”

问题的清晰处理，在精确到一日三

餐 、住宿 、电话 、衣服等价格的清

晰日常生活消费表格中 ， 我们看

到了他们如何维持着最低限度的

需求 ， 而群体的精神规格也被可

信地度量出来 。 他们大部分都是

“90 后”和“00 后”的农民工，身上

有明显的新时代烙印 ， 成长过程

中家庭负累和压力较小 ， 他们家

庭责任被缩小到最低 ： 能够自己

养活自己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已经

是极大的满足。 在社会层面，所受

教育和环境的开放使得他们有强

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 ， 遭遇

不公平的对待 ，比如克扣工资 、工

作环境差等情况时 ， 虽然因资源

话语权缺失而效果甚微但会主动

维权 。 这些合力导致了一种在大

都市里的新的抗争模式。

二

黄灯为 “二本学生 ”建立了清

晰的时间和代际的维度，她以湖南

1995 ?普通二本学校与 2010 年

广州二本学校的毕业就业状况做

过详细的对比。 前者以“70 后”为

主，大学生活基本改变了他们的命

运， 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

在城市扎根安居 ；后者以 “80 后 ”

为主，整体而言 ，他们对自己的就

业状况较为满意，尚无强烈的通过

文凭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的愿望。

“如果将我的 ‘70’后同学 ，叙述为

幸运的一代，那么，我‘80 后’的学

生 ， 同样享受了时代夹缝中的光

芒。 ”而“90 后”的大学生则有结构

性整体性的转变 ，考证成风 ，学生

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

各类考试牵引，学生根本没有条件

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

己的专业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学氛

围， 在极其强烈的结业压力下，越

来越像职业院校，“丧”“无感”“低

欲望”成为亮眼的标签 ，贴在这一

代人身上。

在社会属性上，他们是二本学

生或者普通青年，但相对于他们的

原生家庭来讲，这些学生又都有自

己细密的成长谱系，他（她）可能是

第一个逃离者，是集全家和村庄希

望的跨过高考门槛的优秀青年。在

宏观的对比和生活描述后 ，《我的

二本学生》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故事

上， 作品中对黄灯带的 062111 班

做了扎实详细的记录。在对这个班

学生的去向做整体追踪时，她发现

迎新时的第一眼印象几乎对应了

他们毕业后的基本流向。在迎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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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

必要性， 在当代中

国的语境中很大程

度上建立在对现实

的介入精神。 与此

同时， 它也暗和了

艺术粗糙化的趋

势， 其得之于 “生

计”的事实，也失之

于“生计”的真相，

缺少越过具体研究

对象的进一步注解

和描述。

輥輮訛

动上， 有四个学生给作者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单纯略带娇

气的女孩，家庭优越，父母有着很

好的职业和生活， 父母向老师抱

怨宿舍设施差； 一位性格独立长

相英俊的男孩， 大不了几岁的哥

哥送他来报到， 适应社会的能力

较强；戴眼镜的斯文男孩，有庞大

的家族送行团，家庭和气幸福，个

人性格淡定从容落落大方； 朴实

懵懂的女孩，出身农村一般家庭，

带着不自然的神情。 在之后的学

校生活中，第一个女孩家庭优越，

性格温和讨人喜欢快速融入集

体， 独立男孩适应能力强成为班

干部，大方男孩出身教师家庭，各

方面素质和修养强， 最后一个女

孩默默无闻，淹没在人群中。 黄灯

发现在这四个孩子中， 除了第二

个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 凭个

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

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

制于一种无形的魔力的牵引。 第

一个女孩父母早早安排了出路，

念书只是去拿入社会的进场券；

第三个男孩在教师父母的帮助下

毕业后回家考了公务员， 在父母

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 无忧无

虑；第四个毕业后悄无声息，辗转

多个城市，换了多份工作，独自承

受着生活的漂泊和考验。 《我的二

本学生》 的优点是丰富扎实的生

活记录和个人故事， 但在纵向的

历史对比和具体的横向参照之

后， 作者得出了一个并不新鲜的

结论， 在群体命运变迁背后是分

化的加剧及其越来越固化的危

机。 与此相比，作者对大学教育的

审视更深刻和令人触目惊心，学

生就业愈来愈被个人实际能力以

外的因素所左右， 教育的实际功

效在递减， 这是来自高校教育从

业者的声音。

相对于《我的二本学生》中群

体的分化，三和青年却是高度统一

的，这是一个失去进阶机会和动力

的群体。 那些打上“丧”和“低欲望”

标签的二本学生与三和青年的距

离并不遥远，后者可能就是部分前

者背后的地缘和亲属群体。 《岂不

怀归》大量篇幅都在描述三和青年

的“生计”和小社会，他们纠结的生

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见

事件，比如刑事案件、劳资冲突、买

彩票，倒卖手机和身份证号等。 作

品最后一部分试图给这个群体指

出一些“回归正途”的路径，跟读

者对这个群体社会象征性认知和

期待略有差距。可能由于调查的困

难，作品没有特别完整和翔实的个

人故事记录，多是一些粗糙的人生

片段。 其次，由于是一部社会学背

景的非虚构写作， 作者几乎是隐

匿的， 没有更具立体感的问题认

知，《岂不怀归》得之于“生计”的事

实，也失之于“生计”的真相，缺少

越过具体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注解

和描述。 (?转第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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