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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申平的动物主题微型小说集
《马语者》，无疑是一部成熟的作品文
本，鲜活的人物（人以及拟人）形象，巧
妙的叙事策略，引人入胜的叙事审美
之后，是作家潜行在文本深处的别一
种意绪。

一、苟安与惶惑：人类
社会的动物镜相

任何动物小说，其实都是关于
“人”的叙事，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角
度。《马语者》中动物主角所遇到的困
境，其实也是我们人类自身面临的问
题。苟安与惶惑是人类与动物生存处
境的共同写照，这也构成了《马语者》
作品文本的叙事语境。
《羊族秘史》虚构了绵羊家族在远

古还是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但由于
羊王的固步自封、耽于逸乐，羊族退化
为草食动物，沦落为其他肉食动物的
猎物。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投奔
人类，从富于进击意识处于食物链顶
端的生物，一步步堕落为苟且偷生、任
人宰割的可怜虫。《野狼谷》则是动物
生存的另一种版本。黑狼群体为了有
尊严地生存，与人类斗智斗勇，最终逃
出生天，回归自由。

动物的形象其实是人类形象的另
一面镜子，动物的困境亦是人类的困
境，羊的妥协与狼的进取，皆是其面对
生存困境的现实选择。然而人类社会
面临的肯定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重选
择，远比动物复杂艰深。英国动物学
家德斯蒙德 ·莫利斯在其比较动物学

著作《人类动物园》中指出，现代都市
实则无异于囚禁人类的动物园。人类
从远古小型部落的群居，到今天的超
大型社会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同时，
人类却还来不及完成生物学意义上的
进化，来不及演化成为在基因层次上
文明化了的物种，行为模式仍然和远
古部落狩猎时如出一辙，变化了的只
是程度的加深。《马语者》从人类的角
度阐释动物的行为模式，与《人类动物
园》从动物的角度阐释人类的行为模
式，其实是动物学家与小说作家从不
同角度共同关注到了人类生存困境的
异曲同工。

二、感伤与敬畏：潜行在
虚构文本之下的非虚构情感

在作家申平的笔下，动物是有感
情的，会思考的，能够做出理性或情感
选择的，这种把个人情智代入其中的
叙事模式，本质上是作家另一种方式
的情怀抒发。
《老辕马》一文写“我”夜访黄岗

梁，希望录得老辕马和主人王大鞭子
的魅影，最后不得而归的故事。在这
篇颇具传奇色彩的小说里，老辕马两
次拼死救主，最后双双殒命于人类废
弃的矿坑。此前，如果不是人类毫无
节制地滥采滥伐，王大鞭子和他的老
辕马本可以于田园牧歌式的境地安享
晚年。在这里，王大鞭子是一个意味
深长的存在，现代化的车轮碾碎了他
与老辕马的田园牧歌，辛劳一生、重情
重义的王大鞭子成了时代的弃儿。《老

辕马》让读者思考，人类在快速前进的
同时，如何给蹒跚行走的特定群体以
适当的人文关怀？

好在时代已经给出了明晰的答
案。如果说在《老辕马》中，人与动物还
是相依为命的伙伴状态，那么在《河流》
里，人与动物已经上升到同生共死的战
友境界。在这篇带有浓厚魔幻现实主
义色彩的小说中，“我”与大象、猴子、野
猪、狗熊、野狼等动物并肩作战，共同阻
隔森林大火，又不离不弃，相携逃往安
全境地。人与动物不仅仅是和谐相处，
而且形成了共存共亡的命运共同体。
然而，细究这场人与动物争相逃命的根
本缘由，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
进程，人的力量逐渐强大而丧失了对于
自然的敬畏之心所造成的。

其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不论
是老庄的天人相混论，还是孟子的天
人合一论，甚至荀子的人定胜天论，其
精神实质都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相互依赖。千百年的农耕文化，中
华民族的血液里，熔铸了与生俱来的
善良性格、质朴无华的悲悯情怀，积淀
了深厚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关
系和浓郁的人与动物命运共同体意
识。这也是申平相当数量动物主题微
型小说作品文本背后的精神指向。

三、纠结与犹疑：生存愿
景与生态现实的悖反映照

人类对待动物，一直是抱着一种
实用主义的态度，早期是“工具”，现在
更多的是食材与伙伴。

《寻找头羊》描述了“我”本想寻找
一只能够帮“我”放牧、看家护院的头
羊，但由于新买的头羊不愿驯服于
“我”，最终死在“我”的刀下，这样一个
惨痛的故事。这篇小说表面上的叙事
线索，是表现羊的顽强、倔强以及对于
原主人的留恋与忠诚，但内里层面却
是鞭挞“人”的卑劣与自私。作为“人”
的“我”，想要的并不是一只头羊，而是
一个听命于“我”、为“我”所驱使的奴
隶。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一些宠
物爱好者对待动物的态度。人类所一
厢情愿给予的，其实是大多动物不需
要的“爱”。这种人类实用主义态度的
纠结，造成了动物与人相处的犹疑，甚
而成为动物生存愿景与生态现实的悖
反映照。
《野兽列车》写赶上最后一列地铁

的“我”，惊恐地发现同车的都是动
物。“我”从刚上车的惊恐，到发现动物
对于人类的恐惧，得寸进尺的“我”从
恐惧到得意，从得意到忘形，最后被动
物合力围杀。故事虽不复杂，读之却
惊心动魄。本可相安无事的人与动
物，却因人的无知狂妄，落得离奇死亡
的悲惨下场。

纵观世界文明兴衰的历史进程，
不难看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处理
好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马语
者》的36篇微型小说，以人与动物多
种关系的复合叙事，给我们描绘了一
幅幅人与自然不同关系导致的不同走
向与结局，也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
的沉重话题。这也是《马语者》作为一
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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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与灵魂，是

小说的逻辑，是小说的基本线索，

任何妄图在小说中消解人物的做

法都是荒谬的行径。仅靠一堆感

觉是无法支撑起小说框架的，尤其

是长篇小说，更需要个性的人物形

象。一部失败的小说，原因可能来

自于诸多方面，但关键的原因可

能还是没有写出一个令读者印象

深刻的人物。经典小说能够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就是留下了一两

个永恒的人物，读者或许早已忘

却了其中的重要情节，但那个人

物的面容却萦绕脑际，挥之不

去。有的小说，写法可能不够先

锋，语言也相对粗糙，但若有一个

生动的人物，就会让读者忘却了

其余的缺憾。读者可以原谅小说

家不够精致，不具有在小说艺术

上拓荒的精神，但无法原谅小说

里支离破碎的人物形象。小说人

物是虚构的，但他有爱有恨，有可

爱的一面，也有愚蠢的地方。人

物得比现实人物更有生命感。

2

写出让时间铭记的人物，是

小说家永恒的光辉使命。人物背

后，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世界，小

说家观察日常的视角不同，人物

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意义和气息

也就不同，大多时刻，这决定于小

说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对

身体和存在的理解。同人的一生

相比，小说其实微不足道，再长的

小说也不能完全写尽人一生所有

的细节，这就需要小说提供给读

者重要且精准的细节，尤其是面

对平凡的日常事物时，更需用精

简的语言赋予其更多的意义。许

多古典传说故事，情节离奇，却悖

于常理，故事有足够的吸引力，却

难以引起现代人的共鸣。我们都

应该明白，小说表现的是生活的

一个侧面，既然如此，面对笔下的

人物，我们就得敞开心扉，真诚直

面，少耍花招，少卖弄才华。小说

里的真诚，并非是让你重现生活，

而是尽可能将自己当成人物，直

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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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为了发现自我，为了

证实活着的意义。将语言看得比

什么都重要，将脸上的悲伤藏在

月色里，压在石头下面，用羞涩对

抗坚硬的日头，叹息显得微不足

道，法律在制裁着民众的想象力，

邪恶和暴力在挑战着悲悯的弹

性，现实无时无刻不在印证着我

们的可笑和可悲。语言会不朽，

但同时也在被腐蚀，正在日头下

速朽。对小说家来说，语言又能

改变了什么？能干扰现实世界

吗？恐怕只有写才是写作唯一的

真理和意义。在语言中，我们创

造人物，创造意义或精神，仅仅是

寻求通往天堂的小路，赏览原野

的寂静，只是为了证实自己还在

呼吸，还在荒诞之中祈祷着，渴求

着，观望着。就像卡夫卡，用语言

建立密室以便藏身，他是柔弱的、

羞涩的、胆怯的，他早已洞穿了谎

言，他没有反抗，但他却用语言揭

穿并摧毁了谎言，“并在失败中让

胜利者汗颜”（密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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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仅拓展着现实的边

界，它更是现实上空的太阳，万物

得以显露出温情的样态，并被金

光包围。我们在虚构的人物背后

听见了自己的呐喊，并发现两个

不同的自我正在亲密地交谈着。

写作小说和阅读小说其实都是在

寻找自我的过程，因为从一开始，

我们就对世界充满着疑惑，生活

的洪流不断吞噬着我们早已满是

伤痕的灵魂。我们需要借助小说

找到自我，这个寻找并不单单指寻

找我们的起点或出发点，更大意义

上是寻找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是寻找我们孤独或绝望的缘由。

福特 ·马多克斯 ·福特说：小说提供

了许许多多的人类实例，没有这些

托底，灵魂就会在勇敢冒险中失去

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可以比喻

为夜空下的烛火，梦里朝我们微笑

的佛像，在历经数次内心的死亡

后，我们再次获得了活下去的勇

气。坐在城市拥挤的街头，我们满

含幸福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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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复杂的人性在时间面前都

是轻盈的。小说是在借助人物展

示部分真相，仅仅只是一部分，谁

也无法做到在一部小说中揭穿生

活的全部事实和真相。月亮的神

秘感正是来自它多数时间的残缺

和不完满，小说亦如此。就像在

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真正理解我

们的来路、死亡与梦境，我们或许

在感知，在经受某种神秘的过程，

但却无法借用语言诉说，无法做

到真诚地还原。同常人相比，小

说家对人性隐秘的窥探能多出多

少呢？没错，他发现了矛盾和灾

难的根源，但他仍然无法帮助人

类解除，他也困惑绝望，也深陷其

中，否则，托尔斯泰怎会让安娜残

忍地卧轨死去呢？卡夫卡又怎会

让约瑟夫 · K被杀死在采石场

呢？常有人会斥责小说脱离生

活，篡改生活，但从小说艺术的根

本规律来看，它的核心要义就是

篡改生活，且以预言姿态去写我

们的过往和不可知的迷人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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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会过度夸大日常生活

世俗的分量，以致于忽略掉了另

一个维度神性的未知面，这个未

知面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变数，同

个人的思想深度、历史观和天赋

等诸因素有关。一部小说杰出与

否，不是由世俗生活决定的，很大

程度上而是由这个未知面决定

的。世俗生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

想象的土壤和创作的参考系，它

无法提供云层上空的灿烂和辽

阔，更无法提供现实真正的价

值。E?M·福斯特认为日常生活

由两种生活构成——时间意义上

的生活和由价值来衡量的生活，

我们的小说写作基本遵从着时间

的逻辑顺序，讲述的往往是俗世

的生活故事或时间意义上的故

事，但这样做，势必要承担相应的

后果，即忽略了由价值来衡量的

生活。那小说能舍弃时间意义上

的生活吗，也就是完全摧毁我们

的世俗生活，只去表现价值和未

知面？福斯特断言，这种实验，注

定失败。也就是说，小说写作既

不能抛却世俗意义的时间关系，

也不可舍弃深层的价值体系。

范墩子

小 说 便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