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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入生命的反思与美感浸入生命的反思与美感
————读雷达散文读雷达散文 □□古古 耜耜

王彬的叙事学著作《从文本到叙事》近日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之事，也是值得学界庆

贺之事。

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分为经典叙

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前者又可以区分为以

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和旨在探索作品的修辞目的与

效果的修辞学派。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文化主义浪潮

的影响，经典叙事学开始转向后经典叙事学，侧重意识

形态的政治批评。然而，无论是从事经典叙事学还是后

经典叙事学的学者，在分析作品时依然离不开时间、聚

焦、叙述者、故事类型、情节结构、叙述层次等等这些被

经典叙事学梳理出来的基本语法，依然要以经典叙事

学的概念与模式作为研究支撑。当然，随着时代与社会

发展，小说的形式也日益翻新，文本更趋复杂，经典叙

事学中固有叙事语法与叙事模式难以适应更为复杂的

文学现象，需要补充、更新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传入我国，一时为学者所

重。但是不久，便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湮没，学者们纷

纷转向文化领域研究，当然也有坚守者，王彬便是其中

之一。他认为，关于小说文本的研究，中国古已有之，并

不是什么新鲜之事。但是，他又认为，西方叙事学作为

一门社会科学有其科学性、严谨性与先进性，当然也有

其局限性，作为中国的学者如果以叙事学者自居，则必

须遵循其固有的叙述规范，而不应只冒用其名而无其

实。同样，中西文化不同，对小说的理解与认知也不一

样，因此做叙事研究不能忽略本土文化观念，这就需要

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进行分析与研究。同样道理，中国当

下的文学创作，创作手法与西方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

急需对中国当下文学作品进行梳理，故而中国的学者

在做叙事学研究时，既要站在古今，也要站在中西小说

研究的节点上而避免偏颇。

王彬认为，中国的叙事学者应该立足本土，从历史

与当下的文学现象出发，构建本土的叙事学流派，推进叙

事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当然，叙事学根本

要为创作服务，脱离文本空发议论的研究是

不切实际的，只有不避烦琐、艰辛地从文本

出发，才能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叙事语

法与叙述模式，从而给创作的实践者以启迪

意义，因此他的这部新著《从文本到叙事》便

是这个道理。此书10章，大体可以分为四部

分：一、叙述者；二、动力元；三、时空；四、话

语。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叙述者与话语

部分中的两个问题做简单介绍。

一、任何一部小说都有叙述者。叙述者

可以显身，也可以隐身。鲁迅短篇小说《孔乙

己》的叙述者是一个小伙计，小伙计以第一

人称显身出现，而海明威《杀人者》中的叙述

者则采取隐身姿态。王彬在本书第一章《解

构的叙述者》中指出，叙述者是作家创作的

第一个人物，其他人物都是通过叙述者衍生出来，因此叙述者可以说是小说的中

心。没有这个中心便没有小说，一切有创新精神的作家总是试图通过对叙述者的

解构，从而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王彬指出，叙述者解构可以有多种形式，

甚至可以解构为作者。比如《红楼梦》的叙述者是一块顽石，但是在传抄中解构出

众多辅助的叙述者，直至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出目录，分出章回，将《石

头记》改为《金陵十二钗》。这样，辅助的叙述者之一被解构为作家曹雪芹。

在此基础上，王彬提出第二叙述者的概念。《城堡》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讲

述一个土地测量员的故事，开卷写道：“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

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

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

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的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奥地利】

卡夫卡：《城堡》第1页，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

《城堡》的叙述者附着于土地测量员身上，一切聚焦均从他出发，属于内聚

焦。土地测量员第一次来到这里，而夜色深沉连一星儿亮光也没有，没有人告诉

他城堡在何处，他怎么会知道城堡的位置？很显然，“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

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

见”，这样的叙述出自另外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可以看见测量员看不见的事物，

没有这个叙述者，关于城堡的故事就难以进行。这意味着土地测量员的背后存在

另外一个叙述者，也就是第二叙述者。这是一个全知叙述者，通过他的叙述使得

《城堡》的故事得以继续进行。

叙述者与第二叙述者是一种平行关系，前者是具象的，后者则以抽象的形式

存在，由于第二叙述者的存在，将会使小说内部产生不同声音，从而出现不可靠

叙述，进而产生复调。当然，如同叙述者背后可以出现第二叙述者，同样，第二叙

述者背后也可以涌现新的叙述者，从而促使小说文本生发出无限可能。

二、王彬认为，小说包括两种类型话语：一是出于叙述者的叙述语；二是出于

小说人物的转述语。

关于转述语，王彬在本书第八章《小说中的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中

认为有这样几种形式：（一）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说：“我明天一定来。”

（二）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他说，他明天一定来。（三）自由间接话语——他

沉吟了一会，他明天一定来。（四）自由直接话语——他沉吟了一会，我明天一定来。

在自由直接话语中的转述语之前，无动词，也无冒号、引号等叙述标记，但在

转述语中出现了第一人称。相对于自由间接话语，在本来应该是叙述语的地方出

现了转述语，这样的表述便是典型的内心独白。这种内心独白如果是随机式的联

想，便演化为意识流。自由直接话语为内心独白与意识流提供了表述形式。

无论是自由间接话语，还是自由直接话语，均可以视为叙述语与转叙述语的

合流，只是合流的主体不同，或者是叙述语合并转叙述语，叙述语是主体；或者是

转叙述语合并叙述语，转叙述语为主体。

除此以外，王彬认为还有一种转述语的形态，即第五种，亚自由直接话语：

“他沉思了一会，他说，我明天一定来。”相对自由直接话语，增加了主语与谓语，

只是叙述标记变了，将冒号与引号改为逗号，但是，虽然如此，在转述语中仍然出

现了第一人称：“我明天一定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直接话语，尤其是亚自由直接话语在中国小说中

大面积出现。这样的转述语形式，王彬指出在我国古代的小说中并不罕见，甚至

在《论语》中也不乏其例。王彬认为，“背景说明”加“人物对话”是话剧脚本的基本

模式。如果把表示背景与对话的叙述标记删略，加上适当的连接语，便很容易改

造为传统的小说样式。同样，如果我们把传统小说，按照背景说明与人物对话的

模式进行简单加工，也很容易改造为剧本。从这个角度看，传统形式的小说是一

种“类脚本”，是对剧本的模仿。为了达到“类脚本”的效果，故而要通过完整的叙

述标记，把叙述语与转述语区别开来。而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的大量

出现，则颠覆了“类脚本”传统，泯灭了叙述语与转述语之间的界线，使作家的写

作更加得心应手，避免了在两种话语之间跳来跳去，从而保证了叙事流畅的最大

可能，促进了小说文本的解放。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相对域外小说反映在叙事语法

上，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自上世纪80年代来，王彬先生开始做叙事学研究，至今已有30余年，先后

出版了《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无边的风月》和《从文本到叙事》。其中《水浒

的酒店》与《无边的风月》研究历史语境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红楼梦叙事》与《从

文本到叙事》研究叙事语法，属于经典叙事学。《红楼梦叙事》初版于1998年，是

第一部用叙事学研究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论著，《从文本到叙事》则立足本土放

眼域外，探讨了小说领域中的叙事现象，分析并归纳出若干具有规律性的叙事规

约，从而推动了叙事学的深入与发展，我上面阐述的只是本书的两个范例而已，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此书找来阅读，在叙事的园地任思绪徜徉，兴许会收获更多

的花朵与愉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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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雷达散文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

世界，其中有生命记忆的潜心打捞，也

有人物印象的生动摹写；有地域风情的

精彩描画，也有社会世相的多维摄照；有

环绕文化焦点的辟透剖解，也有针对体

育竞技的颖异感悟；有诗性勃发的叙事

抒情之什，也有哲思充盈的析理辩难之

制……所有这些，摇曳变幻，不拘一格，

仿佛在诠释作家的“夫子自道”：“我写散

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兴来弄

笔，兴未尽而笔已歇，没有什么预定的宏

远目标，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我写

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更

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

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

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

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

雷达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生

活的繁复性、多面性、艺术的率真性以

及作家主体的随机感与自由感，却不见

同类追求之下常常难以避免的内容或

风格上的散漫、杂芜和琐碎。这里起到

化合统摄作用的，是一种强大的生命磁

性与浓郁的心灵色调，二者互为条件，

不仅为多姿多彩的散文世界注入了“血

管里流的总是血”的整体感；而且十分清

晰地凸显了作家高度个性化的文化身

影——置身于充塞着物质化、商品化和

功利化的消费时代，他不时感到有困

惑、怀疑和悲哀来袭，却始终不情愿让

这些统治内心，更不承认它们是天经地

义。为此，他将忧患的思绪化作遒劲的

笔力，叩问历史与现实，对话社会与人

生，力求以饱含哲思与激情的审美化言

说，实现精神自救，同时为喧嚣扰攘的

物化世界，留下一片可以安置心灵的绿

洲——这庶几就是作为散文家的雷达。

二

作为改革和巨变的亲历者与见证

者，雷达从不否认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

会进步与民众福祉，但也从不把眼前的

一切理想化、完美化、绝对化。在他看

来，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两

面性。它所产生的空前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给人以舒适和便利的同时，也会造成

对人的挤压。而这种挤压通常表现为一

种全方位的“缩略”形态。正如他在《缩

略时代》一文中所写：“缩略乃时代潮流

使然，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但从根本上

说，所谓缩略，就是把一切尽快转化为

物、转化为钱、转化为欲、转化为形式，

直奔功利目的。缩略的标准是物质的而

非精神的，是功利的而非审美的，是形

式的而非内涵的。”这里，“缩略时代”可

谓一个体验独到的概括。

为了反拨物对人的“缩略”，雷达散

文每每将视线投向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与精神图景，努力揭示其中的繁复、亮

丽与斑驳。《乘沙漠车记》透过作家身临

其境的观察体验，描述了沙漠石油勘探

鲜为人知的艰难情境，凸显了石油建设

者使命中或者说宿命里的悲壮，以及构

成这种悲壮的忘我的拼搏与奉献精神。

《秋实凝香》聚焦桓仁县女医生李秋实，

她身上熠耀的善良、仁爱、敬业、无私，

不仅赓续了传统的道德之美，而且告诉

人们：越是在物欲膨胀的商品时代，高

尚的人格与人性，越是珍贵、不可或缺，

依然拥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行走的

哲人》将由衷的激赏送给了孤身徒步走

西藏的余纯顺，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

作家从这位“哲人”身上，发现了物化时

代难能可贵的人道关怀和慈悲心肠，以

及他对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执著追

求。《辨赝》《摩罗街》取材于作家的文物

收藏经历，而其中最让人过目难忘的，

便是人性在物欲中的沉沦或升华，即一

种出现于不同时空的或利欲熏心、或大

美卓然的社会风景。这种无意中生成的

不比之比，将作家激浊扬清的济世情怀

表现得生动而剀切。

对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图

景，雷达敏于发现，亦精于描摹，注重发

挥作家同时又是学者的优势，让思想和

学养恰当适时地进入经验或现象世界，

展开由知性引领的联想与阐发，就中完

成更见深度的意旨表达。

三

在谛视和发掘现代人生存状态与

心灵图景的过程中，雷达始终敞开着内

心，袒露着灵魂。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

精神思考、情感起伏和意识流动，包括

其中的迷惘、纠结与焦虑等等，通通当

成了审视和表现的对象，不加掩饰地端

给了读者，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真诚

的、在自省中反省的艺术品质。

不妨一读《还乡》。这篇记述作者回

乡见闻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写到了家乡

和家乡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不过，

所有这些变化在作家眼里，却有些喜忧

参半：物质生活已经向好，自然环境却

不容乐观；侄女在人生路上的“不安

分”，透显出农民观念和命运的双重改

观，而侄子在官场的情绪起伏，却意味

着强悍本色的最终丢失；乡音和柴火味

儿令“我”感到亲切，这亲切里又分明掺

杂了生疏与隔膜。惟其如此，作家一时

说不清这次还乡，“究竟是失望，还是充

实”，表达了一种复杂的现代性思考。

也有一些时候，雷达的内心世界是

在相对安静自适的情况下，以沉思的方

式和从容的笔调展开的，是一种带有较

浓的形而上色彩的意识流动，其基本主

题则是解读精神现象、探索生命奥秘。

譬如《论尴尬》，由人生之尴尬说开来，

既梳理其语义转换，又勾勒其场景变

化，进而发现：“尴尬是人的不自由状态

的自然流露，是消灭不掉的……只要我

们不矫情、不造作，抛弃虚伪的遮饰，敢

于直面自己的灵魂，也就敢于坦荡地面

对尴尬了。”《说运气》是“我”对运气的

认识和理解：运气这东西看似神秘，其

实不过是主客体的一次奇妙的，充满无

数可能性的，出人意料的遇合。因此，对

于每一个人来说，与其做运气的膜拜

者，等待运气，不如忘掉运气，在自由创

造中采取更为积极和睿智的人生态度。

《生命与时间随想（18章）》荟萃作家日

常生活的片段思绪，其话题大都直抵现

代人的心理症结或精神困境，而由此展

开的作家的内心独白不仅烛幽发微，别

开生面，而且每每衔接着一个时代的典

型情绪乃至前沿思想。于是，我们在收获

作品醍醐灌顶般的心灵启迪的同时，领

略到作家难能可贵的清醒、敏锐与深刻。

四

当然，雷达散文最重要的内容和篇

章，是他对大西北故乡的书写。在这些

作品中，每每活跃着中国西部特有的地

理标识、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以及作

家对西部大地的无限眷恋、细致打量和

泼墨书写，所有这些构成了雷达散文最

突出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雷达是可

以作为西部作家来看待的。

先看《皋兰夜语》。该文旨在为西部

名城兰州立传，其锁定的中心意象是静

卧千年、俯瞰全城的皋兰山。围绕这个

意象，作家一方面回溯过往，将多种记

忆、史实与学养，整合为摇曳而浑厚的

叙事，勾勒出历史上兰州曾有的集强悍

与保守、坚韧与封闭、叛逆性与非理性

于一身的矛盾性格；一方面立足现实，

透过皋兰山顶建公园，以及“我”和朋友

们居高临下，夜观灯海的写意性描述，

象征性地展现了新时期的兰州，打破闭

锁，锐意变革，努力汇入大时代的情景。

天水地界上的新阳镇是渭河上游

的古镇和名镇，也是雷达的出生地，是

他严格意义上的家乡。以镇名为篇名的

力作《新阳镇》，便是他透过岁月烟尘，

朝着家乡的深情回望。应该是得益于记

忆与经验的厚积薄发，这篇作品将家乡

的山川形胜、自然物产、历史沿革、文化

习俗等，描述得多彩多姿，曲折有致。其

中以简约有力的笔墨勾勒出的大嫂谢

巧娣的形象，更是丰满真切，感人至深。

她身上特有的那种刚强、坚韧、泼辣、豁

达、敢踢敢咬和不畏强势的个性，无疑

是粗粝的西部生存镌刻出的印记。一篇

《新阳镇》，一卷西部古镇的人文风情

画，意境深远，意味深长。

《听秦腔》也是一篇妙文。它以秦腔

为文眼，其跌宕起伏的讲述，不仅活现

了秦腔牵人心魂的“苍凉悲慨”，以及

“我”和无数西北人对秦腔渗入血脉的

酷爱；而且将秦腔和秦腔之爱的心灵

化、社会化过程同大西北的地理与历史

结构，以及西北人的情感与伦理方式，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五

大约从 2014 年开始，雷达在《作

家》杂志开设“西北往事”专栏，讲述生

命中的大西北，每篇一万多字，至今已

发表了《多年以前》《新阳镇》《黄河远

上》《费家营》《梦回祁连》《韩金菊》等多

篇。这些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一经披

露，点击率很高，专家和读者纷纷留言

激赏，场景热烈壮观。显然，它们异军突

起，为雷达散文拓展出一片新的引人瞩

目的审美空间。

虽然书写西部是雷达一贯的着力

所在，但这一组正在写的散文却与以前

大有不同。首先，这组作品是自传体的。

作家从亲身经历出发，把自己的成长史

和心灵史全无粉饰地敞开，其强烈的纪

实性和现场感，以及浸透其中的披肝沥

胆的自我解剖和真诚言说，足以让读者

产生强烈共鸣。第二，这组作品书写作

家经历，但又不是纯粹的封闭的自说自

话，而是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很自然

地渗入历史镜像与地理人文，于是，作

家那一片片丰饶的记忆沃土，开满了社

会心理、民间传说、历史事件、地域风

情、时代氛围的花朵，它们交织在一起，

分明构成了甘肃乃至整个西部风俗史

和精神发展史的一部分。第三，在叙述

风格上，这组作品客观，冷峻，质朴，丰

腴、深刻、厚重，提供了大量联系着特定

时代风云变幻的情节与细节，呈现出作

家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眼光、胆魄和勇

气。有读者称这组作品将“历史真相隐藏

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之中”，是“个人命运

与时代面影交叠合一”，洵非虚美。第四，

这组作品拥有相当丰沛的人性与情感内

涵。其笔墨所至，或揭示人性的复杂，或

感叹命运的曲折，或激赏情感的圣洁，其

中作为最新一篇的《韩金菊》，更是把作

家生命中珍藏的遥远而凄美的初恋悲

剧，讲述得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雷达的“西北往事”还在继续写。在

他笔下，西部书写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题

材的选择或意象的熔铸，也不单单是一

种乡恋的表达和乡愁的寄托，而是更多

承载了现代人精神还乡、心灵自省和生

命充氧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正能量和大

境界的艺术追求。在雷达看来，传统而

质朴的以前现代为基本形态的西部生

活，郁郁勃勃，气象万千，包含了许多具

有恒久价值的东西，它值得现代人深入

省察、仔细回味，直至常读常新。

唐云富的小说《蜘蛛洞》讲的是明朝末年

到清军入关建立统一的大清朝初期，生活在

渤海湾海河入海口广阔盐碱滩上的盐丁灶户

的生活，它以一个灶户家庭破败逃亡到再建

家园过上小康生活为线索，通过四代人悲欢

离合的命运，写出了一部盐民的生活史。故

事分四大块：明朝崇祯时代，由于吏治的腐

败，各级官吏对灶户敲骨吸髓地盘剥，加上大

明王朝在内乱（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压力

下需要更多的军费，便对提供朝廷二分之一

财政的盐民增加赋税并压低盐的收购价，逼

得不堪负重的灶户们集中到盐场衙门请愿，

要求恢复原收购价并减少杂税。请愿失败，

灶户们弃灶逃亡。故事第二块是讲：清军入

关，改朝换代，新建的清王朝严令逃亡的灶

户们重操旧业，恢复海盐生产，以增加朝廷

税收。为此朝廷给灶户们发放部分贷款，但

这时老龙湾的养船户财主郑顺杰却要把灶

户蔺中才的一块灶地霸占过去。蔺中才不

让，郑顺杰便贿赂知县和盐场衙门私改地

图，把这块地划与郑顺杰。蔺中才状告郑顺

杰，引出了一起官司。在清官的主持下，蔺

中才打赢了这场官司，且清官宁宣善顺藤摸

瓜逮捕了受贿和贪污税银的几名贪官。故

事第三块是讲蔺中才和丰源盐场全体灶户

要把刮土淋滷锅鐅（铁锅）熬盐改为天日晒

盐，郑顺杰却又看上了灶户们计划用来建盐

滩的东大洼——一片盐碱滩和芦苇荡——

想把它改造成万顷稻田。为此，郑顺杰又花

重银买通了层层官僚直至户部尚书，还用碱

滩上的稻田种出的稻米粥取悦太皇太后，太

皇太后下了懿旨把东大洼划归郑顺杰种水

稻。幸好清廷还有几名忠诚耿介之臣，他们

说服皇帝和皇太后，一亩盐滩晒盐能给朝廷

增加10倍于稻田的税银，而皇帝正在想如何

建立自己的小“金库”，于是太皇太后为皇家

社稷着想而改变了自己的懿旨，叫灶户和郑

顺杰打擂——赌老天爷下不下雨——定输

赢。为打擂郑顺杰请了自称能兴风作浪的道

士，请了多年驶船捕鱼的渔夫老驾长，但最终

还是灶户们赢了。灶户们多年来在盐碱滩上

熬盐，发现有一种生长在草丛土洞里的蜘蛛

总是在下雨前织网把洞口封起来，防止雨水

灌进洞中，它对降雨的判断的准确性超过了

老驾长的判断。这是聪明勤劳的灶户们与财

主、贪官们斗争的重要回合——它推动了直

隶盐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的改革，东大洼

改造成了天日晒盐的盐滩。惟其如此，作者

把这部 60 万字的长篇小说取名为《蜘蛛

洞》。故事进入最后部分，户部尚书、直隶盐

运司、丰源盐场盐课司大使和盐匪勾结起来

公盐私卖，并且降低盐的收购价，使得朝廷的

盐税减少许多，灶户们的生活也陷入困顿不

堪。于是灶户们和几位清官联合起来打击了

贪腐官员。

为什么要分析作品的结构，为什么要叙

述故事的脉络？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没有

引人入胜的故事就不能聚焦读者的目光和阅

读兴趣。没有坚实的结构，就盖不起一座大

厦，也就失去了主人公施展身手的舞台，塑造

不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细节决定成败，而在这一点上，作者的想

象力似乎比结构故事更胜一筹，满篇都是精

彩的细节。这里仅举一例：郑顺杰图谋蔺中

才的一块灶地而给三水县衙和丰源盐场盐课

司行贿，两位官员得了银子便私改地图，把

蔺家的灶地划给了郑顺杰；后来私改地图事

发，两位贪官被直隶按察使拿下，接着审讯

郑顺杰，他却大呼冤枉，说银子是山东大旱

时他捐给朝廷的赈灾银和捐给朝庭平息云

南叛乱做军费之用，他还出示了两位贪官写

的捐银收据。按察使只好重审两位贪官，两

位贪官却都磕头如捣蒜，推翻了原先的供

词，招认是自己贪污了郑顺杰捐给朝廷的银

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直隶巡抚

的幕僚温润理收了郑顺杰两万两银子，把事

情摆平了：温润理在按察使拘捕郑顺杰之前

去了一趟按察司大牢，分别对两位贪官说，

你们数罪并罚罪大当诛，但你们想过自己死

后家产抄没，家中老人和妻妾儿女发配边关

为奴和沦为乞丐如何维生吗？两位贪官痛

哭流涕请求温润理指教，温润理支招叫他们

给郑顺杰写收条，就说是自己贪污了郑顺杰

捐给朝廷的银子，他就可以叫郑顺杰给他们

各自的家眷5000两银子以备沦落后度日。

两位贪官接受了这个建议，立马就要写收据，

但温润理拦住他们说：“别忙，我得让郑顺杰

将银票送到你家，然后再安排你的妻子来探

监，你就悄悄把收据交给她，让她亲自送给郑

顺杰，这样你也放心。”多么精彩的细节呀，它

把封建王朝官员们的师爷、书办者流的幕僚

们的精明、干练和狡黠、奸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且鲜明突出、入木三分！

不仅仅是故事的结构厚实坚固、细节精

彩，作者叙事的技巧也很奇巧和新鲜。全书

开篇的《楔子》说：“六月初二上午，丰源盐场

盐课司衙门前十分热闹……今天是打鱼的养

船户郑顺杰和熬盐的灶户蔺进元打擂的日

子……他们争的是盐碱荒地东大洼……”这

次打擂郑顺杰输了，但是小说正文开始，作者

却抛开打擂，从盐丁灶户的日常生活写起，写

了灶户熬盐的艰辛生活的困顿，官吏的腐败

和盘剥，灶户们逃亡……直到数余年后满人

统一全国，恢复和振兴盐业，海盐的生产方式

即将发生一次革命——灶户们要把锅鐅熬盐

改为日晒产盐，要把东大洼建设成盐滩，而东

大洼也被郑顺杰看上，想把它改为稻田，双方

开始争夺东大洼……这是一个长长的倒叙。

而正像蒋子龙先生写的《序》中所说，“正与倒

叙、插科与打诨，纵横捭阖，跳跃自如。”正是

这种跳跃自如的写作方法，还有作者虚构的

蜘蛛洞预告气象的魔幻细节，使得一部现实

主义的作品产生了异样的美感。

以上说的是《蜘蛛洞》的谋篇布局和细节

描写以及作者的叙述才华；作者就是用这样

旖旎传奇的方式技巧塑造了蔺中才、蔺进元、

岳凤禄等盐民的形象，塑造了一个贪婪无耻

的财主郑顺杰，塑造了忠于朝庭的官吏宁宣

善，也塑造了包在发这样奸诈的贪官，人物个

个形象饱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部小说

还通过盐场灶户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写

出了一部盐民史；通过由锅鐅熬盐改为日晒

产盐讲述了直隶盐业生产的发展史，也写出

了海盐产销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在漫长的

近3000年的封建和帝制时代，海盐的生产和

国运的盛衰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