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叙述模式

◎胡一伟

摘要：分析当代小说叙述的中国模式，是对自身文学传统的一次回望。在讲述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背景之下，从叙述学角度梳理自身文学传统也是有其重

要意义的。中国当代小说叙述的传统模式可从两大方面呈现出来，一是发展了自身史

传书写的叙述传统（拟史官式叙述口吻、仿实录品格、慕传记式叙述结构），二是充盈

了民间传奇的叙述色彩（以家乡为叙述场景、呈现原乡性人物与民俗书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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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史的整个研究框架中，追溯至小说

的源头，摸清其来龙去脉，是有其学理逻辑的。其

中，以叙述为关键词来研究小说，能更清晰地勾勒

其发展脉络，归纳特有的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然

而，在探索中国小说史研究之时，近代以来西方小

说的大量输入，往往被视为影响中国小说现代换型

的直接原因。这无意中使得中国叙述传统与中国当

代小说创作之关联等问题长期处于受遮蔽的状态。

直到近年，小说研究领域中，关注其叙述传统模式

的趋向越发明显起来，特别体现在以中国叙述传统

来关照中国当代小说叙述模式这一倾向性上。此

时，我们会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文本中，某些

中国叙述元素及叙述传统模式或隐或显，比如，

“十七年”长篇小说就吸收并改造了“章回体”这

一叙述形态；或又可从莫言、格非等先锋作家对

“中国古典小说”的再认识与再运用中见出一二。

也就是说，不论是小说理论研究，还是小说创作过

程，均呈现出了对中国叙述传统的承接与回溯。

本文对中国当代小说叙述的中国模式之探讨，

实际上也触及了对中国当代小说与叙述传统关系的

探讨——它涉及明晰何种叙述传统的断裂与扬弃、

延续与变异，或者说确定中国叙述传统在中国当代

文学中所有的状态和所处的地位，同时辨明影响二

者关系之因素。换言之，分析当代小说叙述的中国

模式，是我们对自身文学传统的一次回望。而在当

前强调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背景之

下，从叙述学角度梳理自身文学传统也是有其重要

意义的。本文认为，中国当代小说叙述的传统模式

可从两大方面呈现出来，一是发展了自身史传书写

的叙述传统（叙述的史传范型），二是充盈了民间

传奇的叙述色彩。

一 史传书写叙述传统的“回归”

赵毅衡曾在《苦恼的叙述者》一书中论及了中

国小说的史传范型，他是从中国文化与文类之间的

关系展开分析的，自然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我们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层面对中国文化与史传文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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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进行理解：

其一，任何表意行为都会把信息的形式特征固

定化、程式化，建立一种在文化中认可的模式，这

种模式在习惯上被称为体裁（genre）或文类，它可

使表意过程效率提高，文类程式使释义沿一定的方

式进行，能减少模糊和歧义，但同时也限制表意方

式变异的范围。①

其二，中国文化以一种典型的“纵聚合型结

构”表现在它严格的文类级别上，而“经”（儒家

经典）与“史”（官修史）则处于这文类级别的顶

端，享有几乎是绝对的权威。②

其三，史书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文本类型（即

所谓“经典化文本，接近许多文化中宗教籍典的地

位），它以其绝对的意义地位对中国一切文化都产

生压力，对于小说更是如此。③

其四，史书叙述对中国小说产生的压力，可表

现在对史书叙述特征的模拟、“信实如史”、追求

“实事实录”等追慕史书范型的行为上。④

上述四点是层层递进的，说明了特殊文类是诞

生于中国文化之下的，其中史书叙述具有至高的地

位和影响力。在考量史传叙述传统的断裂与延续的

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尽管“五四”中国现代小说

最终将中国小说从史书压力下解放了出来，并出现

了自觉反慕史的倾向，但史传书写的叙述传统或者

说叙述的史传范型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依旧存在，并

会持续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此类影响可以表现

在人们对真实性的不断追求方面、对史传叙述范型

的模拟和变异等方面，即从叙述的文本形态、叙述

之经验真实这两方面凸显出对史传叙述传统的“回

归”。

1.拟史官式叙述口吻之频现

史传的叙述者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如同上帝一

般无所不知。这类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极少介入

故事内施行干预，试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权

威、客观叙述之期待。受此影响，中国古典小说也

采用过类似史官式的叙述者口吻或第三人称全知视

角，尽可能避免专由某一人物的经验展开叙述，以

保持其叙述的客观真实性。如，明代章回小说、话

本小说中，叙述者常用嵌入其他故事的修辞方式，

引读者之质疑，于故事外宣自身之看法。

文学的符号叙述文本会模仿史官式的叙述者口

吻，最为显著的是以“说书人”惯用的套话——

“列位/诸位看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等叙述标志呈现出来。而叙述者的这种显身评

论方式能够使得整篇小说读起来更有真实感和亲切

性，读起来更为流畅自然。

需要说明的是，史传叙述是不同于文学叙述的

——前者是纪实型体裁，后者是虚构型体裁，受体

裁性质的影响，二者对于叙述者功能的初衷是不同

的：史传为实现教化作用，需要保持其符号文本的

权威性、客观性，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史官式叙述者

（可靠的叙述者）；小说则为营造逼真感，需要借助

客观权威性的口吻（第三人称），这也推动了作为

“说书人”的叙述者的形成（未必可靠的叙述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传这类历史文本的书写特征在

人们对文学应该“贵实”与“贵幻”、追求逼真性

还是虚构性等话题的论辩之中有了新的变化，此

时，文学叙述者的呈现形态与功能逐渐丰富，以

“说书人”显身叙述的频率因白话小说中隐身叙述

者或人物叙述者的出现而逐步降低。

如今，中国当代小说中以史官式叙述口吻或

“说书人”形态显身的叙述者又渐渐冒了出来，再

度形成一股拟史书叙述的“复古”风气。格非在小

说创作时就多有尝试——从讲故事的技巧上看，格

非的《望春风》散发着浓郁的“说书人”气息。

“若不嫌我饶舌啰嗦，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

小故事”⑤这语句不禁会令人联想起中国古典小说

中的“说书人”，即在嵌入了一个小故事后，开启

了次叙述者的讲述。在格非的小说中，此类“说书

人”的口吻并不少见。它不仅可以增强叙述者与受

述者的交流，还可使得故事更为引人入胜，仿若在

旁经历倾听。

这股“复古”风气还可从全知视角的运用情况

体现出来。王海的《新姨》便是一例，小说借用

“全知全能”视角，让叙述者如说书人一般，在腾

跳闪回地勾勒整个故事脉络之时，又保持着叙述悬

念，引人入胜。在王安忆的众多作品中，全知叙述

视角更是其惯用的一种叙述视角。具体来说，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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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在《长恨歌》中用全知视角讲述了上海女子王琦

瑶的沉浮命运和爱恨情仇，叙述者全面而客观的叙

述口吻也勾勒出了上海弄堂、闺阁等场景。与此相

类似，运用全知视角讲述的还有：《桃之夭夭》《月

色撩人》《富萍》《天香》《上种红菱下种藕》。熊育

群在《已卯年雨雪》一文中，也通过切换叙述者与

人物的观察视角，强调其所讲故事的客观真实性。

可以说，全知叙述视角使叙述者与人物保持一定距

离，显现出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由此作者可以

全面、客观地对文化进行审视与批判，读者也可根

据全知叙述者的观点品评人物。

沈从文与贾平凹的作品亦有体现。如《八骏

图》《绅士的太太》《摘星录》《来客》《薄寒》和

《废都》《白夜》等。具体来论，《八骏图》一文借

“达士先生”之眼，勾勒出几位道貌岸然的教授形

象，即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讲述了其

在青岛讲学期间的所见所感，“这些人虽富于学

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便是一种心灵上的欲

望，也被抑制着，堵塞着。”⑥《都市一妇人》则是

在“我的朋友”第三人称的叙述口吻下，呈现出人

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遭遇及心态变化。《废都》同样

如此，它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展现了西京城的生活

画面——通过叙述“闲散文人”作家庄之蝶、书法

家龚靖元、画家汪希眠、艺术家阮知非“四大名

人”等人的生活揭露了社会腐败现状，批判了都市

人性问题，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道路的忧虑。实际

上，设置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便于人物的塑造、叙

述距离和叙述频率的控制，以及叙述者观点的表

达，所以沈从文、贾平凹的都市小说大多采用了这

种叙述视角。

当然，中国当代小说中拟史官式叙述者口吻和

全知视角的运用仅可视为传承史传叙述传统的一个

表现，对史传叙述基本品格的追求亦是延续史传叙

述传统的另一个表现。

2.仿“实录”品格之再显

史传属于纪实型叙述体裁，是经史官叙述历史

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的符号文本。然而，这一叙述体

裁“并不是对事实的叙述：无法要求叙述的必定是

‘事实’，只能要求叙述的内容‘有关事实’”⑦。也

就是说，史官叙述的内容有关历史事实，也并不排

除其中虚构的成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就更好理解

史传叙述的基本品格——“实录”，它的产生自然

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揭示了人们对历史真实性的

追求。

正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之下，“实录”品

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中国文学——“实录”

从史传叙述的基本品格发展成为文学叙述的一种修

辞策略。人们在创作过程中尽量模拟史传叙述

（“拟事实”叙述便是一例），以增强文本的真实

性（因为中国文学有着重事实轻虚构的倾向）。伴

随着后期虚构型叙述的不断发展，史传叙述中“实

录”的内涵在不断演变，从追求事件的客观真实到

追求经验之真，从记录宏大历史到书写具象生活。

这一点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亦有体现，比如将日常生

活中的事件或人物置于历史的坐标系之中。

王安忆常以重大历史政治事件为书写背景以客

观真实地呈现人物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生存际遇。如

在《叔叔的故事》中，叔叔的生存状态就与其历史

存在境遇相连，因为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任何人

都不可能斩断与社会和历史的联系。她的《纪实和

虚构》则将对历史事件之真的追求推向了对艺术之

真的追求。仅就《纪实和虚构》这一作品的标题和

副标题——“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就可说明王安

忆试图通过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创造可能世界。全文

如其标题所呈现，所编织的家族神话勾勒出了个体

生命历史性存在的深度和广度，这如她所说过的

“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为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

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我还虚构的我社会，将此视

做我的横向关系，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⑧。历

史纵深感加上虚构世界营造出的真实性使其作品既

娓娓道来又不失厚重和大气。

追求实录传统品格的还有贾平凹，以《极花》

为例。他对实录品格的追求可以从两个方面呈现出

来：一是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源自于日常生活中的事

件，该点在贾平凹小说的后记中就有提到。二是他

对当代乡土风貌的描绘以及对事件讲述，体现了细

节之真。小说逼真再现了一幅破败凋敝、贫苦生活

景象——人们住窑洞，靠挖极花、种血葱、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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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吃豆糊度日，其中穿插了剪纸花、炒五豆、拴

彩花绳等民间风俗的精细记述，使小说像是一部兼

具文献价值的风物志。而在拐卖妇女为原型的故事

中，胡蝶的逃跑、遭受凌辱以及被强行占有，警方

的介入营救，村民的围追堵截等情节几乎和案件记

载、新闻报道一样。《极花》中的这种类似风物

志、案件记录式的叙述彰显了小说的纪实性。实际

上，虚构与纪实是文化对体裁的要求，虚构性体裁

中存在细节真实。虚构型叙述，讲述则“无关事

实”，说出来的却不一定不是事实。⑨

另外，对实录品格的追求还可以通过伴随文本

察出。如张炜的《独药师》开头就提到档案馆里发

现了神秘手记，接着叙述季家和季非的长生故事

时，还煞有其事地说出手记的档案馆编号，以强调

真实性。为佐证其实录性，小说最后还附录了管家

手记，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推向了高潮。当然，该

小说基本沿用了诸多历史原型人物（如徐竞、王保

鹤等），在某种程度上增添了小说的真实性内涵。

贯穿小说的手记（小说楔子中就出现了，正文后又

附录了）为呈现实录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与正

文中季昨非之体验叙述形成鲜明对比，二者相关

照、相补充，从结构上也印证了追求历史真实的特

点。熊育群的《已卯年雨雪》更是体现了他“实

录”式的修史态度：一是将田野调查所得一手材料

置入小说中，并在后记中详细讲述了田野调查的经

过；二是将日本社会风物历史作为小说展开的一个

背景；三是直接在小说中呈现相关文献（亲历者回

忆录、日记等），以重现他们所经历的灾难现场。

与史传不同的是，现代小说中的实录品格更倾

向个人历史的再现（扭合了宏大历史和个人历史，

历史之维已经参与到个体的生命书写中），在呈现

方式上往往从细节真实入手以呈现不同的可能世

界。

3.慕传记式叙述之结构

除了模仿史传式叙述者口吻，采用传记式叙述

结构也可以体现出对叙述传统的继承。这里，王安

忆系列小说中的传记式叙述结构较为典型，这里主

要以其作品进行说明。王安忆系列小说体现了三类

传记式叙述结构：“众星拱月式”传记叙述——以

主角人物的传记展开时间顺序，依次串联、展开其

他配角的传记；“唱和式”传记叙述——用两种势

力均衡的传记交互并置；“串联式”传记叙述——

依次铺排展开叙述。

第一种传记叙述以《启蒙时代》为代表，这部

小说的主人公是南昌（开篇第一句便已登场），对

他的介绍和描述（家世家境和成长道路）贯穿整本

书，连主角所接触到的亲朋戚友也都被用以类“传

记”的形式交代得清清楚楚——具体由南昌直接讲

述，或者间接将人物经历串接起来（包括小兔子、

陈卓然、南昌父亲、小老大、舒娅姐妹、珠珠、嘉

宝、嘉宝爷爷、高医生等等）。这些人的登场都采

用统一的“传记”交代法：专辟一章介绍其中某人

的身家背景、人物外貌，父母兄妹、远亲近邻、佣

人跟班，皆在介绍范围内，它们共同呈现了传记之

真实、鲜活。《富萍》《桃之夭夭》《长恨歌》等亦

是如此。第二种传记叙述以《荒山之恋》为例，全

书用四章四十三节讲述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孩相

识、偷情，最终一起殉情自杀的故事。最初，大提

琴手与女孩并不相识，直到第三章三十六节两人才

相遇，开始偷情殉情。在此之前，对两人经历的讲

述均穿插进行，即在第一章，一至七节为两人分别

立传，十、十三、十七、十九节讲男主角，八、十

一、十四、十八讲女主角；在第二章中，二十、二

十三、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三十三、三十五节

讲男主角的恋爱、婚姻生活，而二十一、二十四、

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二、三十四节则讲女主角。

“唱和式”传记叙述比单一主线的叙述方式更为开

放灵活，《纪实与虚构》《大刘庄》《墙基》《黄河故

道人》均属此类。第三种传记叙述以《天香》《海

上繁华梦》为代表。这三类传记式叙述结构中，人

物之间的关系是交叉聚集的，给人一种如现实世界

般复杂丰富的感觉，但小说的主线并不是错乱无序

的，其中纵横交织的人物关系与细致描写，打造出

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真实感。

中国当代小说在史传叙述传统上的回归主要

从拟史官式叙述口吻之频现、仿实录品格之呈现、

慕传记式叙述结构这三个方面呈现出来，而除了在

形式上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外，在其所述内容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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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出了中国特有的民间传奇色彩。

二 民间传奇叙述色彩的充盈

无论是在西方小说史还是中国小说史上，寻根

与归家始终都是人们永恒不变的一个主题。在中国

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寻根”、走进民间、书写

神话等口号和立场的提出，也印证了人们对“根”

的追寻、对自己脚下“文化岩层”的开掘。但是，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寻根与归家议题的探讨和呈

现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首先建立在其共通性之

上，它都基于对自身地域文化与历史背景之上，以

寻求一种与时代接轨的新的文学“自我”。这种差

异并不体现在简单地填充不同民族传统和地域生活

等题材内容上，而是通过某种重构来接续民族文化

传统的意义；这种差异的呈现更多地以一种向传统

叙述形式和方法回归的文本形态呈现出来。

1.以家乡为叙述场景

作家对家乡的情怀与态度，可以通过他们对故

乡的书写呈现出来。换言之，他们时常以自己的家

乡作为叙述场景，或展现人物在家乡的自然环境中

生活、感受、成长，或借叙述者之口传递出对故乡

的感情与思索。而以家乡（包括农村、都市）为叙

述场景，包括对土地、街道、河道等一景一物、一

草一木的描写。

土地：赵本夫大部分长篇都表现出了他对故土

的狂热，其“地母三部曲”系列便是最好的说明。

其开篇《黑蚂蚁蓝眼睛》以土地为书写背景，讲述

主人公柴姑入关后，开辟“疆土”、耕耘劳作，为

土地而生死的故事。续篇《天地月亮地》则侧重于

人们对土地的守护——主人公柴知秋的妻子热衷于

囤积土地，只要手中有土地，即使吃不上饭心里头

也是满足的。而在第三部《无土时代》中，原本从

草儿洼到木城承包建筑工程的天柱，最大的愿望却

是要将木城变为庄稼地。赵本夫的三部曲体现了从

拥有土地的王者到失去土地再到想要重新找回土地

的一系列转变，围绕着土地展开，表达出他对原始

乡土的痴迷与对其行将消失的担忧。关仁山的“农

村三部曲”（特别是《麦河》）亦是如此。

街巷：以故乡的街巷为背景的小说，在徐则臣

笔下形成了一个“花街系列”。这个系列对故乡的

描写主要围绕着花街以及运河边的石码头展开。在

《石码头》中，是花街和石码头抚慰着主人公受伤

的心灵——“空气中飘荡着清爽的石头和运河水的

味道，有点甜”⑩。弄堂也属于对街巷场景的一部

分，王安忆在《长恨歌》开篇就对弄堂有细腻的描

绘。

河道：徐则臣笔下的花街、石码头自然与河道

有关。仅从地理位置上看，运河本身就与码头、花

街相连，因此它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也影响

着花街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习惯了听着河水之声入

眠）。所以说花街、石码头、运河构成了徐则臣

“花街系列”小说的叙述脉络。毕飞宇的小说中也

时常提及故乡的河道，如其《苏北少年——堂吉诃

德》一文中专门对兴化人意气风发飞扬着的“水上

行路”娓娓道来。在《哺乳期的女人》中又描绘了

段桥镇村民情感的纽带与通向未来的希望——夹河

“对段桥镇的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段桥镇所有的年

轻人都是在这条水面上开始他们的人生航程的”。

毕飞宇对故乡河道的描写，还可借当地风俗呈现出

来。小说《平原》中王家庄接新娘子红粉的工具是

喜船，这必然要在水上进行。尤其是多位新娘同时

出嫁的场景，河道上就更是热闹，此时篙手们跃跃

欲试，接亲队伍也准备“闹发”以图个喜气。

实际上，以家乡为叙述场景主要分为对农村

（以土地、街巷、河道等自然景象为主）和对都市

（以街道弄堂、特定建筑等城市景观为主） 的描

写，有时，小说中还出展现了从故乡到异乡，从乡

村到都市的不同场景的比对。如此书写寄托了一定

的文化乡愁，因为作者们曾看到的、触摸到的、曾

习惯的、曾与之相依存的东西不复存在了，唯有通

过书写以复现。

2.原乡性的人物

地域环境与人（性格等）是相互塑造互相影响

的，二者不可截然分开。在小说中亦是如此，选择

家乡作为叙述场景，放置于其中的人物也带有其特

点（具有地域文化印迹），即带有原乡性。这种原

乡性色彩可以透过人物的性格、形象呈现出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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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列举较为典型的五类人物。

有天赋异禀的人物。这类人物往往有着某些特

异功能，怪诞、通鬼神。贾平凹《废都》中睡在棺

材里的活人牛老太太，她知晓鬼世界的事情，可与

阴间对话；《高老庄》里的石头也异于常人，预言

性极强，譬如对舅舅死亡的准确预示，尤其是在绘

画方面更是无师自通，不仅可以惟妙惟肖地素描，

其画作常具有未卜先知性。《透明的红萝卜》中的

黑孩少言寡语，但能忍受常人不能忍之苦痛（手握

烧红的钢铁、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景象，听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嗅到别

人嗅不到的气味。严歌苓《雌性的草地》中得了夜

盲症的沈红霞，虽看不见马群，但是凭一种神秘的

知觉可以控制每一匹马。此类人物的天赋异禀表现

为先知先觉、能通鬼神等，他们形象的塑造一方面

受到作者成长环境的影响，即人物形象、性格与地

域民俗文化有密切关系；他们由其无所不知（先

知）的天赋异禀，起叙述者点评、表明态度等作用。

有非常人身体的人物。非常人的身体指先天的

具有动物特征，或异于寻常人的丑陋、身体畸形残

缺等情况，有的通过外貌体形表现出来，有的通过

怪癖的习惯呈现出来。这类人物在莫言的小说中尤

为典型，如《食草家族》中手指和脚趾间长透明粉

色蹼膜、眼睛里闪耀着蓝色虹彩、会咬人的二姑，

其儿天与地；《丰乳肥臀》中只能吃人奶（眷恋女

性乳房），不能吃五谷杂粮，在生理和心理上永远

长不大的上官金童。另外，《酒国》中身高七十五

厘米的一尺酒店总经理余一尺、鱼鳞状皮肤的小精

灵等也属于此类人物。贾平凹笔下也有一类具有丑

陋残缺体态的人物，如《秦腔》中夏风与白雪的女

儿是一个没有屁眼的新生婴儿，她一听到秦腔就会

止住哭声。此类人物的塑造同样是为叙述服务的，

他们异于正常人的外形和癖好为小说增添了怪力乱

神般的传奇色彩，一方面折射出了作者家乡或民间

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传递出了叙述者的主观态

度。

民间好汉式人物。这些好汉式人物，或有传奇

经历，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具有权威性。贾

平凹《浮躁》中出生就颇有传奇性的金狗就属于此

类人物——其母怀着身孕在洲河板桥上淘米，无故

落入水中，村人赶来时却只见米筛里的婴儿正跟随

其母亲的尸体在桥墩下游水区漂浮着，待婴儿被捞

起，其母却沉入水中不见踪影。金狗长大后做了记

者，专门揭露社会腐败事件，削弱恶势力，几经磨

难，成为副县长人选。又如《红高粱》中敢作敢

为、不畏生死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生死疲

劳》中蓝脸，《檀香刑》中的孙丙，《丰乳肥臀》中

的上官鲁氏等等。此类人物是不同地域文化性格的

一个典型代表，他们的一言一行准依着民间的价值

理念，洋溢着民间大地上蓬勃张扬的生命力。

他乡漂泊式人物。这类人物大多属于小人物，

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发展。就像沈从文笔下的低层人

物，譬如《生存》中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打拼的青年

们，这类在他乡漂泊的人物表现出了底层人民的苦

难，还有一类则展现了他们身处困境中的勃勃生

机。王安忆笔下的小皮匠（《骄傲的皮匠》），富

萍、吕凤仙等（《富萍》）等都通过自己的双手积

极建构的自我价值。具体而言，小皮匠虽生活困

苦，但省吃俭用，将目光投向长远的生活之上，体

现在扩大业务方面、提高个人精神境界方面；富萍

十二岁从农村辗转到上海，努力地认识和熟悉上海

的生活，不断地向奶奶和邻居学习做活，靠自己的

劳动技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吕凤仙同样也靠自

己的本事生活，虽是帮佣，但生活独立，还乐于帮

助别人。此类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鲜明比照性，或

穷困潦倒、碌碌无为，或生机勃勃、积极进取。他

们性格的展现与整个时代背景相互映衬，在揭露了

上层阶级的丑陋腐败之余，也勾勒出了底层人民在

他乡努力建构自我的形象。

癫狂病态式人物。这类人物在体态形貌上与常

人无异，但是后天患病，该病可以是精神上的也可

以是生理上的。贾平凹在描绘丑陋人物之时，也塑

造了诸多病态式人物。《高老庄》里鼻尖上总挂着

“一滴清涕”的晨堂，得白癜风和皮肤病的背梁，

眼睛如同“指甲掐出”一般细小的女孩；《秦腔》

里眼睛发炎了的上善，眼屎多到用袖子都粘不完。

沈从文小说中终日哼哼、神情呆滞、无所事事的绅

士和面黄病态的少爷（《绅士的太太》）、神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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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璜先生（《夫妇》）、失眠、肾功能衰弱的教

授（《八骏图》）等等。除了这类生理上有疾病的

人物，小说中还有更多精神上患病的人物，有的几

近癫狂。莫言《檀香刑》中疯癫的赵小甲，他眼里

的事物都是怪异的、变形的，带上了动物性的。此

类人物大抵有两个特征，从生理上的病症来看，他

们病起来会体现出某种动物特征。而从精神上的病

症来看，他们的癫狂同样与动物相似，但是这种癫

狂让他们带有某种天赋异禀，能看到寻常人看不到

的东西，即疯癫却反而更接近事实本质。因此，有

时候这类人物也能充当叙述者展开讲述。

总之，上述五类人物类型之间有一定的相关

性，其一，天赋异禀的人物有的也具有不同于正常

人的形貌，有病态癫狂特征的人物也带有某种先知

的特异功能；其二，人物性格的塑造均是环境的产

物，比如，在闭塞环境中人极易与周围的事物形态

相融合，即有动物化倾向。在原始乡村、被现代化

的乡村、大都市，人物性格、形象在环境的潜移默

化下塑形，即这些被异化的人与人所处的环境有密

切联系（从出走—归家的行动过程中体现出来）。它

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现代文明对历史必然之席卷。

3.民俗书写氛围

作家笔下的作品容易带有地域性特征，通过民

间方言、民俗艺术、民俗风物习俗共同营造出一种

如临其境的民俗氛围。如陕西作家的小说作品中，

就常运用地方方言、悠扬多变的陕西秦腔、揪人心

扉的唢呐等艺术形态，寄寓表达特定的情感。前文

提到王海的《新姨》就融入了关中方言、民俗剪

纸，民间生死殡葬、男娶女嫁、田间劳作、独具地

域特色的日常饮食等民俗书写方式，通过对民间文

化的细微感受力，丰富了小说的审美空间。特别是

小说聚焦了剪纸这类民间艺术形态，它巧妙地揭示

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精神状态，也推动了故事的继

续开展。具体来说，旺财母亲的剪纸隐喻了扎根于

其心中的民间传统道德，它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

物；可云的剪纸则不按旺财母亲的套路来，每一幅

剪纸都是其生活轨迹的一次记录，是其生活境遇和

命运的一个象征，是小说叙述的一个动力因素。冯

骥才“俗世奇人”系列小说亦展现了天津的地方风

俗，恰如其分融入天津方言，将原汁原味、浓郁的

生活气息环绕读者周身。

除此之外，谵妄式民间话语所富有的传奇色彩

也能营造出一种民俗书写氛围，其中最为典型的属

莫言的系列小说，这里以《二姑随后就到》为例。

该小说讲述一个被弃的双手长蹼的女婴（二姑）的

传奇人生，她两个儿子（一黑一白分别叫做天和

地）长大后回食草家族进行报仇，但她却一直未出

现过。莫言用谵妄式语言将这个故事描绘得光怪陆

离、色彩斑斓神奇至极，文中对杀戮的描写，令人

印象深刻，这在某种程度上充盈了民间传奇色彩。

实际上，以家乡为叙述场景、原乡式人物与民俗书

写氛围这三者往往是互相关联的，即在诸多作品中

这三个特征会同时存在，因为人物性格的养成在受

到叙述场景（故乡成长环境）的影响之时，又会反

过来说明当地民俗氛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当代小说叙述呈现出

一种回归叙述传统的势头，这种势头体现出了回归

传统的渴望：既继承发展了史传书写的叙述传统，

又承袭了故乡书写的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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