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绝密文件”的谱系里

孟繁华

———评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

《经典是内心的绝密文件》，是东西谈

创作的文章，东西说：“我们的内心就像一

个复杂的文件柜， 上层放的是大众读物，

中层放的是内部参考，下层放的是绝密文

件。 假若我是一个懒汉，就会停留在顶层，

照搬生活，贩卖常识，用文字把读者知道

的记录一遍，但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

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

出来为止。 ”这段话，可见东西自我期许之

高，文学抱负之远大。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

其看作是理解东西小说的“绝密文件”。 我

们现在讨论的东西新长篇小说《回响》，也

在他的“秘密文件”的谱系里。 这是一部推

理和心理齐头并进的小说 ， 奇数章写案

件，写与夏冰清被杀有关的推理和侦破过

程；偶数章写感情，以侦破负责人冉咚咚

和教授慕达夫的情感纠葛为中心。 两条线

的人物在推理和心理活动中产生互文关

系，于是便有了“回响”。

小说开篇触目惊心。 一场命案：青年

女子夏冰清被杀，头部被钝器击伤，右手

掌被切断，死者惨不忍睹。 警察冉咚咚接

到报案后介入了侦破过程。 最先出现的嫌

疑人是徐山川，一个其貌不扬家财万贯的

老板 ，两个孩子父亲 ，三个情人———夏冰

清、刘玉萌和小尹的情夫。 徐山川一定不

会承认自己是凶手。 于是冉咚咚进入了案

情漫长的侦破和推理过程。 小说这条线索

极端复杂：徐山川让侄子徐海涛搞定夏冰

清，目的是不让她“再烦”自己；徐海涛找

到策划人吴文超策划“摆平”夏冰清的方

案；吴文超找到刘青，试图通过帮助夏冰

清办理移民手续或私奔了结；然后刘青偶

遇民工诗人易春阳，以一万元的价格将夏

冰清杀死在一个“大坑”里。 这个大致情节

和冉咚咚的推理基本吻合。 但是，推理不

是定罪的依据。 讲述方式的后叙事的视

角，使小说的这条线索更加扑朔迷离真假

难辨。 案件发生的真实过程，讲述者、当事

人都不比读者知道的更多。 因此，这条线

有推理、侦破、悬疑小说的全部特征。 这是

《回响》令人着迷难以释卷的重要原因。 事

实也的确如此，当凶手被捕后，案件侦破

负责人冉咚咚还是不能满意。 在她看来，

与案件相关的所有当事人都可以找到脱

罪的理由：徐山川说他只是借钱给徐海涛

买房，并不知道徐海涛找吴文超摆平夏冰

清；徐海涛会说，他找吴文超策划是不让

夏冰清再骚扰徐山川，不是让杀人；吴文

超会说他找刘清合作，是让他帮助夏冰清

办理移民或爱上夏冰清， 没有让他去行

凶；刘青会说，他找易春阳是让他搞定夏

冰清，而不是谋害；易春阳尽管承认杀人，

但精神科莫医生和另外两位权威专家鉴

定他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律师正在准备

为他作无罪辩护。 因此，抓到凶手易春阳，

并不是案件的彻底侦破。 推理、侦破、悬疑

要素的介入，血雨腥风机锋暗藏 ，谜底一

直深不可测，使小说具有了极大的阅读吸

引力。冉咚咚作为一个职业警察和她个人

性格原因，决定了她的穷追不舍。最终，在

审问徐山川妻子沈小迎的过程中，真相终

于大白。 案件真实的情况是：徐山川的合

法妻子沈小迎知道丈夫的所有情感劣迹，

但表面上并不在意，甚至称互不干涉个人

的私生活， 沈小迎和健身教练生下了女

儿，徐山川不知道女儿不是他亲生的。 表

面不在乎的沈小迎一直在报复徐山川 。

她甚至在徐山川的车里和雪茄屋里安装

了窃听器， 窃听器里是徐山川和徐海涛

的对话。 导火索是夏冰清试图告徐山川

强奸， 徐山川找到徐海涛想办法除掉夏

冰清。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情节。 尽管徐

山川恨沈小迎咬牙切齿 ， 但一切为时已

晚。 推理这条线索有通俗小说的元素，它

一波三折非常好看，因此，我们不能忽略

世俗生活和通俗文学的价值 。 一如不能

忽略通俗文艺在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一

样。 我想东西显然清楚看轻这些事物的

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 就像 80 年代 ，批

评界大谈现代派、后现代文学的时候 ，背

后里他们通宵达旦地读金庸谈金庸 。 后

来大家面对通俗文艺的时候都不那么诚

实 ， 对世俗事物总会情不自禁地表示不

屑，这当然是在制造权力关系。但是，在东

西这里， 他知道生活未必都那么精致，那

些庸俗制造的效果场景， 几乎都是套路，

但有几人能够拒绝它的诱惑 。 同样的道

理，就在这部《回响》中，如果没有夏冰清

命案的侦破情节，可以说，小说的可读性

会大打折扣。 而那些制造效果的煽情套

路，在这里依然还楚楚动人。当然，推理线

索的设置不止是为了小说的可读性。更重

要的还有形成的人物比较关系。那些涉案

的人物都是魂不守舍谎话连篇，试图逃脱

罪行；而心理和情感线索的人物 ，都在检

讨和反省自己。这是好人和坏人在人格和

认知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情感线索中， 冉咚咚还是核心人物。

一方面她要侦破以徐山川为中心的杀害

夏冰清的命案；一方面，她也要破解和丈

夫慕达夫情感上的“重重疑团”。 按说，冉

咚咚和慕达夫的结合， 要么是才子佳人，

要么是珠联璧合。 他们的恋爱史花团锦

簇，结婚十一年亦风调雨顺。 但在办案中

冉咚咚无意中发现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

开了两次房，而且两次开房慕达夫都没有

叫按摩技师。 于是这成了冉咚咚挥之难去

的情感疑团。 慕达夫想尽办法解释开房缘

由，结果都是弄巧成拙、雪上加霜；无独有

偶， 当冉咚咚发现慕达夫的内裤有了洞，

便匿名买了几条内裤寄到慕达夫的单位。

慕达夫不知是谁寄的，未敢在冉咚咚面前

声张，欲盖弥彰的慕教授更留下了无穷后

患。 两人情感冷战逐渐升级，这个有情感

洁癖的冉咚咚便与慕达夫签了离婚协议。

随着徐山川案的发展，慕达夫与作家贝贞

的关系也渐次浮上水面。

但是，慕达夫教授真的没有出轨。 就

在他们签署了离婚协议之后，作家贝贞也

已经离婚之后， 他们一起到了贝贞家里，

当贝贞一切准备就绪时，慕达夫还是逃之

夭夭了。 这是非常不准确地对冉咚咚、慕

达夫两人情感纠结的描述。 两人阴云密布

的 情 感 纠 葛 发 生 在 他 们 的 心 理 活 动

中———尤其是在冉咚咚的心理活动中。 那

里面隐含的细微的敏感，除了高超的语言

能力外， 不诉诸对情感复杂性的诚恳体

悟，几乎是难以完成的。 在讲述者看来，男

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口香糖期”———撕都撕不开；第二阶段

是“鸡尾酒期”———从怀孕到孩子三岁，情

感被分享了； 第三阶段是 “飞行模式期”

———爱情被忘记了，虽然开着手机却没有

信号。 “三段论” 的分析具有极大的普遍

性， 这是东西对人的情感关系的深刻洞

悉。 在冉咚咚那里，她和慕达夫之间是否

还有爱情， 成了她难以破解的情感大案，

她长久地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小说对冉咚

咚心理的精准描摹， 是小说最具难度的。

但是，东西对冉咚咚以及所有人物心理活

动的刻画，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对冉咚

咚的心理塑造， 一如东西在后记中所说：

“世界上每天都有奇事发生， 和奇事比起

来，作家们不仅写得不够快，而且还写得

不够稀奇。 因此，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

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 心

灵难以琢磨，因为它比天空还要浩瀚。 ”冉

咚咚和慕达夫已经签了离婚协议，夏冰清

的命案也已经告破，但冉咚咚对慕达夫的

耿耿于怀并未释然。 她仍然怀疑慕达夫的

“背叛”。 这时慕达夫说：“别以为你破了几

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

人类的所有情感，这可能吗？ ……感情远

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 这

时的冉咚咚才意识到，慕达夫在宾馆开房

被她发现后，她揪住不放，层层深挖他的

心理 ， 从伪装层挖到真实层再挖到创痛

层，让他几近崩溃。 没有几个人的心理经

得起这样的深挖，包括她自己。 因此，她觉

得对他太狠了。 特别是邵天伟吻了她之

后，她构建的道理崩塌了。 于是她有了对

慕达夫深深的愧疚。 当然，冉咚咚的心理

转变不是空穴来风。 此前，她曾请求慕达

夫不要将离婚协议的事情告诉女儿，怕女

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一如她看到吴文超

被押走时其母亲的绝望，冉咚咚腿一软坐

在了床上。 她也是一个母亲；当慕达夫在

离婚协议上签字后，她也曾责问他为什么

没有坚持拒绝。 这些细节从不同的方面反

映了冉咚咚矛盾的心态，为后来的“疚爱”

做了水到渠成的铺垫。 冉咚咚不曾想到的

是，这种“疚爱”的力量居然这样强大。 最

后冉咚咚问慕达夫：“你还爱我吗？ ”回答

是“爱”。 小说戛然而止。 小说中徐山川和

夏冰清的关系，是欲望关系，徐山川要的

是美色，夏冰清要的是金钱。 这个钱色交

易关系及其简单。 但是欲望无边欲壑难

填，简单明了的关系因不能满足而骤然酿

成惊天大案，最后走向了不可收拾。 那是

欲望之恶导致的；冉咚咚和慕达夫争论的

是爱情和爱的关系，他们几乎也走向了不

可收拾，但最终的和解、原谅、宽容，使他

们拥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 因此，小说血

雨腥风机锋暗藏，但是，流淌在小说最深

层也最汹涌的暗流，还是情感的纠结和一

言难尽。 这里不只是说冉咚咚和慕达夫之

间，同时也包括慕达夫和贝贞 ，冉咚咚和

邵大伟，刘青和卜之兰、徐山川与沈小迎、

夏冰清、吴文超与夏冰清。 在人类的情感

关系里，谁都可能做过错事，有过不切实

际的想法和冲动。 但只有对人性的同情、

理解和宽容，才有可能使遭遇挫败的情感

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而不是那种道德化的

评价。 道德化是最没有力量的虚伪说教。

人越缺乏什么越要凸显什么，缺乏道德的

人才要凸显道德。

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强大又具体的

细节，复式交叉的结构方式以及精准的文

学语言， 使小说具有了极高的艺术品格。

可以说，这是我近期读到的最具文学性的

小说。 东西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人的情感

和人性最深层的模糊样貌呈现出来 ，他

找到了潜藏在人性情感最深处和最神秘

的开关， 这也是所有作家最关心和一直

在寻找的关键事物。 我们可以说，东西通

过冉咚咚、慕达夫等，看到了我们内心最

隐秘的情感， 我们似乎已经没有秘密可

言。 如果是这样，那么，东西已经找到了

他希望找到的东西 。 这个东西是人类的

基本困境之一 ，福楼拜 、司汤达 、托尔斯

泰 、菲茨杰拉德 、纳博科夫等 ，都在这个

寻找的谱系里。 而这些作家作品，是东西

内心的“绝密文件”。 如果将这些“绝密文

件 ”公诸于世 ，你会发现 ，那里无论怎样

错综复杂深不可测 ， 但最终写满的是人

类的同情 、悲悯、宽容的大爱，这些“秘密

文件”就是人类大爱的回响。 东西接续了

他前辈的文学传统并创造了新的可能，这

是《回响》最大的贡献。

聚焦名家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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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篇新作 《回响 》里 ，东西

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人的情感和

人性最深层的模糊样貌呈现出

来，他找到了潜藏在人性情感最

深处和最神秘的开关，这也是所

有作家最关心和一直在寻找的

关键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