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流变中的昔我与今我

——论中国当代小说叙述中的“二我差”现象

◎杨利亭

摘要：在以第一人称叙述为特色的当代小说中，尤其在第一人称回忆式叙述的当代小说

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二我差”现象。当代小说中的“二我差”有两类：一是以第一人称

叙述单数“我”对人物“我”以往经历的回顾与反思，贯穿小说叙述的始终；二是将第一人

称叙述单数“我”和复数“我们”相混杂，通过“我”讲述“我”的经历，继而借助“我

们”来反思“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现实，从而揭示普遍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归趋。“二我

差”现象的存在，使得当代小说在价值诉求上体现了三层意义：对特定时代语境下极端人性

的深刻反思；致力于从叙述程式上消解现实苦难，为被神化或妖魔化的文化英雄祛魅；叙述

者从理解和同情的角度为人物曾经的言行进行理性而深刻的辩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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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差”现象出现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符

号文本的叙述人称必然为第一人称“我”，二是这

个叙述者“我”必须在符号文本中现身并讲述

“我”过去的经历。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存在着大

量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余华、莫言、王安忆、王

朔、陈村等作家的部分小说）和自叙传小说（陈

染、林白的绝大部分小说），尤其在第一人称回忆

式叙述的当代小说中，存在着极为普遍的“二我

差”现象。在同一叙述文本中，叙述者“我”和人

物“我”，是同一个人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生命阶段

的主体人格。处于当下语境的叙述者“我”，讲述

人物“我”过去的经历。小说时间的过去性说明，

叙述者“我”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担任叙述者和人物

两个角色，人物“我”经历的事件必然要先于叙述

者“我”的回顾性叙述。实际上，正是由于叙述时

间的分层——叙述者的叙述行为时间和人物经历的

被叙述内容发生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提出

“二我差”理论并强调叙述者为第一人称单数的赵

毅衡的观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叙述者“我”既

能够以 “我”贯穿叙述过程的始终，也可以在

时间流变中的昔我与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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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然现身的前提下，变身或跳转为“我们”

（一旦涉及对普遍价值和道德伦理的评断，“我们”

就会现身），而这个“我们”包纳了单数的“我”，

使得后者可以寄身在一个更大的“我”之中。“二

我差”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叙述者“我”和人物

“我”在时间中的分离、追赶和重叠的过程。不论

是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还是第一人称单数叙述和复

数叙述交叉互现的符号文本，都意在借助叙述内外

时间的不和谐，反思过去和审视现在，最终达到思

想上的某种理解和契合。

一 时间中的主体分离和身份交叠

在第一人称叙述的当代小说中，叙述者“我”

有多种显隐方式：隐多显少式（王安忆《纪实与虚

构》和《叔叔的故事》），显多隐少式（林白《一

个人的战争》、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严歌苓《芳

华》、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

猛》），小说即将结尾现身式 （严歌苓《穗子物

语》）、半隐半现式（余华《爱情故事》、王朔《看

上去很美》《空中小姐》）。

叙述者“我”的主体身份的显隐，关涉的是叙

述文本中主体人格的分布问题。叙述者“我”的显

隐程度，既是叙述修辞的需要也是价值评判的需

要。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以第一人称叙述展

开，女主人翁孙悦、男主人翁赵振环和何荆夫以各

自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了对故事的完整叙述。每

一个人都在叙述自我的过往中，反思和成长，最终

三人都在回顾和反思中，实现了对小我世界的超

越，在人道主义烛照下，三个主人翁的人生经历和

最终选择都奔赴了至高人性的复苏。陈村的小说

《死》，以对话傅雷的亡灵展开叙述，以“你”来称

呼傅雷，“我”在不断地追问“你”之中，逐渐靠

近答案。然而亡灵无法给予答案，只能供活着的

“我”的自问自答来体现对特定时代和生命意义的

追问。借追悼自己所敬慕的傅雷以表达哀思，在哀

思之中又不断走向自省并检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

自己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严歌苓的小说《芳华》，虽然以人物“我”兼

叙述者“我”的萧穗子为主体人格辐射点，但是在

讲述故事中，叙述者“我”一方面在讲述人物

“我”青少年时的经历，另一方面又时时跳出故事

本身。不断地向文本接收者大谈特谈自己的叙述行

为本身：关于叙述者怎样安排人物的命运，关于叙

述者怎样想方设法借助元叙述以撇清自己，通过讲

述人物的故事和自己如何编织和再现人物的故事，

进而展现“二我”的人格裂变和身份漂移：“作为

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

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部分编造的话放

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

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①王朔小说中的

叙述者也有叙述者撇清自己责任的类似言论，作为

一个寄生在叙述之中的主体人格，叙述者“我”可

以推翻自己之前的叙述，重新再来，此时的被叙述

者，也即人物“我”，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被动

性的对象性存在。叙述者可以貌似一本正经实际上

可能不负责任地说，“我的说法只是诸多版本中的

一个”②。

在整个行文中，叙述者在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

人称叙述中转变，然而，这并不影响接收者将人物

“我”和“他”的称谓自动置换为“我”，伴随着叙

述不断暴露出来的攻击对方和自我保护的潜在意

向，第三人称叙述的真诚度和可靠性开始变得岌岌

可危。在余华的短篇小说《爱情故事》中，叙述人

物以往经历的时候，运用第三人称叙述；叙述人物

当下的状况时，则为第一人称叙述。直到第三段，

叙述者“我”才徐徐出现，“这个女孩在十多年之

后接近三十岁的时候，就坐在我的对面”③。直到

小说临近结尾，第一人称叙述单数“我”再度出

现，在双方简短有力的对话中，人物“我”虚与委

蛇、敷衍塞责的窘态一一毕现。在与妻子的对话

中，表面上沉着淡定、波澜不惊的人物“我”的人

格却发生裂变。叙述者“我”此时消隐在人物对话

之后，人物“我”的主体人格渐渐清晰，“我”通

过不断否认自己对婚姻已经厌倦的事实，变相地暗

示出鲜活的爱情早已在柴米油盐中消耗殆尽，被叙

述和对话中自我叙述的人物“我”，始终都是一个

惧怕承担婚恋责任的男性形象。此时，“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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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发生了重叠。余华《爱情故事》的叙述策略，

与伯朗宁的《我已逝的前公爵夫人》、麦克尤恩的

《立体几何》和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极为

相似，都是不可靠叙述的典型文本，都是在婚恋失

败中，男主人翁喋喋不休、满腹委屈地诉诸自己为

何对妻子逐渐变得薄情寡义，在男性化视角和语调

中，女性成为被问责的对象——导致婚姻走向失败

的是妻子而不是屈辱满腹的丈夫。

对于弱势人物“我”或叙述者“我”而言，过

多的叙述干预和人物情感暴露，反而是对主题的深

度衍义。叙述者“我”对弱势人物“我”的过多讲

述，不仅不会使接收者产生精神倦怠，而且还极易

博得后者的悲悯和同情。在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

字》《我胆小如鼠》等短篇小说中，通过第一人称

叙述单数“我”，深刻揭示了普遍人性之恶对少数

人的身心摧残。傻子或弱者的叙述语调和人物视

角，通常被视为叙述可靠的标志，更容易引领接收

者从侧面反思和认识普遍的道德冷漠。

“二我差”包含的两个我，即叙述者“我”和

人物“我”在同一文本中担任不同职责，这种职责

很类似于米克·巴尔从视角上谈论的第一人称叙

述，“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有两种

不同的叙事眼光”④：叙述者追忆自我的过往经历

的目光；被叙述者追忆的人物“我”过去正在经历

的目光。这两种目光，实际上处于两个时间层面，

叙述时刻和经历时段，也分别持有两种观察视角：

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外视角和第一人称经历中的内视

角，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我”和人物“我”，

也可以被称为叙述之我和经验之我。

从个人经验书写人与城市（包括城市里的人与

事）的疏离，是思考人物对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一

种方式。当下的叙述者“我”借助对人物“我”的

复杂经历的追述，来进一步反思自我的不变与城市

的变动之间的情感疏离。在王安忆小说《纪实与虚

构》中，“我”始终作为一个叙述者和主题角色而

存在，“这外乡人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在这城市的

外来人之感几乎全来自我本人。他走在人头济济的

街上，却倍感孤独的心情也是我的”⑤，反思外乡

人的他者化境遇，实际上也在反思“我”和城市之

间不断加深的疏离。

二 寄身在集体“我们”之中的二我差

除了叙述者“我”和人物“我”之间的二我差

之外，还有一种寄居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之中

的“二我差”。在第一人称小说中，经常在第一人

称叙述者单数“我”和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我

们”之间跳转，在叙述文本中，前者出现的频率往

往高于后者，后者的偶然出现，通常会引导接收者

对一个普遍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叙述者“我”既能够以 “我”贯穿叙述过程

的始终，也可以在“我”已然现身的前提下，变身

或跳转为“我们”（一旦涉及对普遍价值和道德伦

理的评断，“我们”就会现身），而这个“我们”包

纳了单数的“我”，使得后者可以寄身在一个更大

的“我”之中。“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文本典型地

针对更大范围的读者，没有马上使人注意到它们仅

仅是文学叙事中存在的艺术建构，但是我们依然可

以看到文学中的‘我们’叙述使得它们自身与众不

同，生产出‘不可能的讲述类型’。”⑥

逐渐将“我”退隐在面目不清的“我们”的背

后，这是克制、谦恭和自我保护的混杂方式。在严

歌苓和莫言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由叙述者“我”

到“我们”的过渡，在表述个我经历时，不断卷入

更普遍的“我们”的道德辩白和价值评断。南帆认

为，“第一人称闯入中国小说的叙事话语，这可以

视为作家挽回真实感的一种集体性努力。”⑦或者

说，想要挽回真实感的不是作家，而是叙述者，这

是因为，正是叙述者挽回真相的叙述方式，才使得

接收者得以窥见和揣测作者本人的文本世界观倾

向。

在严歌苓小说《扶桑》中，“我”不仅仅作为

一个讲述扶桑故事的叙述者，“我”还是与扶桑平

行对照的一个角色镜像。重述“我”的故事与扶桑

的故事，更有助于“我”及“我们”这一代人对自

我民族身份的思考。与扶桑对自我族性的执着坚守

相比，同样存在着身份认同的问题，区别在于，

“我”渴望得到他国的认同，扶桑则始终固守自身

时间流变中的昔我与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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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

在莫言小说《红高粱》中，表面上并没有融入

祖辈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作为旁观者而存在

的；实际上，在“我”架构关于爷爷奶奶那代人的

想象和追忆之中，已经将自我带入其中，“我爷

爷”和“我奶奶”的生机勃发的生活和生命形态，

是反思和重新认识“我”自身及“我们”所处时代

的普遍生命境况的一面镜子。同样，王安忆在《神

圣祭坛·自序》和小说《叔叔的故事》中也表达了

类似叙述，“《叔叔的故事》重新包含了我的经

验，它容纳了我许久以来最最饱满的感情与思想，

它使我发现，我重新又回到了我的个人的经验世界

里……”⑧在陈染小说《与往事干杯》中，自小就

依恋母亲、畏惧父亲的肖濛，始终没有摆脱持续半

生的惧父心理。

通常，人物之“我”是被审视和反思的对象，

小说《看上很美》中作为叙述者的“我”“我们”

和人物“他”或方枪枪，实际上是同一个人：

“我”。叙述者“我”的经验，实际上包含了人物

“我”的经历，另外，对于人物没有经历的事件，

叙述者“我”可以通过想象为人物实现，或者通过

改变自己的行为轨迹来补充和丰富人物所未经历

的，这是叙述者“我”的优势所在。在《看上去很

美》中，有很多类似于以下这样的话：我以为过去

的日子每一天其实都真实存在，只是我不在场，方

枪枪则一秒也没有缺席。这是我们的区别。他身在

自己的生活里，我只是他生活中的过客。我有一种

神奇的能力，可以加快时间的流逝，遇到尴尬危险

无聊便翩然离去，来年再说。他却无从逃身，永远

留在现实里，每一天都要一分一秒地度过，太阳不

落山，他的一天不能结束。从这点上说，他的生活

远比我所知要多、丰富。⑨

叙述者“我们”对人物“我”的重新审视和反

思，源于生活阅历的积淀以及自身认知能力的提

升，一个成熟理性的大“我”，重新回顾那个无知

莽撞的“我”，会不经意地在叙述语调中夹杂着一

种过来人的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像“多年以后”，

“直到……之后”，“我原以为”，“那时我真不知

道”，“或许……会更好一些”等都能体现富有理

解、接纳和宽恕的情感向度。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是一个显

性故事包含隐在故事的叙述文本。叙述者在开篇就

声明了自己的叙述方式：通过讲述叔叔的故事来寄

托自己的思想，叙述者“我”声明自己处于不得不

讲述故事的强烈欲望驱使之中，如果不讲叔叔的故

事，叙述者就无其他故事可讲。在该小说中，叙述

者最先以第一人称单数叙述者“我”出现，这个单

数叙述者“我”类似于马原自己说“我就是那个叫

马原的汉人”，是元叙述中叙述者暴露叙述行为和

叙述身份的需要。当这个叙述者“我”过渡到“我

们”时，叙述者就开始了自己滔滔不绝的自我辩白

与责任开脱：“我们以人生宏观上是游戏、微观上

是严酷斗争来解释我们行为上的矛盾之处，并且言

行结合得很好。因为我们压根儿没有建设过信仰，

在我们成长的时期就遭到了残酷的生存问题，实利

是我们行动的目标，不需要任何的理论指导。我们

是初步具备游戏素质的一代或者半代。”⑩通过反思

以叔叔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而探讨

“我”所属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命经验和思想历

程。“我”所处的时代是以戏谑的语调表达仰慕浪

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而不得的尴尬时代，是一个奉实

用主义为行为准则的时代，除了游戏人生和调侃诗

意浪漫者的不谙世事、偶尔也会缅怀英雄主义和理

想主义。

单个的叙述者“我”之所以选择逐渐隐退在集

体性的称谓“我们”之中，有两个主要原因：自我

遮蔽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向往崇高和英雄情结。对

寄居在叙述者“我们”之中的“我”而言，讲述别

人的故事比讲述自己的故事，更能发掘出意味深长

的东西。归根结底，不同的叙述策略决定了叙述人

称的转变，不可忽视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是其他所

有叙述人称的基底，反过来说，其他人称叙述，如

第一人称叙述复数、第二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

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单数“我”的变形。由此可以推

知，其他叙述人称也可能同样遵守着“二我差”中

“二我”人格或身份的裂变、追赶与重叠的运动规

律。

098



三 当代小说叙述中“二我差”的意义

在当代小说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二我差”

现象。在不断争夺主导话语权的过程中，叙述者

“我”和经历事件的人物“我”各自的主体人格优

势，始终处于此消彼长之中。亲身经历成长中诸多

事件的经验主体是人物“我”，叙述者只能借助第

一人称“我”去回顾人物的成长经历并从旁观者的

角度对人物做出适当的价值评判。

在余华第一人称叙述单数的短篇小说中，存在

着一种嵌套式反思和评断，叙述者“我”对人物

“我”的行为结果的反思，经常会自动牵带出文本

接收者对叙述者“我”反思内容本身的反思，并且

推导出对接收者所处社会现实的反思。任何存在

“二我差”现象的当代小说，无疑都具备反思现实

的因素，然而，在余华的小说中，这种现象尤其明

显。这或许应该归因于余华对叙述主体“我”的精

确选择，往往是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弱势个体。

从第一人称叙述转变为第三人称叙述，并未跳

出“二我差”的视野，相反，运用另一人称是戏剧

化叙述或主体人格分裂的需要。在林白小说《一个

人的战争》中，叙述者“我”声明，为了铭记自己

经历过的种种事件，叙述者“我”决定用文字记录

下来一切。在该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叙述者

“我”和人物“我”的林多米同时用双重视角来思

考自身及自身所处的现实，在最后一章，第一人称

叙述突然转为第三人称客观性叙述：林多米在现实

当中遭受的一切打击（亲情的淡漠、友谊的短暂和

爱情的幻灭），都使她更加渴望返回到自己最初的

封闭生命状态之中。正如叙述者以旁观者的语气和

态度所表述的林多米不可回避的生命悲剧：“一个

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

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

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这是多米遭受现实

所有打击之后，对真切生命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通常情况下，第一人称叙述单数“我”会在强

烈的叙述激情下，有意无意地抽带出复数叙述者

“我们”，此时，回顾性叙述中所反思的对象，就超

越了对个人生命经验和人生态度以及特定时代动荡

的反思，逐渐转变为当代人对上一代人在特定时代

所经历精神回顾与综合反思。由第一人称叙述单数

到复数的转变，一方面可能是个体通过主动压抑或

淡化自我意识，融入群体意识，进而揭示普遍化的

认识规律和集体经验，这无法改变的一个叙述现实

是，第一人称叙述复数“我们”只是“我”的一个

身份变形或形象代言，仅借助“我们”的口吻来表

达对人物“我”以往经历的反思，并不能说明这种

意识应当归属于群体，相反，这是“个体之我”在

“集体之名”的掩饰下的一种公然发声；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集体意识淹没了个体意识，被整齐划一的

集体意识所规制的无数个形神皆似的“我”，结合

成为集体的“我们”。严歌苓的《芳华》《扶桑》

《陆犯焉识》和《第九个寡妇》等长篇小说都是借

助对个体经验的讲述，来反思和回顾极端时代下的

极致人性。

叙述者“我”在回顾人物“我”经历的事件

时，经常会对自己还原现实的能力产生怀疑。为了

弥补和重新塑造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形象，叙述者

“我”不得不通过虚构来弥补人物的过往。即使叙

述者意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接收者也不会

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在讲述中，接收者

也被带入到了这种无力感之中。

叙述者越是强调自己无法还原人物经历的事件

真相，接收者就越容易在情感上向叙述者靠拢，这

实际上反映了接收者逆向式认同叙述者的平常人身

份，叙述者越是暴露自己的弱点，接收者就越觉得

叙述者和自己的认知水平接近，以至于叙述者降格

为弱势群体之后，接收者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悲

悯和同情一并抛洒出来。归根结底，接收者体验到

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在对文本信息的接收中寻找

存在感和自我价值感，阅读不仅是对文本意义的索

取，而且是一种价值评断的主动参与。人物是经历

事件的主体，叙述者是讲述和反思人物经历的主

体，接收者是通过叙述者的讲述和反思来参与文本

主题的文本外主体。在“二我差”视野中，有时叙

述者“我”比起人物“我”来更接近接收者，一是

讲述人物“我”的故事，二是以成熟理智的分析和

时间流变中的昔我与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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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表达对人物“我”的理解和同情。

结 语

在以第一人称叙述为特色的当代小说中，尤其

在第一人称回忆式叙述的当代小说中，存在着相当

普遍的“二我差”现象。当代小说中的“二我差”

有两类：一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单数“我”对人物

“我”的过去的回顾与反思贯穿始终的当代小说，

叙述者“我”与人物“我”之间的分离、追赶与重

叠过程，反映了已经成熟理性的“我”对少不更

事、盲目冲动的“我”的理解和反思；二是将第一

人称叙述单数“我”和复数“我们”相混杂，通过

讲述“我”的经历，来反思“我们”自身及所处的

社会文化现实，从而揭示普遍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归

趋。

叙述者“我”可以依照自身的想象性虚构，对

人物“我”的基本经验事实，进行事件选择和记忆

过滤，逐渐完善故事的丰富性。因此，将人物

“我”的经历置于叙述者“我”的当下语境之中，

不仅是回顾往事和反思以往人与事的需要，还是对

当下时代和未来时代的一种综合性审视和展望。

“‘二我差’是第一人称回忆式小说的内在张力的

源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二我差”现象的

存在，才使得当代小说在价值诉求上体现了三层意

义：对特定语境下的极端人性和历史事件的深刻反

思（陈村、戴厚英、余华、严歌苓、陈忠实等作家

的小说主题倾向）；致力于从叙述程式上消解现实

苦难，为被神化或妖魔化的文化英雄祛魅（王朔、

池莉、陈染、王安忆等作家的价值选择）；叙述者

以理解和同情的角度为人物做出的行为选择及产生

的结果进行激烈而深刻的辩白（林白和张欣辛的女

性独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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