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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长篇小说王凯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导弹和向日葵》：》：■新作聚焦

一一

读王凯的小说读王凯的小说，，常会感觉到疼痛常会感觉到疼痛。。那是一那是一

种从青年时代绵延而来的成长的痛感种从青年时代绵延而来的成长的痛感，，夹杂着夹杂着

生命的青涩和稚拙生命的青涩和稚拙，，裹挟着大漠的荒凉与粗裹挟着大漠的荒凉与粗

粝粝，，似挽歌般传递着军人的理想与执著似挽歌般传递着军人的理想与执著。。从军从军

校到沙漠校到沙漠，，从机关到连队从机关到连队，，王凯小说的生活幅王凯小说的生活幅

面相对固定面相对固定，，人物大都似曾相识人物大都似曾相识，，故事也谈不故事也谈不

上有多复杂上有多复杂，，反复书写的就是部队基层的日常反复书写的就是部队基层的日常

生活和青年军人的生命情态生活和青年军人的生命情态。。

长篇小说新作长篇小说新作《《导弹和向日葵导弹和向日葵》（》（北京十月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文艺出版社20172017年年99月版月版））中中，，叶春风叶春风、、钟军钟军、、

车红旗车红旗、、兰甘兰甘、、白雪歌……这些青年军人的成白雪歌……这些青年军人的成

长故事又一次击中了我长故事又一次击中了我。。现实生活磨炼现实生活磨炼、、砥砺砥砺

着年轻的生命着年轻的生命，，虽谈不上苦难虽谈不上苦难，，却充斥着无奈却充斥着无奈

与压抑与压抑、、欲望和沉沦欲望和沉沦。。眼看着青春的激情眼看着青春的激情、、锋芒锋芒

乃至生命本身一点点遁入大漠深处乃至生命本身一点点遁入大漠深处，，消弭无消弭无

形形，，你不得不服膺命运的逻辑你不得不服膺命运的逻辑，，为富于痛感的为富于痛感的

生存经验喟叹生存经验喟叹、、感伤感伤。。疼痛疼痛，，是生命最为敏锐的是生命最为敏锐的

感觉感觉，，也是王凯小说最有魅力的美学质素也是王凯小说最有魅力的美学质素。。这这

疼痛关乎世俗疼痛关乎世俗、、欲望欲望，，关乎爱情关乎爱情、、成长成长，，最终指最终指

向的是理想和信仰向的是理想和信仰。。小说的结尾宛若寓言般小说的结尾宛若寓言般，，

绽放出灿烂夺目的精神光芒绽放出灿烂夺目的精神光芒。。始终葆有赤子之始终葆有赤子之

心的叶春风心的叶春风，，终于跳脱了世俗欲望的羁绊终于跳脱了世俗欲望的羁绊，，穿穿

越了幽深的时光隧道越了幽深的时光隧道，，闯入一片充盈着理想情闯入一片充盈着理想情

怀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荒原怀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荒原———似重获新生般—似重获新生般，，

打量着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沙漠打量着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沙漠，，脑际陷入一脑际陷入一

片轻盈的迷惑片轻盈的迷惑。。王凯以一种极富象征色彩的抒王凯以一种极富象征色彩的抒

情笔调情笔调，，回望疼痛缠绕的军旅青春回望疼痛缠绕的军旅青春，，在生命的在生命的

自我省察中描摹出军人灵魂的面影自我省察中描摹出军人灵魂的面影。。

““世界以痛吻我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我要报之以歌。。””泰戈尔泰戈尔

在在《《园丁集园丁集》》中更多地融入了青春时代的体验中更多地融入了青春时代的体验，，

细腻描叙了爱情的幸福细腻描叙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烦恼与忧伤，，成就了成就了

一部青春恋歌和生命赞歌一部青春恋歌和生命赞歌。。王凯的王凯的《《导弹和向导弹和向

日葵日葵》》又何尝不是呢又何尝不是呢？？他深谙部队生活的现实他深谙部队生活的现实

种种种种，，以辛辣而又戏谑的笔调以辛辣而又戏谑的笔调，，真实生动地揭真实生动地揭

露出过往军队内部存在的不堪和暗面露出过往军队内部存在的不堪和暗面，，将部队将部队

领导领导、、机关干部机关干部、、连队官兵等人物形象塑造得连队官兵等人物形象塑造得

穷形尽相穷形尽相。。尤其是将外部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威尤其是将外部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威

压和规训书写得细致入微压和规训书写得细致入微，，令人感同身受令人感同身受。。然然

而而，，王凯并没有沉溺于生活的疼痛本身王凯并没有沉溺于生活的疼痛本身，，而是而是

将尖锐的痛感转化为宽广将尖锐的痛感转化为宽广、、坚韧坚韧、、通透的人生通透的人生

态度态度；；他的文字充盈着厚重的现实经验和超拔他的文字充盈着厚重的现实经验和超拔

的哲学思辨的哲学思辨，，似歌者般吟唱着军旅生活宏阔辽似歌者般吟唱着军旅生活宏阔辽

远远、、高蹈正大之气象高蹈正大之气象。。

二二

当下青年作家的写实能力渐趋下降当下青年作家的写实能力渐趋下降。。大家大家

似乎过于依赖观念和想象写作似乎过于依赖观念和想象写作，，能够细致入微能够细致入微

地再现某种场景地再现某种场景、、生动深刻地塑造人物形象的生动深刻地塑造人物形象的

作品实在太少了作品实在太少了。。在一个主观倾向占上风的文在一个主观倾向占上风的文

学时代学时代，，我们通常很难读到像生活一样真实我们通常很难读到像生活一样真实、、

鲜活鲜活、、饱满的客观性作品饱满的客观性作品。。但在但在《《导弹和向日导弹和向日

葵葵》》中中，，我们不仅能读到对沙漠天气我们不仅能读到对沙漠天气、、风物及环风物及环

境的精确境的精确、、优美的描写优美的描写，，还能清楚地看到人物还能清楚地看到人物

的外貌的外貌、、行动行动、、言谈和性格言谈和性格，，连同他们微妙复杂连同他们微妙复杂

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精确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精确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

面前面前。。如果说如果说，，小说家在作品中成功地表现深小说家在作品中成功地表现深

刻的主题内容和博大的思想情感是一种有难刻的主题内容和博大的思想情感是一种有难

度的写作度的写作，，那么那么，，追求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客观追求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客观

性效果就难上加难性效果就难上加难。。要写出客观性的作品要写出客观性的作品，，需需

要作者花费更多的心力要作者花费更多的心力，，需要足够的耐心进行需要足够的耐心进行

认真的观察认真的观察、、冷静的分析和慎重的判断冷静的分析和慎重的判断。。

小说虚构性的想象不管多么诡异小说虚构性的想象不管多么诡异、、奇特奇特，，

最后都必须服从生活经验逻辑和内心情感逻最后都必须服从生活经验逻辑和内心情感逻

辑的制约辑的制约。。就像巴尔加斯就像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样略萨所说的那样：：

““不管小说是多么胡说八道不管小说是多么胡说八道，，它深深地扎根于它深深地扎根于

人们的经验之中人们的经验之中，，从中吸取营养从中吸取营养，，又滋养着人又滋养着人

们的经验们的经验。。””小说家若想更逼真地还原生活小说家若想更逼真地还原生活，，使使

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就必须对鲜活真实的世就必须对鲜活真实的世

界充满敬意界充满敬意，，就必须具有朴素诚恳的情感态就必须具有朴素诚恳的情感态

度度。。王凯对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军营王凯对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军营、、对自己对自己

同代人的军旅青春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浓厚同代人的军旅青春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浓厚

的兴趣的兴趣。。他秉持一种理性而扎实的客观态度他秉持一种理性而扎实的客观态度，，

因而得以更全面因而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更更

细致细致、、更真实地把握外部世界更真实地把握外部世界。。他笔下的军旅他笔下的军旅

生活生活，，具象而沉实具象而沉实、、细腻且绵密细腻且绵密。。对于小说中的对于小说中的

人物人物，，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地位高低，，无论正面反面无论正面反面，，王凯都怀王凯都怀

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悲悯与诚挚的爱—悲悯与诚挚的爱。。正是正是

这种悲悯的情怀和感同身受的理解这种悲悯的情怀和感同身受的理解，，使得那些使得那些

远非英雄甚至不那么正面的人物如车红旗远非英雄甚至不那么正面的人物如车红旗、、兰兰

甘甘、、曹助理曹助理、、凌科长凌科长、、白雪歌等等白雪歌等等，，虽然有着道虽然有着道

德德、、性格性格、、或行为上的缺陷和瑕疵或行为上的缺陷和瑕疵，，依然会在某依然会在某

一时刻流露出质朴一时刻流露出质朴、、善意与诚挚的一面善意与诚挚的一面。。正是正是

基于对现实经验的熟悉基于对现实经验的熟悉，，王凯没有拘泥于表浅王凯没有拘泥于表浅

的日常事象的日常事象，，更不愿做出廉价而浅薄的价值判更不愿做出廉价而浅薄的价值判

断断。。他选择沉潜入现实生活的深层肌理他选择沉潜入现实生活的深层肌理，，再反再反

身而出身而出，，试图以一种跳脱和超越的视角赋予现试图以一种跳脱和超越的视角赋予现

实生活以一种整体性的观感实生活以一种整体性的观感，，对人物的现实遭对人物的现实遭

际和精神困境抱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际和精神困境抱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小说主小说主

人公叶春风人公叶春风，，尽管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幼稚与尽管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幼稚与

迷茫迷茫，，但内心深处纯粹但内心深处纯粹、、清高清高，，有着浓烈的英雄有着浓烈的英雄

情结情结，，而且能一以贯之地坚守而且能一以贯之地坚守，，不因境遇的改不因境遇的改

变而令心灵蒙尘变而令心灵蒙尘；；在经受了种种潜规则和世俗在经受了种种潜规则和世俗

欲望的考验之后欲望的考验之后，，依然不失赤子之心依然不失赤子之心，，最终收最终收

获了精神的成长和灵魂的超越获了精神的成长和灵魂的超越。。王凯在故事层王凯在故事层

面进行批判和思辨面进行批判和思辨，，而在人物身上寄寓激情和而在人物身上寄寓激情和

理想理想，，这正是小说动人之处这正是小说动人之处、、价值所在价值所在。。

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说叙事中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说叙事中，，总是显示总是显示

出一种简单和片面的倾向出一种简单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结每每将一种情感结

构推向极端构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

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导弹和向日葵导弹和向日葵》》则始则始

终是在复杂的网络中展开矛盾冲突和情感纠终是在复杂的网络中展开矛盾冲突和情感纠

葛葛。。叶春风和他的军校同学们之间叶春风和他的军校同学们之间、、同学与同同学与同

学之间学之间、、机关层面的横向联系机关层面的横向联系、、与基层的纵向与基层的纵向

关系关系，，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

网网。。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都需要在这重重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都需要在这重重

交叉的网络逻辑中才能实现交叉的网络逻辑中才能实现。。而军营和沙漠宛而军营和沙漠宛

若庞然巨物若庞然巨物，，矗立在小说的景深处矗立在小说的景深处。。冰冷冰冷、、沉沉

默默，，悄无声息地吞噬着周遭的生命悄无声息地吞噬着周遭的生命，，也消耗着也消耗着

内部的能量内部的能量。。小说人物如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小说人物如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

磁场磁场，，不管如何逃离不管如何逃离，，怎样回避怎样回避，，终究逃不开这终究逃不开这

无物之阵的笼罩无物之阵的笼罩。。王凯洞悉外部世界对个体生王凯洞悉外部世界对个体生

命的影响和改写命的影响和改写，，并将这一过程书写得纤毫毕并将这一过程书写得纤毫毕

露露、、惊心动魄惊心动魄。。的确的确，，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

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应该以应该以

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客客

观性不仅意味着人物形象的精确和真实观性不仅意味着人物形象的精确和真实，，更意更意

味着写作伦理的强健和美学精神的开阔味着写作伦理的强健和美学精神的开阔。。

三三

一部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不朽一部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不朽，，首先是因为首先是因为

它塑造出了不朽的人物形象它塑造出了不朽的人物形象。。但是塑造不出令但是塑造不出令

人印象深刻人印象深刻、、经得起反复言说的人物形象经得起反复言说的人物形象，，恰恰

恰是现代小说的一大危机恰是现代小说的一大危机。。进入进入2121世纪以来世纪以来，，

中国小说最严重的病象正是经典人物形象的中国小说最严重的病象正是经典人物形象的

缺失缺失。。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作家对自己笔下作家对自己笔下

的人物是否真正了解的人物是否真正了解、、熟悉熟悉、、是否充满理解是否充满理解、、悲悲

悯和爱意悯和爱意。。

在在《《导弹和向日葵导弹和向日葵》》中中，，叶春风叶春风、、罗慕罗慕、、白雪白雪

歌歌、、车红旗车红旗、、兰甘兰甘、、钟军等人物形象之所以令人钟军等人物形象之所以令人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就在于王凯循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就在于王凯循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

观念观念，，着力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

于生活的流态中写尽了上一个时代军队的重重于生活的流态中写尽了上一个时代军队的重重

积弊积弊，，道出了和平年代青年军人心中的无奈与道出了和平年代青年军人心中的无奈与

苦涩苦涩。。叶春风这个人物就是千千万万基层带兵叶春风这个人物就是千千万万基层带兵

人的代表人的代表，，他们有文化他们有文化、、有理想有理想、、也有拼搏奋斗也有拼搏奋斗

的志向的志向。。然而然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政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政治

生态中生态中，，叶春风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拼尽全力叶春风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拼尽全力、、左左

支右拙支右拙、、心力交瘁心力交瘁，，却依然难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却依然难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与理想与理想，，只能为了现实利益只能为了现实利益、、仕途进步甚至爱情仕途进步甚至爱情

婚姻而委曲求全婚姻而委曲求全、、互相倾轧互相倾轧、、遍体鳞伤遍体鳞伤。。

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军营中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军营中，，爱情无疑是一爱情无疑是一

种奢侈品种奢侈品，，是年轻军人们赖以确证自身生命存是年轻军人们赖以确证自身生命存

在的重要象征在的重要象征。。小说中的爱情书写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作为一条重作为一条重

要线索贯穿全篇要线索贯穿全篇，，令人唏嘘令人唏嘘、、震撼震撼。。在艰辛与孤在艰辛与孤

寂中寂中，，爱情既可以彼此温暖爱情既可以彼此温暖、、抚慰抚慰；；也可以作为也可以作为

一种稀缺的商品一种稀缺的商品，，交换世俗的利益交换世俗的利益；；更可以被多更可以被多

舛的命运玩弄于股掌舛的命运玩弄于股掌间间，，暴暴露生命的卑微和人露生命的卑微和人

性的丑陋性的丑陋。。女性人物尽管依然不是王凯小说的女性人物尽管依然不是王凯小说的

重点重点，，但是白雪歌这个人物写得尤为精彩但是白雪歌这个人物写得尤为精彩。。小说小说

结尾处结尾处，，这个看似心机深重这个看似心机深重、、行为放荡的女孩行为放荡的女孩

终于表露出她真实终于表露出她真实、、纯粹的心灵内面纯粹的心灵内面。。种种委种种委

屈和隐忍屈和隐忍、、生命的沉重和背负一起涌上心头生命的沉重和背负一起涌上心头。。

性与爱在王凯的叙事中都是置于前景的性与爱在王凯的叙事中都是置于前景的

符码符码，，勾连着身体与灵魂勾连着身体与灵魂，，也对抗消解着人际也对抗消解着人际

关系的残酷和生活的困窘艰辛关系的残酷和生活的困窘艰辛。。叶春风骨子里叶春风骨子里

透出的清高和孤傲透出的清高和孤傲，，显示出在残酷的世俗存在显示出在残酷的世俗存在

中中，，个体生命所能保存的选择生活道路和命运个体生命所能保存的选择生活道路和命运

归宿的最后权力归宿的最后权力。。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落差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落差，，

构成了悲剧性的审美氛围构成了悲剧性的审美氛围。。人性的深度人性的深度、、生活生活

的可能的可能、、命运的波折命运的波折、、人物的形象人物的形象，，都在悲剧性都在悲剧性

的故事中次第浮现的故事中次第浮现。。青春渐逝青春渐逝，，生命丰盈生命丰盈，，过往过往

那个积弊累累那个积弊累累、、充满矛盾与抵牾的时代原来不充满矛盾与抵牾的时代原来不

过是一个饱蘸人生况味的符号过是一个饱蘸人生况味的符号。。尽管自己就身尽管自己就身

处这个处这个““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间中间，，王凯描摹时代变迁王凯描摹时代变迁

和命运嬗变的笔法依然冷峻和命运嬗变的笔法依然冷峻、、犀利犀利，，以一种寓以一种寓

言化的写作伦理传递出思辨性的精神力量言化的写作伦理传递出思辨性的精神力量。。

四四

疑难疑难、、反抗和救赎是反抗和救赎是《《导弹和向日葵导弹和向日葵》》核心核心

的精神价值的精神价值。。王凯在极其有限的生活幅面中考王凯在极其有限的生活幅面中考

察人物的内心和情感察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激烈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激烈

批判批判，，有的是沉静深邃的灵魂自省有的是沉静深邃的灵魂自省。。因为悲悯因为悲悯

而理解而理解，，因为思辨而救赎因为思辨而救赎。。

““瀚瀚海海””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不仅描述出沙不仅描述出沙

漠的本质漠的本质，，更勾连着辽远而宽广的外部世界更勾连着辽远而宽广的外部世界。。沙沙

漠如海般壮阔漠如海般壮阔，，而人物的命运就如同巴丹吉林沙而人物的命运就如同巴丹吉林沙

漠深处的弱水漠深处的弱水，，蜿蜒流过干渴蜿蜒流过干渴、、粗粝的河床粗粝的河床。。坚坚

韧和严酷韧和严酷、、逼仄和辽阔逼仄和辽阔，，诸多反义词构成的沙漠诸多反义词构成的沙漠

存在与海洋的意象遭遇存在与海洋的意象遭遇，，显得尤为意味深长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世界以痛吻我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我却报之以歌。。在小说中在小说中，，

王凯以诗性的意象和抒情的笔调显示出作家王凯以诗性的意象和抒情的笔调显示出作家

的理性认识的理性认识、、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他不仅描他不仅描

写现实写现实，，而且解释现实而且解释现实，，不仅传递经验不仅传递经验，，而且超而且超

越经验越经验。《。《导弹和向日葵导弹和向日葵》》作为王凯青春疼痛叙作为王凯青春疼痛叙

事的集大成之作事的集大成之作，，终于跳脱了狭窄庸常的底层终于跳脱了狭窄庸常的底层

视角视角，，达至开阔辽远的文学气象达至开阔辽远的文学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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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戈壁滩上的空军基地

长大，军校毕业后又回到那里，从技

术员到排长，从连队指导员到宣传科

干事，从少尉到少校，直到快30岁时

才离开。那时我很想离开基地，尽管我

很爱戈壁滩夜空中的星河。作为一个

穿着军装的凡夫俗子，我觉得我应该

有一个比戈壁滩更像样点儿的安身立

命之处，然而等我真的离开以后，却

又不能不时时怀想。如今我已经在城

市生活了不短的年头，但我基本没写

过城市的生活。我始终觉得我与城市

是隔膜的，城市夜空的星星永远与灯

火成反比。内心里，我更愿意把自己

当成一个驻守大漠的军人，也许只有

把自己放置于那一片蛮荒之地，我才

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价值乃至

于人的价值。所以直到今天，我写的

仍旧是漠风永不止息的河西走廊和

巴丹吉林沙漠，而《导弹和向日葵》就

是其中最耗费我心力的一篇。

这个题目和小说中所有人物的

名字一样，都来自我喜欢的唐诗《白

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只是有的换了

一些同音字，好让它们看上去更像一

个名字，有的则原封未动，比如小说

中的“白雪歌”。因为这首诗，让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

都有了某个确切的出处，也仿佛给了我一个写作征途

上的立足点。在我看来，岑参这首诗和很多边塞诗不

同，既有严寒也有热血，既有悲怆也有雄浑，诗句掺杂

着许多莫可名状的复杂心绪，而不仅是通常所见的激

昂或者伤感。所以写作时，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

有一点这样苍茫又细腻的滋味，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

更充分地表达出军人内心丰富的情感。

这个小说中的很多生活细节是我亲身经历的，比

如我军校毕业刚分到基地时，就曾跟着老兵学习地空

导弹燃料加注专业，那时我对加注车上的阀门和管道

毫无兴趣，盛夏戴着防毒面具训练时憋屈的感觉宛如

昨天，鼻翼间似乎还留存着导弹燃料极其特别的味

道，所有这一切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当中。从某种意义

上说，我在小说中写出了一部分自己，或者说，写出了

诸多自己的一个。但又不止于此。因为我想写的不仅

仅是自己的生活，更是我们一代军人的生活。在我看

来，辽阔的戈壁大漠不仅是最好的武器靶场和战术演

训场，同样也是绝佳的文学现场和心灵试验场，把年

轻的男女军人们放在此地，也许才能更清晰地展现他

们的抉择与放弃，才能更尖锐地呈现他们的欢乐与痛

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现他们的相聚与别离，也才能让

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视的军营世

界与迷彩般斑驳的军人内心。我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探

究年轻军人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实现精神成长，如

何在时光和风沙的磨砺中寻找到生活意义，如何在不为

人知的所在中坚守职责，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老生常谈，

但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找寻与追问。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我得在写作中做到尽可能的

真诚，我不确定自己做到了何种程度，毕竟这是个无

法量化的指标。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总是会停下来问

自己，你写的这些你到底信不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就继续；如果不是，那就再想想应该怎么写。无论

如何，我希望自己是真诚的，也努力把真诚注入笔下

的人物，至少能让我自己相信，他们或许真的就生活

在沙漠中的某处。正如托尔斯泰在《五月的塞瓦斯托

波尔》的结尾中所言:“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

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的美尽量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

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英雄不是别

的,就是真实。”

罪案中的人性审视与探索
□王春林

■新作快评 张学东中篇小说《蛇吻》，《十月》2017年第6期

面对张学东的中篇小说《蛇吻》，我们
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引自米兰·昆德拉的
那句题记：“受了伤害的爱情常常以憎恨的
形式表现出来。”小说艺术上的一大特点，
就是峰回路转的艺术结构的精妙设定。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40多岁
的中年男性。作品一开始，“我”想方设法地
纠集当年的大学同学周枪、赵剑一起去野
餐，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缅怀自己当年的青
春岁月。就在我差不多要断定这仅仅只是
一篇以同学情谊为主题的乏味小说时，作
者却笔锋一转：全班同学爬过一道山梁，意
外地发现了一段古长城，“风化得圆咕隆咚
的，更像一只塌了气的包子，没有一丝棱
角，就那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趴在杂草
和乱树中间。”全班同学便都嚷嚷着要全都
爬到这个土包子上拍照合影留念。就在攀
爬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一位男
同学不小心“跟头骨碌地翻滚下去了”。正在
大家想方设法帮着这位同学脱困时，又一个
意外发生了：“就听轰隆一声响，手里的这棵
酸枣树连带着大块大块的土包一齐坍塌下
来，霎时土烟弥漫，我的眼睛彻底被迷住
了……”谁都难以料想到，土包子坍塌后，竟
然暴露出一个自然形成的葫芦形洞坑：“一
个像狗样蜷缩着的人形头朝里脚朝外倒在
洞内，由于土坯坍塌时落下了厚厚的土尘，
使得躺着的那位的头发相貌乃至衣着全被
覆盖住了。”就这样，伴随着一具女尸的突
然现身，《蛇吻》在不动声色之间彻底地翻
转为一部罪案小说。

这时我们才彻底明白，那位不无神秘
色彩的老谭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在为接下来
的情节突转做铺垫和准备。如果说同学情谊
的那个部分构成了小说的一条结构线索，那
么，老谭的故事就可以被看作是与这一条结
构线索时有交叉的另外一条结构线索。更进
一步，从罪案小说的角度来说，老谭这条线
索才更应该被看作是小说的结构主线。

大学期间的老谭，谈起女人头头是道。
但他其实只是个空头理论家，他的婚姻相
当失败，妻子是个典型的交际花，婚后不久
就和一个南方人打得火热，之后干脆跟着
对方南下去经商了。究其根本，女人之所以
会冷酷无情地跑路，与他们夫妻俩日常生
活中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女
人肆无忌惮地享受生活，另一方面是老谭
无原则的宽容与忍让，最终结局恐怕也只
能是万般无奈的分手。女人无情地跑路后，
老谭只好和尚且年幼的儿子一起相依为
命。没承想，即使是他这惟一的精神依靠，
到最后也因为前妻跑回来和他争夺的缘
故，在被绑匪绑架后给撕票了。如同你已经
意识到的，那具被一群聚会者偶然间发现
的女尸，正是老谭的前妻。

老谭杀人后，把尸体掩藏在河湾水库
那段古长城下的洞坑里，原以为百无一失，
没想到竟被自己的大学同学无意间给撞
破。这种阴差阳错的人生吊诡，让“我”感到
不是滋味：“我也忽然间意识到，自己更像
是一个可耻的告密者和揭发者，或者，我们
一班同学集体无意识地检举了这个可怜的

男人。”一贯隐忍的老谭，如何能够下得了
手杀害自己的前妻？“电视上说据案犯交
代，谭某之所以残忍地谋杀前妻，是因为每
当他看到这个女人，就会想起自己的儿子，
就会陷入失独后无尽的悔恨和痛苦当中。”
让根本不可能成为杀人凶手的老谭，到最
后合乎逻辑地成为真正的杀人凶手，正是
张学东这部中篇小说的出奇制胜之处。小
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蛇吻”？结尾处，作家
借老谭之口给出了答案：“他说，你们恐怕
还不知道，我和我前妻都是属蛇的。我们三
个听了面面相觑，忽然又想起他那天讲过
的‘毒蛇之吻’，顿时每个人喉咙里就像是
哽着一根利刺，那滋味可真叫人难受。”何
为“毒蛇之吻”？原来，就在他们三位第一次
到河湾水库无意间撞见已然隐踪多年的老
谭时，老谭就已经不无暗示地给他们讲述
过“蛇吻”的故事：“两只蛇头在最高处唇齿
相交，活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正在忘情地
狂吻”，“其中一条蛇真的不动了，奄奄一
息，一定是僵死在对方的毒吻下，另一条则
迅速挣脱了对方的纠缠和束缚，跃跃欲试
吐着芯子，随时将要冲人直扑过来，老谭说
他当时吓得半死，拔脚就逃出洞外。”

将现实生活中的老谭与前妻的悲剧性
人生故事与这一场不无神奇的“蛇吻”联系
起来，则他们彼此那充满着怨毒的纠缠，毫
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人世间的一种“蛇
吻”。人间情爱失却后的彼此怨毒，竟然可
以达到你死我活彼此残杀的地步——小说
的标题和内蕴由此而来。

这是文学“苏军”的一次集体亮相、一次集体行

动——文学参与它的时代的行动。范小青、储福金、

鲁敏、庞余亮、晓华、胡弦、梁晴……他们的身份是小

说家、诗人、散文家、批评家，这次他们共同行动，只是

为一个词下文学的定义，这个词叫“台商”。

“商”，自古以来就是影响文明进程和日常生活

的重要人类活动，它也可以指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

一群人。而“台”则是大陆和台湾两岸之一岸的“台

湾”。我印象中，中国历史上能够像“台”这样被置于

“商”之前的某些地理和地域还有“徽”、“晋”、“浙”、

“粤”、“苏”等。这些地方的人无一例外带动他们所处

时代的繁荣，而他们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清晰地标

识出有着各自地域文化特征和人的性格的文化形

象。所谓“某某商”，其实是某某地方人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个性、气质和异乎常人的能力在“商”得到淋漓

尽致的表现。因此，现在我们很容易从“徽商”、“晋

商”、“浙商”、“粤商”、“苏商”等等想象到他们和他们

的时代。无疑，“台商”是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

这40年中国梦想的一部分。

江苏是投资、发迹和创业“台商”最为集中的地区

之一。“两岸家园”隐藏着国族和文化共同体的丰富情

感内容。如其所指，当台湾同胞从自己生息的家园出

发抵达大陆开始各自的人生创业梦想，他们并不是大

地上漂泊的异乡人，他们在大陆是有根有家的。和任

何时代的创业不同，台湾同胞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

大陆的商业及其他活动自然被赋予文化的认祖归宗

意味。“家园”是家族聚居地，也是文化累积和遗存在

当代参与到我们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的人文家园。

当22个作家、诗人、批评家在给“台商”这个词下

定义的时候，是22个“台湾人”，他们丰盈充沛的“故

事”丰盈充沛了“台商”这个词。“台商”当然首先是因

“商”而成就的一个“词”。对于作家而言，“商”是他们

观测和把握今天的时代无可回避的。这种观察和把

握自然可以从已经无所不在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

中的商业活动中进行，但我相信，这次22个作家对

22个台商的采访和写作经历肯定丰富了他们的“商

业”经验，其症候也不一定只是体现在《两岸家园》这

本书中。这次有组织的行动和实践性的写作对于这

些作家未来写作的影响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可以稍微展开一点思考的，《两岸家园》这种写

作的完成方式在当下文学生产中不是一个孤立的个

例。正是通过文学的“有组织”生产，作家和他们的

时代建立了细节和真实的关系，从而有效地保证了

他们写作处理现实的某一部分是正在进行的，是

“活”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把文学研究局限在最后完

成的文本，就能够发现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组织”

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所以，《两岸家园》可以作为

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我们当下文学生产中的一次积

极尝试、一个成功的案例。不惟如此，它的意义还可

以在新的时代作家何为等方面得到确认。

从文体的角度，《两岸家园》的写作也是对纪实文

学文体的一次有效的现实激活，揭示出纪实文学的生

命力在于能够也可以深刻地切入到行进中的中国，成

为我们时代史诗性的文类，进而重建其文体尊严。

《两岸家园》的写作者并不是记者，也很少专门

的纪实文学作家，他们要依靠实地采访和田野调查

建筑他们的文学世界。我们现在读到的，他们通过

“纪实”完成了22个台商的个人史记，即“纪实”所包

含的一手的、丰富的“实”，亦即定义之“义”，是家族

志、政治经济史，是20世纪中后期两岸交流的百科

全书，但这不是《两岸家园》文学“定义”的全部，文学

是要勘探人性的幽微以及人和时代之间的生命缠

绕，因此，《两岸家园》最后通向22个人的性格史和

命运史。

22个“文学”的“台湾人”是参与《两岸家园》的

22个作家最终要定义的。而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

中，我们最熟悉的“台湾人”是白先勇、余光中等笔下

的怀抱乡愁的流寓者，现在他们在《两岸家园》归根，

成为我们时代的“新台湾人”。这样看，《两岸家园》

的文学定义才刚刚开始。

■短 评 一次文学参与时代的行动
——《两岸家园》的启示 □何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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