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醺的状态

张德强

———读顾前《一面之交》

在一个采访中，顾前说喜欢写《傻瓜吉

姆佩尔》的辛格。 这种“喜欢”可能是对辛格

精神追求的仰慕，也可能是热爱辛格写小说

的方法，对顾前而言，应该是后者居多。辛格

小说大多用小众方言意第绪语写成，内容多

讲 20世纪东欧犹太人的生活。朴素、写实的

讲故事法，第一人称的视角，以及命运的悲

剧感因主角平淡的娓娓道来反而生出令人

唏嘘的浩荡感吸引着顾前。他便是喜用“我”

出面讲故事的作者，在《一面之交》自序中，

他解释了一番： 第一， 习惯了这个写法；第

二，“我”出场并讲述，让故事更有现场感。这

些话是很老实也很严肃的，因为顾前还特意

指出“小说中的‘我’绝不等同于现实中的

我，方方面面，都相去甚远”。

总结一下， 这本集子的作品有两个特

征似乎颇为明显，反高潮与去中心。 并非笔

者故意生造概念，《一面之交》 中大多数作

品的确并无十足的高潮，大有“我只知道这

些，便如实写来”的意思。 譬如与小说集同

名的第一篇， 第一句就提到 “叫黄倩的姑

娘”，读者很自然会好奇“我”和她之间会不

会有交集。 但除了一起吃了顿饭，结尾草草

交待了黄倩后来的不幸， 小说就结束了。

“我”对黄倩真的毫无兴趣吗，好像也不是，

因为“我”思考了很多，“想到了我这么些年

来过的孤独的生活，我的心里有点难过。 ”

这里有一种不是由情节而是由沧桑情绪生

发出的感慨。

类似的还有《江春晓》，从一场二十多

年前老同事的聚会邀约写起， 一个落拓文

人和“女神”间的一点小秘密。 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之交的外企， 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

算得上壁垒森严，在地位较低的“我们”与

管理层之间，是江春晓这样的秘书们。 “我”

和江春晓一直开着一个玩笑，向她索要胸

前挂的鼻烟壶，自然要不到。 江春晓后来

果然和别人一样，嫁到国外。 但去国之前，

她却把鼻烟壶送我了。 “我”也只是吓了一

跳，心里则十分平静。 然后是二十年后的

聚会，江春晓没有得到幸福，离婚回国了，

没有工作，人也不那么美了。 她与“我”重

新建立联系，几次邀约“我”去拜访，“我”

一再爽约，“渐渐地我也把她给忘了”。 小

说结尾，“我”收到旧日同事短信：“只有一

句话：江春晓昨天意外去世。 ”整个故事都

是回忆的口气，异常冷静，但读者很容易感

受到叙述者心里的遗憾与无奈， 以及那不

愿讲出的 “想到了我这么些年来过的孤独

的生活”。 这大概体现了顾前看待生活的态

度之一：“活着嘛，哪能老那么洋洋自得，除

非你是个白痴。 ”（《美国故事》）

顾前自觉地避免让故事廉价起来，把

任何可以戳中读者泪点一类的关节都掐

断。 顾前“只能写自己知道的，只能写自己

觉得有趣的”（曹寇语），他那些“听来的故

事”本来很少高潮；而且，也许因为常常经

了二手的“听到”，距离读者就更加遥远，比

如《美国故事》这样的篇章，小说后半段便

是“我”讲述中的王路以第一人称讲述，小

说主题因此更加其淡如烟了。 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叙述上的“二我差”想必并非顾前

有意为之，但往往运用自如。 另外，读小说

难免会寻找“创作意图”———作者总要讲出

点什么吧。 《一面之交》讲的就是一种生活

氛围，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独有的，如《让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里所说，“我们的上辈

人与我们可就大不相同了。 他们无疑是生

活在一个充满了秘密的时代。 ”假如说，“秘

密”很久以来被视为“故事”理应具备的品

质，“秘密匮乏”就意味着那种主题集中（但

未必是简单的）的小说在失去市场。 像辛格

另一篇名作《市场街的斯宾诺莎》那般融沉

重与轻松于一体， 化生存沉重为生命轻嘲

的作品，已经很难解释我们生活的世界了。

我们很难轻易地解释、浪漫地接受、释然地

同情，一切一厢情愿的伸出手去，可能会遭

遇的都不一定是接受或拒绝， 而是错愕和

冷嘲，就如《你好，邮递员》和《饭局》那种戏

仿欧·亨利小说的结局。

《一面之交》中除了少数篇章，都写到

了喝酒， 或者故事干脆就是在酒桌上发生

的。 《锁芯》里的作家讲：“微醺的状态我是

很喜欢的。 ”这也是《一面之交》给人的感

觉，故事精悍而不无火气，讲故事人带着点

酒气，欲说还休地把闪烁的火星浇灭。

顾前“只能写自己知道的，只能写

自己觉得有趣的”，他那些“听来的故

事”本来很少高潮；而且，也许因为常

常经了二手的“听到”，距离读者就更

加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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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空中建造结实的故事

胡少卿

———读阿乙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

《骗子来到南方》是阿乙的最新小说集，

比起之前的小说集， 这本书里的故事更结

实，语句更凝练，质量更均匀，总体上更突

出奇幻诡异的风格。

阿乙小说一直比较在乎故事性， 这是

对读者非常友好的一面。 阿乙不仅讲故事，

而且总是尽力去讲好一个故事， 使读者能

获得阅读快感。 这在《骗子来到南方》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 这本书似乎回到了中国志

怪小说的传统， 同时又是在世界文学背景

下的再创造。 蒲松龄式的中国乡野，卡夫卡

式的突如其来，博尔赫斯式的斑斓凝练，糅

合为一种新异的风格。 这些故事像一个个

考古遗址，在苍茫的结构中，试图暗示人类

的将来与过往。

阿乙小说带来快感的一个核心因素是

作品中的“侦探感”。 这可能与他曾担任警

察而养成的职业习惯有关。 他的小说善于

从开头就营造一种“有事要发生”的势能，

一下子就把读者抛入一个陌生的场景，带

有“开始探索”的强烈暗示。 读者阅读小说

的过程，就是一个挖掘谜底的过程。

阿乙故事的底部往往是带有 “锚点”

的。 故事里的“锚点”意味着一个能固定住

故事的情节，尽管故事像一艘船一样，还可

以在四周飘荡伸展，但终究牵系于它，围绕

它盘旋。 我常常从阿乙的叙述，倒推引发他

写这篇故事的锚点。 比如《表妹》这篇，可能

就是由胖人肚子上肉的重叠像一条蚕引发

的联想；《想学魔法的孩子》的锚点，是一种

有趣的说法：一个孕妇其实是四眼人，因为

她的肚子里还有两只眼睛；《骗子来到南

方》的锚点，是由修路时挖坑产生的联想：

被埋在路坑里人，一旦被封上柏油方块，一

定极难被人找到。

阿乙小说还有一个快感来源是它们清

晰的结构。 作者周密地规划着他的故事、故

事的几何形状，使读者可以在脑海中留存小

说的形式，犹如到一地旅行，总能记住那里

建筑物的外观。 同名中篇《骗子来到南方》共

20节，前面 6节写“我”回到老家见证修理自

来水管的事，中间 8 节宕开一笔，写从六年

前开始的一桩集资诈骗事件，最后 6节接续

前 6节的时间，讲骗子消失和警察破案的故

事，整篇小说呈现出类似座机电话听筒的几

何形状。 《育婴堂》把现实和梦幻交缠着写，

努力使人分不清何种生活是现实，何种生活

是梦幻， 像扭结在一起盘旋上升的 DNA双

螺旋结构。 《生活风格》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一

个闭环， 但他们的邻居参与的方式已然不

同：开头是旁观和嫉妒礼物，结尾则化身为

礼物。 《追赶一只兔子》写同一段路的两次经

过，在去的路上，奔跑的孩子经过亲戚家，受

到友好对待，在回来的路上，这个孩子是暗

地里行动，他发现了残酷的一面，亲戚们正

准备向他家大举进攻，血洗其家。 这篇小说

的形式非常经典，像刮鱼鳞一样，先顺着抚

摸鱼身，然后逆向运刀，于是看到美丽的鱼

鳞翻起、血肉牵连的惨象。

阿乙小说的取法对象，一方面，他从街

谈巷语、口耳相传、民间传说中获得故事资

源，获得民间那种骁猛、野蛮的生命力。 他

的小说素材有许多是听来的故事， 以前的

作品 《杨村的一则咒语》《虎狼》《午后》“奇

谭系列”等莫不如是。 这本集子里，关于孕

妇是“四眼人”的说法应该来自于某种民间

智慧， 骗子唐南生的骗术则是现实生活中

真实上演的传销手段。 在随笔集 《阳光猛

烈，万物显形》里，阿乙提到他曾听说某人

因为“两斤猪肉”而死，本集中的《生活风

格》便是一个因为“一块好肉”而死的故事。

另一方面， 他从那些已有的文学经典

中学习叙述人类经验的方法。 《愤怒》和《育

婴堂》是毫不掩饰地向前辈致敬之作。 《愤

怒》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语气、

结构形态、 人物特征处理一个县城地痞斗

法的故事，这种戏仿非常的黑色幽默，充满

戏剧的张力，妙趣横生。 这次改写是对《伊利

亚特》经典性的一次佐证，说明在它的叙事

中潜藏着可以移植的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公

式、定理。 《钩子》是向博尔赫斯致敬的作品，

尽管阿乙曾多次责备博尔赫斯过于精致。

《钩子》 的核心情节是如何在绝境中传送出

关于叛徒的情报，被杀头的人要求在自己的

胸口写一个“人”字，这个要求当然不被满

足，但这件刑场轶事已然传开，团伙里明智

的人醒悟到被杀头的人要传送的是一个

“火”字，从而知道了叛徒是谁。 这种以身体

传送情报的方法，正是博尔赫斯小说《小径

分岔的花园》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

这本小说集阿乙写得更为自如和放

松，有一种幽默、调侃的心情。 集子中出现

的灵异和志怪风格，之前阿乙曾零星尝试，

这次则加大了尝试的力度。 对照第一本集

子《灰故事》，可以发现作者对一些类似素

材的不同处理和反复锻打， 感受到一个汉

语的手艺人在时隔多年之后的成熟。

在 2013 年我对阿乙的一次采访中，他

曾如此谈到地铁上埋头看手机的人群：“我

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他们爱看什么看什么，

爱干嘛干嘛。 ”这次在这本小说集的第一篇

《用进废退》里，小说里的“我”同样是针对

地铁车厢里的人发言：“我可怜的兄弟们

啊，我的眼泪同样为你们而流。 ”虽然小说

里的“我”不完全等于作者本人，但他让主

人公说出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看出作者态

度的转变。他更为谦和和热爱了。为什么会

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大概是因为作者在时

间中愈益意识到了人的渺小与无助。 《用进

废退》 写人类被人工智能处理成水箱里的

展览品；《剩渣》写一台抗拒衰老的仪器，可

以将精壮者的元气输送给衰老者。 这开头

的两篇均涉及科技发展导致人类的未来不

可知。 而结尾的两篇，《育婴堂》写的是疾病

的折磨，《愤怒》 写的也是疾病与命运。 和

《剩渣》类似，《严酷的事实》写的是衰老的

残酷。 中篇《骗子来到南方》写的是梦想破

灭的残酷。 作家写一个并不逃走的骗子，人

们几乎是哀求他骗他们， 因为他们要靠梦

想和热望活着。 这个骗子是人类内心弱点

的象征，他是不会被杀死的，而是将生生不

息。 无论是面对科技的发展，还是面对常常

降临的疾病、不可避免的衰老、无法变更的

命运， 人都不得不意识到自身的微茫和存

在的荒诞。 当一个作者开始重视写灵异和

怪诞情节时， 可能意味着他开始臣服于某

种不可知的力量，即所谓“望洋兴叹”。 在这

部小说集中， 我看到了作者面对巨大之物

时的茫然。

他的工作于是变成了一种努力， 努力

编扎愈加结实的作品， 以在广大的虚空中

获得牢靠感和较为持久的欢乐。 是的，这本

书中的篇什，不止一次使我联想起电影《阿

凡达》 中漂浮在空中的山峰和岩石———沉

重与虚空以一种美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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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式的中国乡野，卡夫卡式

的突如其来 ， 博尔赫斯式的斑斓凝

练，糅合为一种新异的风格。 这些故

事像一个个考古遗址，在苍茫的结构

中，试图暗示人类的将来与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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