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城》三人谈

原创性故事的缺席是当代小说德性

最大的败坏。 小说家的思想、知识和观念

不应该溢出小说这一有机体本身。 余华

对此有清醒的自觉，《文城》的故事、人物

和行动构成了一个圆融的有机体， 这一

有机体折射出丰富多元的主题。

《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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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又出新长篇了！ 先是在饭局上听

到消息，然后是在朋友圈里被大家兴致勃

勃地传播，最近几乎变成了业内的接头暗

号，读了吗？ 好看吗？ ———《文城》，余华的

第 6 部长篇新作，距离上一部长篇已经隔

了八年。一个作家有几个八年？在“一万年

太久，只争朝夕”的现代时间节奏下，禁不

住要赞扬一下余华的好耐心。 我在第一时

间里拿到了仅供少数朋友阅读的先读本，

一个下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开始的忐

忑被阅读的兴奋所代替———那个让我们

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

关于余华的写作， 有前后转型之说，

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公论。 前期的余华血

腥、暴力、解构 、反讽，以零度叙事的客观

呈现历史的悖谬和残酷。 以《活着》为分

野，转型后的余华变得温暖、怜悯、充满希

望———虽然这怜悯和温暖依然与生活的

悲剧密不可分。 不争的事实是，《活着》以

后的余华，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这种丰

富性，没有减损余华的文学地位，相反，余

华变得越来越经典， 今天的青年读者，没

有读过余华的人大概很少。

具体到《文城》这部长篇，虽然篇幅依

然是余华一贯的“小长篇”的规模，但从形

式、内容、主题等各方面看，呈现的却是一

个新旧交错的“综合性”的余华。 这里面有

我们非常熟悉的余华式的作品配方：对江

南风物的细致描摹，让人油然而生“江南

好，风景旧曾谙”的乡愁；人物关系设定上

的非血缘性，这是从《许三观卖血记》《兄

弟》 以来余华人物关系设定的重要模式，

通过这一模式，余华书写出了更高级的亲

密关系；叙事上的回环往复，有一种民谣

式的音乐感，这使得余华的小说充满了可

读性；里面依然有对暴力的描写，土匪割

人质的耳朵，张一斧用斧头劈人，血腥残

忍；土匪混战的场景描写堪比大片，如果

搬上银幕或许有更直接的视觉效果。

同时，一个新的余华也在这些熟悉的

气息里面慢慢呈现出来。 从写作的地理

看，余华扩大了他的写作版图。 《文城》不

仅仅写了余华熟悉的南方，也写了前此的

小说涉及较少的北方。 主人公林祥福是北

方人，他由北入南，女主角纪小美则是南

方人，她一度由南而北。 故事就在这样南

北互动的过程中展开。 在中国的小说叙事

中，南方往往隐喻着一种退隐、蛰居、市井

的社会生活， 而北方往往代表着中心、权

力和庙堂，中国文化中的“北伐”“北望”等

表述都暗示了一种南方对北方权力的渴

望。 但在余华这里，他反其道而行之，纪小

美要去投奔的“权力”被悬置，他遭遇到的

林祥福是另一个北方， 这是一个敦厚、宽

容、坚韧的北方，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

态度，而是以谦恭和隐忍之心对待着来自

南方的不速之客———即使这不速之客一

再欺骗他。 林祥福和纪小美的姻缘就像是

南方和北方的婚书， 由此南北合为一体，

溪流和平原、稻米和高粱，都滋养着生活

其中的人，这是共同的大地、共同的人民

和共同的血脉， 在南北合流的叙事中，余

华建构了一种民族的共同体想象。

居于这一想象中心的， 除了地域，就

是人物。 小说塑造了几个典型的人物形

象。 这些人物有在性格上有以前小说人物

的影子，比如沈阿强，他其实是另外一个

福贵。 男主角林祥福和陈永良身上都有一

点许三观的影子， 但是与许三观的懦弱、

随波逐流相比，这两个人物身上有更多的

进取之心， 从小说人物的谱系学上来看，

这两个人物应该是许三观和福贵的父辈

或者祖辈 ， 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属于

“创业” 的历史， 林祥福和陈永良白手起

家，在溪镇创造了财富和生命的神话。 他

们同时也守望相助，在混乱的时势中小心

翼翼地守护着卑微而脆弱的世俗生活，当

这一生活被强大的外力摧毁时，他们没有

选择退缩，而是挺身而出，以 “匹夫之勇”

迎头而上。 在《文城》中，侠的气质居于人

物性格的高端链条，这一链条在两处达到

顶点，一是林祥福为赎回顾益民而慷慨捐

躯；一是陈永良手刃张一斧，为林祥福报

得大仇。 后者的场面描写简洁、 准确、生

动、大气磅礴：

陈永良左手抓住了张一斧的头发，右
手手掌发力一拍，尖刀的刀柄从张一斧的
左耳根进去了一半……陈永良将张一斧
的身体推到墙上靠住， 然后转过身来，他
手上和衣服上流淌着张一斧的血，迎着小
心围拢过来的人群走去，神态从容地从他
们中间穿过去 ，走到了码头，跳上等待他
的竹蓬小舟，在宽阔的水面上远去。

这是《史记·刺客列传》的伟大传统 ，

是华族祖先的血性和孤勇，“匹夫之怒，伏

尸二人，流血五步”，但这匹夫的血性和孤

勇 ，却可以快意恩仇 ，匡扶正义 ，捍卫尊

严———即使那些蝼蚁一样的乱世生命，也

同样应该享受这正义和尊严。 在当代写作
中 ，这样的侠义和孤勇 ，前有写了 《心灵

史》的张承志，后有写了《文城》的余华。

还值得一提的一个人物是纪小美 。

这是余华前此小说中很少出现的一个女

性形象，她主动、决断、重情重义，从叙述

动力来看，她是这部小说的引导者，没有

她 的 主 动 引 导———也 或 者 是 一 种 引

诱———林祥福和沈阿强将都无法行动 ，

这个耀眼的女性角色且留给读者和热爱

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者们去解读 ， 我这

里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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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故事层面的好看———这一点很

重要， 不好看的小说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当代很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创

性故事的缺席是当代小说德性最大的败

坏。 小说家的思想、知识和观念不应该溢

出小说这一有机体本身，昆德拉有一个比

较饶舌的解释“小说只能发现小说所能发

现的。 ”余华对此有清醒的自觉，《文城》的

故事、人物和行动构成了一个圆融的有机

体，这一有机体折射出丰富多元的主题。

首先是“信”，既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信

任， 也同时包括对某一种事物的信念，对

某一种情感和理想的执着。 信是中国文化

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文城》其实是由

几组不同的信任关系构成的。 林祥福和陈

永良、林祥福和纪小美、纪小美和沈阿强

……正如《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和他

的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的亲密程

度却超越了血缘，《文城》中的这几组亲密

关系同样也建立在非血缘性的信任关系

上，这种“信”既是文化的养成也是人类的

本性。

与“信”相关的是“义”。 小说中主要人

物行动的逻辑都在于“义”，讲义气，有情

有义。 除了主要人物是如此行动以外，小

说中的次要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都遵循

这一行动的原则，比如土匪，有情有义的

土匪最后得到了善终和尊敬，而无情无义

的土匪则只能曝尸街头，受众人唾弃。 这

一情义原则与上文提到的“信”是中国文

化的基础，但余华没有浅薄地给这些原则

冠以高头讲章， 小说没有任何关于情义、

信任的说教，而是通过那些小人物、底层

民间的人物来静默地呈现这一文化血脉

是怎样地流淌在我们先民的生活和生命

之中。 有朋友在读到小说中“独耳民团”保

卫战之后不禁潸然泪下，情义由此穿透了

历史，直接对当下构成了一个提问。 在这

个意义上，《文城》的所叙时间固然是百年

前的上世纪初，但因为有了这种对普遍人

性的深刻描摹， 它又直指当下的时刻，它

并非固态静止的历史演义，而是以镜像和

幽灵的形式活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在余华前此的小说中， 从 《活着》到

《第七天》，一个基本的主题是“失去 ”，这

一主题在 《文城 》中依然有所保留 ，林祥

福、陈永良、纪小美等人都在不断地经历

失去，但是，《文城》中出现了一个 “失去”

的反题，那就是“创造”和“收获”。 林祥福

失去了妻子，但创造了财富，收获了女儿

和友情；陈永良收获了林祥福的帮助和情

谊；顾益民失去了财富、儿子、健康，但是

他同时也收获到了对正义的新的理解；土

匪和尚失去了生命，但收获到了人之为人

的尊严。 现实和物质意义上的失去与精神

和人性意义上的收获构成了《文城 》的正

反主题，它们的合题则是人类川流不息的

生命原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原力，普通

的生命也能开出灿烂的人性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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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读者或许有疑问：文城在哪里？

它是一处什么样的所在？ 据编辑介绍，这

部小说最开始并不叫《文城》，而是叫 《南

方往事》。 仅仅从字面来看，“南方往事”是

一个比较虚的所指，“文城”则比较实。 但

落实到这部小说中，我们会发现“文城”是

一个更加虚的所指。 在小说中，文城是一

个被虚构出来的， 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方。

但是，在小说中，文城又无处不在，它在想

象和象征的层面提供了行动的指南，正是

因为有了寻找文城的欲望，林祥福才开始

了他“在路上 ”的 “出门远行 ”———这与余

华当年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有着

某种隐秘的对位关系。 只不过这一次远行

并没有在路上中断，而是实实在在地演绎

出了新的人生和故事。

文城寄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和

向往，这与卡尔维诺笔下的卓贝地城有异

曲同工之妙，不过是卡尔维诺的卓贝地城

终究从梦想变成了现实，并成为欲望和商

品的集散地；而文城，却永远无法抵达。 在

这无法抵达的幻灭中，一种历史的悲剧意

识浮现了出来。 余华选择了当代艺术家张

晓刚的一幅名画《失忆与记忆：男人》作为

《文城》 的封面， 隐晦地传达了这种历史

感。 在这幅画面中， 一个男性，微微低头，

眼眶中有泪，泪将滴未滴，这让我们想到

艾青的一句名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

什么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在这土地

上的人，在这土地上的人之间的爱 、情谊

和信任。 余华在此呈现了深刻的大地之

爱———在小说中，林祥福是面带微笑慨然

死去，陈永良手刃仇人的表情没有具体描

写，但我想应该也是带有一丝笑意———如

此，这封面男性的眼泪构成了另外一个反

题，这一反题是关于历史和人事的 ，在小

说的结尾，余华如此描写路上的风景：

道路旁曾经富裕的村庄如今萧条凋
敝，田地里没有劳作的人，远远看见的是
一些老弱的身影；曾经是稻谷、棉花、油菜
花茂盛生长的田地，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
芜；曾经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浑浊之后
散出阵阵腥臭。

如此看来，文城 ，终究是无法抵御历

史衰败的逻辑曲线。

因为，Tout lasse, tout passé, tout casse。

（法国谚语：“一切都让人厌倦， 一切

都已消逝，一切都已破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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