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平的长篇小说《塞影记》讲述了一座塞和一

个人一百年的故事。这一百年恰好是中国现代民族

国家建构的一百年，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作

家的“刻意安排”①。通过这种刻意安排，小说一

方面重构了中国获取现代性的历史，一方面又在不

动声色的叙述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

此，单纯用“恩山义海”无法涵盖这部长篇的内

涵，相反隐藏在恩山义海后面的冰山才是小说的意

旨所在。《塞影记》无中生有，把一个属于鸿祯塞

和雷高汉的子虚乌有的世界带到我们面前，是马平

基于时代问题的逼迫，或者说是他用讲故事的方式

试图给我们一个关于时代问题的答案。马平是智慧

的，也是“狡黠”的，他对此缄口不言，而把勘探

的任务机智地留给了我们。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

品，都会把捎带“不在场”的东西作为己任，并以

此产生“不可触及的力量”②，其“障眼法”无非

是让读者沉迷于那些早已熟知的事物：那些熟视无

睹的人物、迷宫式的情节和汁水饱满的细节。阅读

《塞影记》的最初感觉是，马平精于此道，要读懂

他的这部小说，我们只能举起无情的解构刀，游刃

于文本这台“懒惰的机器”的肌理③，寻觅意义的

踪迹。

想象国族认同：
以天民接通历史与现实

——论马平《塞影记》的独特价值

◎唐小林

摘要：马平的《塞影记》讲述了一座塞和一个人一百年的故事。这一百年恰好是中国现

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百年。小说通过翻转历史叙述，以世道见人心，实现了文学观念与小说

写法的突破与创新。其所塑造的天民形象，不仅是小说对相关历史领域书写的独特贡献，更

为重要的是，它融通了儒家的德性文明与普遍的现代伦理，接通了历史与现实，对于现代民

族国家建构中的国族文化认同，尤其是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重大，产生了文学所特

有的不可触及的力量，在今天这个时代具有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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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世道见人心：翻转历史叙述

历史如何叙述，对于小说而言，似乎不成问

题。其实大有问题：怎样处理人和历史的关系，决

定了一部小说的艺术走向。即是说人和历史在小说

叙述中谁主谁从特别关键。至少有两类方向：一类

是以人写史，人的活动、人的故事只是通达历史的

道路，人是中介，历史才是目的。这类小说多着

呢，中国有好“史诗”的传统。单是马平所在的巴

蜀文脉中，前有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巴金的

《家》《春》《秋》，今有阿来的《尘埃落定》《机村

史诗》六部曲等，这类作品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

就。由于这类作品是已然历史之应然书写，事实的

历史早已飘然而逝，话语的历史已不再是历史本

身，而是那些已经证明了的历史理性或历史图式，

即那些或者写在教科书里或者出自伟人哲人笔下的

结论，历史在诗一般的叙述中不过是一场早已约定

的宿命。另一类是以史写人，历史在这里或者是舞

台、或者是背景、或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人是中

心、是前景、是目的。历史在这类小说中已经被抽

空、被虚化、被边缘，被作家任意裁剪，为我所

用，为人作嫁衣。曹雪琴的《红楼梦》、鲁迅的

《故事新编》，包括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流行的部

分新历史小说，比如余华的 《活着》、苏童的

《米》，当属此类。在“杂糅性”挂在嘴上并以此为

豪的今天，我还要不识时务地提出如此简洁明了的

两类方向，是想说明《塞影记》属于第二类，即它

是行走在以史写人的延长线上，它以“现代”的百

年史，写雷高汉一个人的百年，在这意义上说《塞

影记》是史诗总有些牵强。由于史诗是正统，符合

读者的阅读和审美期待，《塞影记》关于历史的叙

述就有了某种“翻转”的意味，所以著名评论家白

烨才说，这部长篇“在文学观念与小说写法上有突

破，有出新。”

历史在《塞影记》中被部分抽空，成为容纳主

人公雷高汉一生的容器。这并不是说历史在《塞影

记》中没有意义，而是说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那个

意义。鸿祯塞奠基于 1911年，即辛亥革命那年，

而这一年意味着中国正式拉开了“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的大幕，随后被推向快速现代化的进程。碰巧

雷高汉也出生在那一年。小说的寓意就此展开：鸿

祯塞与雷高汉，喻示着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尤

其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历史”与“个人”。

作为“历史”象征的鸿祯塞，集两种功能于一身，

对外是防御工事，对内是包家饮食起居的住所。作

为“防御工事”，在尔后百年中国，特别是在20世
纪上半叶，可谓恰逢其时，理应大显身手。两次国

内革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战乱中横行乡村

中国的匪祸，都使包松鹤修建鸿祯塞的决定，显得

特别“英明”。但接下去的阅读，却使我们的这一

期待完全落空，鸿祯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的“对外

防御”，没有遭遇一次瞄准和一颗子弹的射击，它

成了小说中“聋子的耳朵”，一个彻头彻尾的“摆

设”。它似乎只是作为历史巨大的背影矗立在那

里，雁过无影，白云幽幽。与此相适应，小说中找

不到一粒正面描写革命和战争的文字，更是无法嗅

到其中的一丝腥风血雨，连那些与革命和战争相关

的组织甚至词汇，在小说中也很难发现。如果没有

包松年这个从未出场的人物；如果没有包松堂“省

县两级参议员”和“六县联防总指挥”的职务④，

以及在小说中一两次的消失与出现；如果没有包贵

安临死之前的那句话“鲁金奎是共产党”⑤，小说

叙述的前四十年可以说与中国正史无关。为了刻意

回避，叙述者连“辛亥革命”这个有可能唤醒读者

特殊记忆的词语也不选用，而是以“清宣统三年

（1911）”取而代之⑥。长期接触马平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有语言癖、文字癖的作家，对语言的尊重

近乎苛刻，他这样写，无法不让人产生“此中有真

意”的遐想。《塞影记》的确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史

诗小说不同的道路，它并不借助固有历史理性和意

识形态的力量，推动故事的展开，铺陈人物的命

运，叙述出一个历史的必然。

然而鸿祯塞的另一扇门却悄然打开了。正史的

门缝露出了生活史的真容，鸿祯塞作为饮食起居住

所的一面被兜底敞开，包括它鲜为人知的暗道。鸿

祯塞防住了“外盗”却没能防住“家贼”：一个

“偷情”的故事，串连起雷高汉人生的百年，也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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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起小说虚构中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百年。浸泡在

情和泪中的叙述，在这里发生了翻转，历史褪去了

惯常的光影，蜕变为由人心构筑的世道。庞大的鸿

祯塞，迷宫般的建筑，宫廷式复杂诡异的生活场

景，在雷高汉那里浓缩为四个牵肠挂肚的空间：暗

道、戏台、望哨楼、天井。就像雷高汉似乎从来没

有与鸿祯塞正面打过交道一样，小说也没有让故事

在鸿祯塞的每个角落扮演。更何况牵动故事叙述的

真正动力，来源于与鸿祯塞毗邻的包家大院。换言

之，与包家大院相比，鸿祯塞只是包家大院这场大

戏的配角：鸿祯塞这只风筝，在前四十年始终拽在

包家大院的手中，并作为包家大院在场的投影。鸿

祯塞处于小说世界这一看似中心实则边缘的地理位

置，将历史的舞台让渡给了边缘人：一进鸿祯塞便

入暗道的孤儿雷高汉和一群曾经面孔模糊沉默不语

的卑微女性——养在深闺命运不能自主的小姐包松

月、戏子梅云娥、丫头丁翠香和在新的历史时期早

已沦为阶下囚的地主太太虞婉芬等。这些卑微的女

性，先后进入雷高汉的人生，他们与周遭的人群及

其关系，为雷高汉营构了一个别样的世道。“世道

难于剑”⑦，雷高汉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世道的刀

刃上，人心便被一层一层地揭开，现出它的底子和

真相：“世道如弈棋”⑧。而博弈如戏，雷高汉在一

场场猝不及防的苦戏中，决不戏弄人生，以自己人

心虽然同样卑微却尖锐的亮光，照彻了周遭世界、

百年历史及人物的内心，也照进了现实。当卑微沉

默的一群，包括上面没有提到的雷长生、丁继业、

王庆兰、柳鸣凤、罗红玉、李慧莲、杨二武、包万

长、乔桂花等，还有那对未曾露面的叫花子夫妇，

尤其是当绝大部分地位最为卑下的女性浮出历史地

表，成为历史主体的时候，《塞影记》就彻底打开

了长期蛰伏在正史下面的暗道，还现代百年中国一部

风情史、人心史。而这恰恰是现代性写作的真谛。

二 从德性文明到现代伦理：塑造天民形象

英雄造历史，几乎是文学的魔咒，几人能逃

脱？只不过每位作家心目中的英雄各各不同罢了。

传统史诗叙述的翻转，同样没有使《塞影记》走出

这一魔咒，而使它塑造了另类英雄：雷高汉这一天

民形象。这无疑是对百年现代中国史书写的一个独

特的文学贡献。但悖论的是，乍一看，它是逆历史

潮流而动的。

天民并不是一个现代概念。我们更熟悉人民、

公民、国民和市民这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生相随的

用语，天民早已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重拾

这个术语，打捞其经典语义，可以为我们找到进入

《塞影记》意义之域的通道。这里的天民取自孟

子。在亚圣看来，人人皆是天的子民，天生具有善

根。人的良能、良知不是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

的，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

而知者，其良知也”⑨。良知既是人性，也是天

性，在这一点上，天人同然：“尽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⑩，即是“从人心认识到

性，再从人之心性认识到天”。孟子的这一思想

被随后的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发扬光大，无论是

“性即理”，还是“心即理”，总之良知即天理，天

理即良知，天理良知，天地良心，本身就是一物之

两面，“致良知”则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和人生境

界，它代表了中华传统的德性文明。且“良知之在

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雷高汉在《塞影记》中即是按天民的形象来塑

造的，具有天民的基本特征，真乃“天生此民

也”：他无父无母，是一孤儿，出现在小说中的时

候，他刚从“川剧戏班里逃出来”，已经是“一个

八岁的孩子”了。至于他到底从哪里来，叙述者模

棱两可，“大概是三四岁时被拐卖的”，被谁拐卖

的？不得而知，他仿佛天生。而他后来所表现出的

品性与后天之学、现代文明更是毫无关系，亦如与

生俱来。八岁以前，他只有忍饥挨饿、逃跑挨打的

经历和记忆。八岁以后，他已然担起人生重任，被

抛入苦难的炼狱。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念过一天

书，连基本的识文断句都不能。他就是一个文盲、

睁眼瞎，不是文化人，他走在中国现代化的路上，

就如行走在一条不见光明的暗道中。小说的悖论由

此展现：以一个文盲的百年写现代中国的百年如何

可能？这里到底包含了作家怎样非同凡响的艺术抱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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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惊奇的是雷高汉身上坚如磐石的善根。

面对一出出接踵而至的苦戏，雷高汉内心的善良，

作为光源，犹如日出，一层一层、一圈一圈，被越

来越强烈地激发出来，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

“理”还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塞影

记》是以人性之常，写百年之变。更恰当的说法

是，以百年之变凸显了人性之善，以沧桑世道写出

了善良的人心。叙述者在这里显得守旧而朴实，不

论是口述历史者雷高汉，还是转述历史者贾三秋，

他们都没有选取叙述对象一生中那些在现代文明看

来光鲜亮丽的高尚行为，而是循着传统的人之大欲

——饮食男女的方向展开故事的讲述。叙事的这一

展开方向，彻底抓住了性灵之根，贴近了生命之

源，在人性的幽暗处发现亮光，道成肉身，使小说

的整个叙述显得既日常亲切，又真实可靠。

关于“饮食”一脉的叙述是从反讽开始的。雷

高汉小名叫“饱饭”，可他那时从来没有吃饱过

饭。当他成为“雷高汉”以后，桃片、包子、新米

则成为展现其善良本性的三个重要符号。桃片更是

贯穿小说始终，并将“饮食”与“男女”有机地串

连起来。雷高汉第一次见到鸿祯塞的时候，桃片也

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养父雷长生带雷高汉去包家

大院送豌豆，一个女人塞了一封桃片给雷高汉，他

怎么也舍不得吃，一定要“回家和妈一块儿吃”。

而在怎么“分”这九片桃片上，不懂算术的雷高汉

无师自通，他的做法超过了一个八岁孩子应有的德

行：他坚持“自己一片爹妈各四片”。这是现实

版的孔融让梨，或者它无法不与孔融让梨的经典故

事形成互文，衍生新的意义。元宵节前夜，月光如

水，雷高汉和梅云娥在望哨楼“偷情”，脚步声刚

上来，“一张桃片”便喂进了雷高汉的嘴里。情到

紧要处，“梅云娥又把一张桃片喂进他嘴里”。此

时，“桃片”与“肉身”不分，饮食男女一家。包

子联系着雷高汉与鲁金奎、罗红玉夫妇以及乔桂花

之间超越社会层级的仗义和情义。丁翠香死后，爷

爷丁继业成了孤寡老人，雷高汉每年为他送去新

米。当新米在丁继业那里变成陈米后，雷高又用这

米救了虞婉芬的命。一介天民，身无长物，雷高汉

就是用这些来自土地、来自民间的“卑贱”之物，

表达了人之为人的“高贵”天性。

天民的禀性，集中表现在雷高汉“偷情”和

“寻女”的核心叙事中。《塞影记》中几乎全部情节

和所有女性，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叙事与雷高汉的命

运发生交集，并由此从各个侧面彰显了雷高汉人性

的善良。从叙述的角度看，八岁的雷高汉逃到雷家

是他进入包家、进入鸿祯塞的由头，也是其后续故

事的基础。养父母收下了他，视为“天老爷”给他

们“送儿子来了”。两间草屋、一堆柴火、两个蒸

红苕、一碗酸菜汤、一双带着体温的烂布鞋；三个

人挤在一张床上，“妈在一头换着腿焐他的脚”；

“我们吃干你吃干，我们吃稀你吃稀”的承诺，等

等，第一次给了雷高汉温饱、温暖，给了他家的感

觉，他在养父母那里看到了“想象中亲爹亲妈的模

样”。这一切也唤醒了他天性中的善，他“立即

就显得懂事了”，不仅从了养父的姓，有了雷高汉

这个名字，而且终身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并在修

暗道遇险时，发誓“救下自己一条命”，“好歹也要

娶一个媳妇，为雷家传宗接代”。安葬完养父母

后，他在柳家当了六年长工，特别是他“小小年纪

典身还债”的故事，让整个“板桥湾竖起了大拇

指”，也感动了包家大院。他的“讲情讲义”无

意中为他进入鸿祯塞提供了契机，也为他后面遇见

梅云娥巧设机缘。鸿祯塞地面工程完工，包企鹤私

自做主，要雷高汉做上门女婿，把得了怪病养在深

闺的女儿包松月嫁给他。但在举行婚礼前夜，这位

一肚子诗书的小姐不堪命运摆布，自杀了。雷高汉

空有女婿之名，连小姐的面都没见上，唯一的念想

是罗红玉送给她的那面嵌有小姐照片的小镜子。可

是雷高汉以德报怨，就是这面小镜子，在他胸前一

捂就是若干年，一珍藏就是一生。如果说雷高汉与

包松月的婚姻是包企鹤处心积虑的“秘密”，那么

他与梅云娥相遇却来自包家精心策划的一场“阴

谋”。唱戏的小西施梅云娥，被县城的辜家公子所

劫。包家兄弟要雷高汉一同前去抢回，与前次扮演

新郎不同，这次让他来演未婚夫。就在他见到梅云

娥的一刹那，黑暗中火柴的一闪间，他突然意识到

“那是前世的约定”，他瞬间进入角色，假戏真

做，而且梅云娥也在他耳边低语：她已经发过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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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救她，她就嫁给谁。这为他留下怎么也解不开

的心结，于是就有了后来他们在望哨楼“偷情”那

个特殊的“洞房”之夜，有了传说中的土匪抢劫，

梅云娥中弹，面对前来救她的雷高汉吐出最后几个

字“快救孩子”，并从“手里掉出了一张手帕”。

雷高汉救下孩子后又失去，从此开始了一生漫长的

寻找与等待。梅云娥留下的那张绣有藏头诗的手

帕，有着孩子身世之谜。可雷高汉不识字，更读不

懂诗，为了解开这个谜底，找到孩子的下落，保护

雷高汉这个隐私，丁翠香和虞婉芬这两个女人，先

后进入了雷高汉的人生，并最终献出了生命。为帮

助雷高汉认字，丁翠香急性阑尾炎发作，在识字班

仍坚持听完课，结果抢救不及时，撒手人寰。虞婉

芬遭包志卓强暴，本来已经挣逃脱身，但为保住孩

子身世秘密，她拼命擦掉包志卓写在石头上的字，

被穷凶极恶的包志卓残忍地推下石堆摔死。雷高汉

以一善唤醒百善，丁翠香与虞婉芬的死，在叙述者

那里，是为善做出的“牺性”，既是善的多层面表

现，又显示了善那无比强大的力量。

《塞影记》在终极的意义上说明，善有善报。

被雷高汉从梅云娥手上救下的孩子，后来证明就是

他俩的血脉。这个孩子有超出常人的禀赋，冥冥中

延续和光大了母亲的事业，成为一代川剧名角。雷

高汉践行了为雷家传宗接代的诺言，也了却了梅云

娥的心愿：谁救她嫁谁，谁为她报家仇从谁。多年

以后，机缘巧合，雷高汉抓住了杀害包志默的凶手

——潜藏多年的土匪头子李傲物，为报梅云娥的家

仇补上了关键一课。叙述者如此这般的叙述，绝非

所谓的“封建”“迷信”，而是别有怀抱。著名现代

思想史家许纪霖说得对，“人性善”不是“是不

是”而是“该不该”的问题，如果孟荀之争，性善

性恶，科学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那就更“不是

客观上的‘是不是’问题，而是道德上的‘该不

该’问题”。相信“人性本善”“善有善报”，“来自

对人之所以高贵的肯定，来自生命深处的人文主义

精神”。这也充分体现了《塞影记》作者的信

念，以及对一种守望良知的写作的追求。

总之，在《塞影记》中，雷高汉所遇到的“人

性”问题，全都化解于“天性”——那个源自天民

的善良。而他的全部行为最终都殊途同归：“致良

知”。这可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 而这一境界的

获得是融通中华传统的德性文明与普遍的现代伦理

的结果。

三 让历史照进现实：想象国族认同

以辛亥年为起点，书写现代中国百年史的《塞

影记》为何要塑造雷高汉这样一个天民形象？这个

天民形象与现代中国百年是何关系？它在今天有何

价值，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如此提问，是因为

我坚信，除非矫情，任何作家都不可能为自己写

作，而总是为我们写作。在今天，我们是谁？是现

代民族国家。我同时坚信，任何作家都不可能看穿

世界的本相、看透现实的本质、看清事物的本体，

否则他就或者自杀、或者归隐、或者从事别的实

务，而不可能耽溺于虚构，进行文学创作。一个作

家无论他写什么、怎么写，都源自生命中最深的冲

动——那个生活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而又应该存在、

迫切需要存在的东西。说到底，作家就是为理想而

活着、而想象、而叙述。而理想是被作家所处的历

史与现实、时代与社会逼出来的，作家渴求答案、

渴望突围，才有了如此这般的文学叙述。

雷高汉这个天民形象，显然不属于他所处的时

代，但又深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雷高汉所处的现

代百年，就个体而言，信奉的是个人主义。这条个

人主义的路为鲁迅笔下的狂人开始奠基，子君、涓

生们努力开拓，巴金的觉慧、觉民们行走其上，赵

树理的小二黑、小芹们赋予新质树立起新的路标，

后经宗璞的江玫、齐虹的纠结与忏悔，古华的胡玉

音、秦书田的坚守与反思，一直到卫慧的倪可、天

天、马克们的迷乱，这条路尽管曲曲弯弯、风雨如

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立足于个性主义基

础上的自主与反抗。《狂人日记》发表那年，雷高

汉刚好八岁，是他正式进入《塞影记》的那年，此

后他与以上列举的个人主义者同行，却与他们有着

完全不同的性格与个性，他更多的不是反抗，而是

顺从与忍受，逆来顺受、认命是其性格核心。偶遇

养父母便当成亲爹娘；柳家让他典身还债就典身还

想象国族认同：以天民接通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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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内心居然充满感激；包家安排他修暗道，他二

话没说，就俯身地下多年，尽心尽力，还恍惚觉得

包企鹤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包松月嫁给他，明明是

扔给他一个包袱，是欺负他，他连新娘的面都没见

过，还巴心巴肝地怀念这个因不愿嫁给他而自杀的

小姐；他在包家女婿不女婿、家丁不家丁、长工不

长工的地位，他也认了；包氏兄弟要他扮演未婚

夫，一同去抢梅云娥，他也依了；改天换地后，被

定为富农成分，成为“剥削阶级的狗腿子，反动阶

级的孝子贤孙”，他一声不吭，挨斗就挨斗，挨

批就挨批，被监视就被监视；别人给他介绍女人，

事前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就答应和她结婚，幸好

是丁翠香……他完全成了一场场苦戏中的戏中人，

剧本早已写好，他只负责演，并演得心甘情愿。这

哪里是一个现代人？的确，在雷高汉的身上，我们

很难发现现代人的影子。但叙述者曲径通幽，除了

强调上网是雷高汉晚年的日常生活外，还在雷高汉

出场房间的布置上煞费苦心：不仅在书桌上摆放了

“电脑”，在墙上安放了“电视”“电子钟”“挂式空

调”，还“别有用心”地在“木制书柜”里装进了

“少量的书”，并特别点出《论语》《孟子》和“武

侠小说”。叙述者无疑是要告诉我们，雷高汉是

现代人，他和我们一样就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当下。

但他又不是我们在关于现代的书籍上，或者说在我

们现代的知识谱系上存在的那种现代人。说白了，

他就是被时代穿上现代服装，穿越历史而来的天

民，他是古华夏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在今天的人

格化，是儒家“文明”而不是儒家“文化”在文学

想象中的复兴——一种特殊的“文艺复兴”。

然而，雷高汉这个天民，又的确身处时代中

心。他不仅为时代所接纳，而且在这个时代中如鱼

得水，可以说这个时代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了他。养

父母待他赛过亲生；修暗道的三人仅他一人最终得

以幸存；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不嫌弃他地位低下，

又非“根正苗红”，而深爱着他，梅云娥、丁翠

香、虞婉芬还为他献出了生命；几乎身边的每一个

人都向他表达善意，捧出善心，施行善举，连对他

有所误解，以为是他抓了金庆春壮丁的柳鸣凤，一

生未嫁，还为他寻找女儿操劳奔波；他曾经的佃户

包万长、杨二武及其妻子、后代无不暗中帮助他；

那对叫花子夫妇，连自己活下去都很艰难，还收留

了他的女儿；金庆余至死都蒙在鼓里，女儿金海棠

不是他的亲生骨肉，而他的妻子张巧兰知道这个内

情，还是为养育雷高汉的孩子辛劳付出；地主包志

默及太太虞婉芬，作为雷高汉过去的东家，好像就

是为保守他女儿的秘密而活的；素不相识的县川剧

团那个眼镜男人，为他送来剧票，使他有机会也是

最后一次看到女儿的表演；而传说中包松年的后人

温寒枫，作为房地产商，免费为他这个百岁的孤寡

老人修建了可时时瞭望鸿祯塞的高级别墅；恰逢此

时，素昧平生的温寒露又主动上门孝敬他、伺候

他；尤其是叙述者“我”——生活失意的贾三秋，

从遥远的东北误打误撞遇上了他，便被他的传奇经

历所吸引，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用字条这种前现

代的方式，缓慢地听他倾诉，为他立传，最后还为

他送终。殊为不易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为

纲”，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代，以鲁金奎、包

喜泉为代表的专政力量，让“雷高汉戴的是阶级敌

人的帽子，享受的是革命群众的待遇”。从八岁

开始的一百年，雷高汉跨越多个历史阶段，经历不

同的社会形态，从流浪儿到富农分子再到五保户，

沉浮于不同的阶层之间，有过与地主的小姐、小

妾、丫头、太太等不同身份女人之间的情感与婚姻

纠葛，他一生坎坷，但仅凭天性的善良，就征服了

整整一个时代。所以雷高汉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才

说：“我一再被冷落，又一再被关照”。被“冷

落”与“关照”的雷高汉其实是幸运的，在某种意

义上，他不只征服了时代，而且也超越了时代。小

说的最后，除了柳鸣凤，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死去

了，而且不少人是为他而死的，而他活下来了。从

这个角度上说，《塞影记》是有关生死的小说，是

生者对一百年来死者的缅怀。对此雷高汉临终前深

有感慨：“我这条老不死的命，是那么多人拿长长

短短的命换来的。他们一齐在我身上活到了今天。

死，我也是替他们去死”。言下之意是说，是善

与善的接力，让雷高汉生命绵延，并得善终。这正

如事情败露后，面对包松堂的逼迫，“梅云娥却是

宁愿去死，也不说出那个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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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大字不识的雷高汉，成功穿越百年现代史

的秘密是什么？雷高汉说，是他“命里有一段暗

道”。这段暗道就如鸿祯塞的那条暗道一样，尽

管位于整个防御工事的地下，并非在历史的前台，

却是要命般的重要，它救过梅云娥也是雷高汉女儿

的命，也为两个翠香找到了生命的归宿。它是通往

人的生命与灵魂的要道。这条暗道在我看来，就是

雷高汉这个天民的天性：善，或者说良知。而性本

善这个代表儒家文明的生命哲学，早已在“铲孔

孟，覆伦常”“破四旧”“反迷信”的滔滔历史洪流

中，被“大浪淘沙”，或者消失，或者转入地下，

成为“暗道”。正是这条生命中的暗道使雷高汉又

并非总是顺从，他的逆来顺受从这个角度观之，就

是某种坚持和守望，而且是更加艰难的坚持和守

望，雷高汉甚至不得不用“谎言”来捍卫这种良知

和善良，反抗命运的摆布。所以《塞影记》的叙

述，是在“谎言”与“善良”，“顺从”与“反抗”

的矛盾和张力中曲折展开的。谎言、顺从是表，善

良、反抗是里，这决定了《塞影记》总是有两个故

事在明里暗里讲述，一个是属于雷高汉内心的故

事，它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个是雷高汉为了

这个内心的故事而扮演的公开的故事。为保住那面

小镜子、那张手帕、那个旧木匣、那口暗红皮箱，

雷高汉面对各种场合，使尽浑身解数。为了不横生

枝节，祸及女儿生命，毁了女儿前程，丁翠香到死

都不知道雷高汉顽强识字的原因。丁继业也终于不

明白雷高汉的那个孩子不是自己女儿的。鲁金奎也

是晚年才知道当年雷高汉那些怪异行为的原因。如

果不是在单纯的个人主义立场上，而是从是否总是

坚守自己的信念、信心的角度谈论“主体性”，那

么我认为，雷高汉是一个以“自主性”为特点的具

有充分主体性的现代人。看不出雷高汉经历过现代

启蒙，他肯定不知道理性为何物，也不可能懂得康

德之所谓“自主运用理性”，但这并不妨碍雷高汉

富有理性精神，那种建立在与生俱来的良知基础上

的、立于情感的理性——它是中华传统的德性文明

转化为现代伦理的产物。《塞影记》试图告诉我

们，生活世界不同于逻辑思辨，情感与理性并不必

然冲突，也许奠基于生命和情感的理性更加坚固。

其实，雷高汉那条“命里的暗道”联通了我们

“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这点上，

资深作家祝勇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塞影记》采撷

的“不是历史的旧影，而是天际的星光”。“星空”

和“翠香”是《塞影记》中两个重要的意象。翠香

与川剧《翠香记》互文，也是三个讲情讲义女人的

名字，她们以短暂青翠的生命的爆发，辉映星空，

留香人间。星空意象则由星星、星光、月亮、灯火

组成，是统摄整部小说的核心意象。小说的题跋就

是叶芝关于星空的诗句：“爱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

群山/在繁星之间藏住脸”。《塞影记》显然是有关

“爱”与“星空”的小说。爱既是通常意义上的情

爱，更是超越世俗功利的“仁爱”，它源自天民的

禀赋，出自人心同然处：性善。这种善在儒家文明

那里，不仅人心同然，而且天地同然，天人同然；

这种善就是天命、天道、天理的体现。所以在叙述

者那里，人心一善，就星光璀璨，月华如水，灯火

明亮。仅举两个场景。望哨楼上那个难忘之夜，雷

高汉“抬头望天，月亮晃眼。他低头看地下，月色

晃眼”，而“他知道，梅云娥更加晃眼”，天地人

在月色中完全融化。当雷高汉的眼光触及梅云娥的

身体时，他看见的是一片“打开的月光”；当他拥

抱她时，他抱住的是“一轮热乎乎的月亮”；当

梅云娥离开时，他又看见她在“月光中穿过两个天

井”，“脚下还是半夜，头顶却已经是黎明了”。

两性相悦，本性同然，天地同欢。大炼钢铁，鸿祯

塞边上的那片黑松林倒下了，雷高汉为梅云娥和丁

翠香迁坟。那天晚上，“繁星满天”，雷高汉“望见

坡地里有一片闪闪烁烁的光点，就像天上撒下了一

捧星星”，那“正是两座坟那个地方”。那光点是磷

火，“梅云娥的骨头，翠香的骨头，在夜里燃烧起

来，在泥土里燃烧起来了”，最后竟然被“一片忽

闪忽灭的星光包围起来”。这当然不是传统的现

实主义的写法，这里灌注着叙述者的理想之光，它

是小说诗意的源泉。灿烂的星空照彻《塞影记》的

字里行间，也照进了历史与现实。

雷高汉“命里的暗道”不仅接通了天人，也接

通了古今，对于我们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构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非凡，这也决定了《塞影

想象国族认同：以天民接通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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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这部长篇在今天的独特价值。小说中雷高汉的

人生百年，正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百年。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既是“民族”的又是

“国家”的。关于“国家”，它是政治共同体；关于

“民族”，它又是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民族国

家是由政治与文化两个共同体构成，缺一不可。作

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恰如费孝通所言，它

是多元一体的，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

增强多民族的国族文化认同与凝聚，构建中华民族

共同体无疑是我们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紧迫任务。

何况我们有着家国天下的悠久传统，有着建立在血

缘亲情基础上的文化脉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

如何面对现代的法理社会，弥合法律条文留下的伦

理裂隙，和合共生、和谐共处，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重大时代命题。儒家文化曾经是中华主流文化，理

应在今天的国族文化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塞影

记》通过翻转历史叙述，塑造雷高汉这个天民形

象，敏锐而深刻地触及这一重大问题：儒家文明本

身就是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天民不仅

通“天”，而且可以通“天下”，德性文明完全可以

转换为普遍的现代伦理。所以冯友兰称“天民”为

“宇宙的公民”，当今学者视“德性文明”为“全

球伦理”。为什么其所代表的是“儒家文明”不

是“儒家文化”？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称为

“文明”，只有“当一种文化对整个人类都有价值，

对全世界都有影响的时候，才可以叫文明”。儒

家文化的某些部分，比如雷高汉身上所体现的天理

良心就应该属于这样的文明。还是那句话，性本善

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不应该交

给所谓的学理去裁定：它根本就不是“是不是”的

问题，而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塞影记》的写

作，将现代百年历史部分抽空为人物生存的背景

——以“影子”一般存在，并为叙述者所任意剪

裁，其目的无非是：我这样信，所以我这样写——

就是在美学上把“是不是”转换为了“应不应

该”。说到底，小说想象雷高汉的方式，就是在想

象国族文化认同的方式，就是在以文学的方式构想

通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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