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从“幻觉型”到“心理型”作品的转向

莫言作为当今中国充满不竭创造力的

先锋性作家，他几乎每一部新作的出版都能

带来文坛的震动。莫言作品的精神徽章是如

此鲜明，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家族》，

到《酒国》《丰乳肥臀》，再到《檀香刑》、《生死

疲劳》，莫言在叙事手法上可谓不断创新，但

无论怎样变化创新，我们都觉得那仍然是莫

言的作品。但近读莫言的新作《蛙》，却使我

获得了完全不同的阅读感觉。尽管这部作品

仍然根植于高密东北乡那片神秘的土地，尽

管这部作品在语言和结构上依然是如此出

色，尽管那对以人体器官命名的古老风气的

戏谑性描述从一开始就让我们对它欲罢不

能，但这种阅读的快感与以往的阅读感觉很

是不同。我们发现莫言的这部作品似乎已从

我们所熟悉的地方发生了某种转向或转型，

它无论是在取材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很难再

与莫言原来的作品归属同一类型。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

中，曾把文学作品区分为幻觉型作品和心理

型作品两大类型。所谓“心理型”的文学作

品，是指题材来自于人类意识的广阔领域的

作品，①这一类文学作品“完全是从作者想要

达到某种特殊效果的意图中创作出来的。他

让自己的材料服从于明确的目标，对它们作

特定的加工处理。他给他增加一点东西，减

少一点东西；强调一种效果，缓和另一种效

果”；“自始至终小心地考察其整体效果，并

且极端重视风格和造型规律”，“他与创作过

程完全一致”②。所谓“幻觉型”作品指那种题

材不是来源于人们所熟悉的意识领域，而是

来自于超越于人类一般理解力的原始的集

体无意识领域的作品。③这一类作品“有着与

生俱来的形式，他想要增加的任何一点东西

都遭到拒绝，而他自己想要拒绝的东西却再

次被强加给他。”这时他的自觉精神被突如

其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他只能服从他

自己这种显然异己的冲动，任凭它把他引向

哪里。”④这时艺术家的自觉意识与创作过程

并不保持一致。根据荣格的解释，我们感觉，

莫言以往的大多数作品都主要属于“幻觉

型”作品，而莫言的最新力作《蛙》则主要属

于“心理型”作品。笔者私下认为，《丰乳肥

臀》可视作莫言以往“幻觉型”作品的代表，

它那深厚莫测的文化意蕴，无与伦比的语言

风格，近乎“极乐文本”（巴尔特）的令人震撼

的审美效果，都足以使人把它界定为一部

“幻觉型”的“天才杰作”。在这种作品中，始

终包含着一些奇谲莫测的让人无法完全理

解的东西。在这里，母性崇拜与男性中心，不

朽情结与死亡冲动，雄性的张扬和对男权的

解构，神圣的宗教情感和对神性的亵渎，深

刻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理性的颠覆，恒定意

义的消解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原始的族类

经验和现代性的个体化表述等一系列对立

的、异质的因素得到了惊人的混合。⑤每当重

读这部作品，我都深感它绝不是仅凭清醒的

意识所能完成的。那成群结队的意象和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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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恢宏场面，“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

深渊”，打通了我们通向远古的集体记忆和

原始经验。

在荣格的心目中，“幻觉型”作品是更高

的。这一是因为在幻觉型作品中，作家提供

了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而没有对

它做出任何心理学的解释，从而向心理学家

（实际上也向文学批评家）提出了挑战；二是

因为“幻觉型”作品的创造是被“集体无意

识”推动的。一个作品如果以“集体无意识”

来说话，它就超越了作家个人的局限，它不

是以作家个人的声音而是以整个族类的声

音来说话的。而“心理型”作品取材于人们所

意识经验到的各种领域，如社会，家庭，环境

领域等，作家自身的创造活动始终没有超出

心理学所能理解的范围，它所包含的一切经

验及其艺术表现形式都是人们所能理解的，

或者作家自己就已经在作品中把各种心理

事件用漂亮的语言解释清楚了，它也就没为

心理学家或批评家留下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心理学家或文学批评家也已不能再为它增

加什么东西了。这样一来，心理型作品就不

如幻觉型作品更具有陌生性、多义性。如此

之说，我们把《蛙》视作莫言从幻觉型向心理

型转向的作品，是不是意味着莫言的创作水

准下降了？断非如此。在我们看来，对于一个

已经创作了大量幻觉型作品的“幻觉型”作

家来说，如果他能创造出杰出的心理型作

品，这只能说明他创作领域的宽广和创作才

能的多面性、坚实性。我们知道，“意翻空而

易奇，言征实而能巧”，如果一个作家不具有

非凡的控制功力和语言功底，他是不可能创

造出“完全是从作者想要达到的某种特殊效

果的意图中创作出来的”作品的。因此我们

这里的归类不具有派定高低位置的性质，而

是为了更简明地描画出莫言创作的整体概

貌，以便更好把握莫言创作中出现的新的动

向，并更好地说明属于这部新作的自身的特

质。

莫言的《蛙》这部新作取材于新中国以

来的中国计划生育史，这一题材虽然敏感重

大而富有争议，但由于它来自社会现实领

域，属于能被我们的意识明显经验到的领

域，因此它不会过分超出人们通常的理解能

力。这部作品在意蕴上也无须太多阐释，尽管

它的意蕴非常丰厚，主题也非常深刻，但无论

是“蛙”这个题目与人类的生育繁衍相关的

生命象征含义，还是作者作为罪人来写作的

“罪恶与救赎”的意图，作者在文本中都已经

交待得比较清楚了。关于《蛙》这个题目的象

征意义，在剧本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说得很明

确：“暂名为青蛙的‘蛙’，当然也可以改成娃

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

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

北乡的图腾，我们的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

拜的实例。”⑥对“罪恶与救赎”的问题，作者

则借叙述者之口，在给杉谷义人先生的信中

作了反复叙说：“至于我自己，确实是想用这

种向您诉说的方式，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并

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既然写

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

的写作才能赎罪，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

诚。”⑦经验意识领域的题材，加上被反复解

说的意蕴和意图，即便《蛙》中有一些神秘场

景的描写（如姑姑被青蛙所追赶的恐怖场

景，郝大手捏的泥娃娃具有灵性能够投胎转

世等等），但这些描写由于整体上意图明显，

实际上已经被从根基处“去魅了”。《蛙》这部

心理型小说与莫言原来那些幻觉型小说相

比，也因此显得不那么神秘了。

二、叙事修辞与叙事伦理的提出

根据布思的研究，小说也是有修辞动机

的，也是讲究修辞效果并使用修辞手段的。

小说使用的修辞手段，“也就是史诗和小说

12



的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读者引入他的

虚构世界时”所使用的各种叙事技巧。小说

所使用的各种叙事技巧之所以被视为一种

“修辞手段”，原因乃在于，在布思看来，文学

不是可以脱离开读者的纯粹客观的存在，它

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依据各种叙事技巧进行

交流的艺术，他也追求交流的实际效果。作

家使用这些叙事技巧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和

影响读者，这类似于修辞学家（演说家）使用

修辞手段去控制和影响他的听众。

尽管任何一部小说，不管作家承认不承

认，它都包含着或明显或隐蔽的修辞动机，

但莫言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

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与他以往的小说

相比，它是具有更明显的修辞动机并力图通

过一定的修辞手段刻意去达到某种修辞效

果的，这既可从莫言自己对这部小说的创作

历程的介绍中得到佐证，也可从对作品的仔

细阅读中细细地体会出来。而莫言之所以在

《蛙》的创作中更突出地面对修辞学的问题，

这是与他选择的题材相关的。我们知道，由

于莫言以往的大多作品主要取材于历史领

域，距离当下较远，作者也就拥有更多的自

由发挥的空间。而莫言的《蛙》却转身离开了

那个令他沉迷的历史领域，选择了计划生育

这个更为坚硬的现实领地。尽管计划生育政

策从它最初施行到现在亦有几十年的时间，

那最轰轰烈烈的阶段也业已成为历史，但由

于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未变，

因此这一政策仍然具有当下性，计划生育史

最多也只能算作“当代史”。这段当代史不同

于莫言原来所写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历

史，那段历史对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也

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但中国的计划

生育史却是家喻户晓，因为它和现在中国每

个家庭的“基本生产”都有关系。正是因为

此，当莫言选择这样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属于

意识经验领域的现实题材时，这也基本上先

行决定了他要写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尽

管小说家拥有虚构的权力，但在这种现实主

义的诉求面前，作家还是不能把人人都熟悉

的现实写得太过离谱的。读者在对这类作品

的阅读中，也总是渴望能够发现某些比在日

常经验中更为真实的东西。因此，对于这类

题材的表现，作者首先必须努力营造“逼真”

的幻觉。同时，作者面对的又是这样一种高

度敏感的现实题材，它既关涉着民间的自然

伦理，又关涉着国家的基本国策。但凡多少

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如果不控制人口

增长是绝对不行的，但多少有点经验的人也

都知道，国家在具体施行这一基本国策时，

也的确出现过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血

腥和暴力的现象。自然伦理与国家意志的冲

突虽然不是一场对外的真枪实弹的战争，但

它对于有些家庭来说，却超过了真实战争的

影响。面对这样一个高度敏感而又复杂的现

实题材，最为困难的事情应该是作者站在什

么样的伦理立场上，使用什么样的叙事技巧

或修辞手段，控制作品的整体效果，把这一

高度敏感复杂的事件真实而又有分寸地表

达出来。

前者是一个叙事伦理的选择问题，后者

则是一个叙事修辞的运用问题。但这两个问

题又是结合在一起的，最终又都是通过叙事

修辞表现出来的。因为作家在小说中的伦理

选择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评判，在小说

中作家是没有责任必须亮明自己的伦理态

度的。因此他的道德评判可以趋于隐蔽。同

时，在小说中的伦理选择同样要考虑对读者

的效果，因此作家在小说中的伦理选择未必

和他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选择相一致，这种伦

理立场的选择也是与一种修辞手段或修辞

策略联系起来的。但不管怎么说，当莫言以

“计划生育史”这一为人所熟知的、高度敏感

而又复杂的事件作为《蛙》的创作题材时，他

便面临空前的困难，他是不得不明确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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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读者的，他是不得不考虑这部小说的

效果的，因此也是不得不使用一种叙事修辞

学的。莫言的《蛙》对叙事修辞的使用一方面

表现在叙事方式上，一方面表现在对姑姑这

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三、书信体“讲述”与话剧体“展示”的并用

从小说的叙事方式上来看，小说由五封

书信勾连而成。前四封书信的主体内容是以

书信体形式讲述的故事，第五封书信的主体

内容则是一部完整的九幕话剧。书信体和话

剧体的联用，使得《蛙》在叙事方式上把“展

示”与“讲述”结合起来。西方现代叙事学理

论曾对“展示”与“讲述”进行区分。所谓“展

示”就是指那种用“客观的”、“非个人性”的、

“戏剧化”的叙述方式直接“呈现”故事而不

作任何评论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为现代小

说所常用；所谓“讲述”就是指“作家”或作为

作家的“可靠叙述者”（是指按照隐含作者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讲话或行动的叙述

者）直接在作品中出面的叙事方式，在这种

方式中，作家常对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发表

评论，这种方式为传统小说所常用。布思指

出，福楼拜之后，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认为

“展示”是艺术的，“讲述”是非艺术的，“展

示”要比“讲述”优越。但布斯不同意这种把

“展示”与“讲述”对立起来的简单划分以及

“展示”优于“讲述”的武断观点。布思认为，

菲尔丁“讲述”的一段故事，较之詹姆斯或海

明威那些肤浅模仿者“展示”出来的场面，看

起来却更为逼真；有些作家的评论虽然的确

损害了作品，但有些作品中冗长的评论却仍

然吸引读者。”⑨

看得出来，布思这里更加推崇“讲述”的

方式。而《蛙》的高明之处则在于它虽然以

“讲述”的方式为主，但也没有单纯依靠“讲

述”的方式，而是把“讲述”与“展示”结合起

来使用。因为“话剧”文体的叙述方式必然是

“展示”式的，而“书信体”的使用则必然是

“讲述”式的。“讲述”的方式，使得作者在作

品中能够自由进出，为作家自由地发表评论

提供可能。同时这种书信体式的讲述方式，

与其他第一人称如日记体的讲述方式相比，

它又具有另一种修辞学上的优势，那就是它

可以把读者直接带入文本之中。或者说它把

读者直接设置为“在场”的。而这种虚构读者

的“在场”，会使得作者对于事件的评论更有

分寸感和针对性。况且《蛙》设置的这个虚构

读信者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是一个

对于中国国情或许并不十分了解的国际友

人，日本名作家杉谷义人先生。这就使得那

个作为作家的“可靠叙述者”而存在的叙述

者蝌蚪具有更重大的责任。我们知道，计划

生育长期以来是外媒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

口实。向国际友人讲述与中国的计划生育史

联系在一起的姑姑的故事，那就更应该掌握

分寸和技巧。他既不能放大某些事实，也不

能隐瞒某些真相；他必须拥有反思这一事件

的世界视野，但也不能放弃国人的根本立

场。总之书信体的讲述方式，使得作者心中

需要时时怀有一个读者，而读者的在场感又

使得作者对叙事效果的控制显得卓有成效。

作者对叙事效果的控制主要依靠的是

叙述者对计划生育中的血腥事件所作的补

正性评论上。如叙述者蝌蚪，在讲述了其妻

因做人工流产而惨死在手术台上的故事之

后，便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在过去的二十

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控制了人

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

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

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

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

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

批评是有失公允的。”本来，对王仁美惨死事

件的讲述，把对计划生育的血腥叙事推向一

14



个高潮，而这种评论则构成了对紧张效果的

明显缓解，使得作者有效地控制了这一敏感

话题所易于产生的过于激烈的效果。这不得

不说是一种修辞手段或修辞策略。同时这种

修辞性评论，也使得作者的伦理立场复杂

化，产生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伦理修辞效果。

因为我们发现，《蛙》的叙述者讲述的是百姓

的血泪史，评说的却是国家的大道理。或者

说叙述者讲故事时是站在民间伦理的立场

上，发表评论时代表的却是主流伦理或国家

意志。这使得我们的脑海中所浮现的故事画

面与评论的声音似乎总是出现某种错位和

分离，“所见的”与“所说的”似乎并不完全和

谐一致。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虽然被综合

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平衡的修辞效果，但这

两种声音，似乎自始至终并未真正融合。因

此叙述者的评论似乎并不能让作家真正释

怀，我们隐隐感受到作家实际上仍然处于一

种分裂的痛苦中，作为赎罪的写作，就像叙

述者所说的那样并未完全达到赎罪的目的。

但也正是在这未被弥合的缝隙中，隐含着未

被说出的无限言语，但也正是这些未被说出

的言语，使得这部作品在叙事伦理上表现出

一种深刻的含混性、复杂性。这种含混性不

是对责任担当的简单回避，而恰恰表现出一

个作家的使命感和对事实本身的尊重，它既

要作为社会的良心来写作，但同时也负有对

国家和民族的责任。面对复杂的事实，任何

非此即彼式的伦理选择都将是简单化的。从

这种意义上说，事件与评论之间的错位与分

离，最大可能地突显了事件本身的悖论性和

作者伦理选择的艰难性、复杂性。因为并不

是只有叙述者的评论才代表了作家的观点

立场，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就不代表作家的

观点立场了。就像布思所说的，文本中“隐含

的作者”作为作家的“替身”，他所“信奉的主

要价值观念是由全部形式表达的一切”——

包括他对事件的安排和他对故事的评论

——共同折射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事

件与评论之间的错位与悖离，一方面突显了

事件本身所内含的悖论性特征，另一方面也

突显了作者进行伦理选择的艰难复杂的心

理过程。而这一悖论性、复杂性的突显，离不

开对书信体“讲述”方式的使用。

书信体讲述的方式尽管具有这样的优

势，它尽管可以使作者自由进出，可以使作

者幻化为叙述者对故事进行自由讲述，并自

由地发表对事件的评论，但这种自由并非没

有限制。因为对于那些现实的读者来说，书

信体的讲述更容易制造逼真的幻觉，更容量

相信作者所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在书信体

的讲述中，尽管叙述者与真实的作家不是一

回事，但读者还是倾向于把叙述者看成是隐

含的作家而与真实的作家莫言联系起来。因

此，这种可以随意讲述、自由评论的书信体

讲述方式，它实际上既可能限制作者对事件

的自由虚构，也可能限制作者对事件进行完

全自由的评论。如果仅仅使用书信体“讲述”

的方式，对逼真效果的追求又会使作品陷于

一种不自由的境地。同时这种第一人称讲述

的方式，难以把叙述者自身和人物置于客观

的被审视的位置上，当作者涉及对自己的内

心进行反思、对他喜爱的人物进行剖析的时

候，这种非客观化的切入方式又往往会使他

手下留情。这使得用书信体来讲述故事，必

然会有许多言之不尽的东西。因此作者在通

过书信体从整体上控制住了作品的效果，建

立起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信任

关系之后，在最后一封信的主体部分又引入

话剧文体，以突破书信体第一人称讲述式叙

事的种种限制。

我们知道，在戏剧中，故事不能通过叙

述者来“讲述”，而只能靠人物自身的语言和

行动来“展示”。在小说中，作者的观念可以

通过叙述者和小说中的人物方便地讲出来，

而在戏剧中作者却不能自由进出。他只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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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在该出场时才出场，

因此他也不能随便发表评论。但话剧的这种

叙事方式，一方面是一种限制，但另一方面

也开放出一些新的空间，使作者获得更多的

自由，并使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性特质。

戏剧本身的虚构性，为作者的自由表现

提供了保护性外衣，使他得以表现出在易于

制造“逼真幻觉”的书信体中所不能表现出

的东西。同时，话剧文体的“展示”性叙事方

式，由于没有叙述者的介入，使得事件和人

物的展开更加客观化，姑姑这一人物形象的

自我忏悔和反省要比在书信体的讲述中更

为深入。并且话剧体叙事的“现在进行时”时

态，使得话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故事不是已经

完成的事件，而似乎是一切才刚刚拉开序

幕。在话剧中我们看到，姑姑、小狮子和蝌蚪

都一方面在赎罪，另一方面又犯下了新的罪

行，并且还连带出更多的人参与罪恶的共

谋。原来姑姑和小狮子是在国策的强制下杀

死那些尚未出生的婴儿，现在却又合谋夺走

别人已经生下的婴儿。找人代孕虽是出于对

生命的热爱甚至迷狂，但这种迷狂行为实际

上是不把生育者当人，它又严重地伤害了代

孕母亲。在这种伤害下我们不知道身心已经

严重受损的陈眉该是何种命运。在这场谎诞

话剧中，我们看到许多人都睁着眼说瞎话，

共同编造着谎言和骗局，让生活本身变成了

虚构的戏剧。小狮子一直想像着是自己怀孕

并模仿生孩子；姑姑为想象和模仿生孩子的

小狮子接生；陈眉模仿民女告状；魏所长模

仿包青天接状。“高梦九断案”更成为谎诞的

戏中戏。这与前面书信体故事制造的逼真幻

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部话剧中，似乎

只有那在“堂吉诃德”餐馆扮演角色的陈鼻

作为罪恶的揭露者而回到真实之中。这种虚

实之间的转换与张力，使得《蛙》的叙事空间

大大开拓，并获得了更复杂的伦理修辞效果

和更深厚的艺术魅力。而这一切正与作者把

“书信”体“讲述”和“话剧”体“展示”结合起

来使用的叙事修辞学大有关系。但作者对叙

事修辞的运用，还不仅还表现在对书信体讲

述和话剧体展示的共同使用上，而且还表现

在在塑造姑姑这一人物形象时对情感距离

和审美距离的双重控制上。

四、情感距离和审美距离的控制

莫言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蛙》固然

是反映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重大的社会现实

问题，但我最满意的还是塑造了姑姑这样一

个人物形象。姑姑是我心中的神。”又说：“计

划生育以及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是

我塑造人物使用的材料和背景，我的目的不

是表现计划生育这个事件，而是借计划生育

来表现、塑造一个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没有出

现过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⑩莫言的这

部小说是借计划生育这个事件来塑造姑姑

这个人物形象还是借讲姑姑的故事来表现

计划生育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另当别论，但

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莫言在

《蛙》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是把很多精力放在

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的，莫言也是非

常珍视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形象的。对于

姑姑这人物形象，莫言曾多次坦言是以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姑姑为原型的，对于现实中的

姑姑莫言是怀着挚热的情感和崇高的敬意

的。在访谈中莫言把姑姑视作他“心中的

神”，说她是“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

在小说中，莫言也借蝌蚪之口说自己写这个

剧本“是为了对姑姑的爱，是为了为我们高

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由此我们可以

推定，莫言与他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是具有很

近的情感距离的。对于这样一个姑姑莫言实

际上是不忍心把她写成一个罪人或者具有

太多恶性甚至缺点的。但同时，莫言作为一

个卓越的文学家，一个老道的小说作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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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深谙文学和美学之道的，他深知对于艺

术创造来说，审美距离是必要的，对于一个

成功的典型艺术形象来说，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她对生活中的姑姑满怀

着敬与爱，但出于对审美效果的考虑，他不

能把姑姑写成十全十美的“圣母”或完人，他

又必须写她的缺点、罪行、甚至人性之恶的

方面。这些方面甚至是现实中的姑姑所没有

的。莫言自己说得很明白，“小说中的姑姑和

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她在计划生

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她

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

个判官那样的人物。”对于自己所爱戴的姑

姑，莫言在小说中把她写得不近人情甚至有

违人性，如果不是出于对艺术效果的考虑，

那是没法进行解释的。所以莫言在塑造姑姑

这个人物形象时，同样面临着布思所说的小

说修辞问题，因为他必须控制人物形象塑造

的整体效果。而要想控制效果，她必须首先

控制与姑姑的“情感距离”和“审美距离”，让

自己和姑姑在情感和审美上都既不能“太

远”，也不能“太近”。而作者也正是在对情感

距离和审美距离的双重控制中，创造出姑姑

这个为莫言所挚爱、所珍视的成功的典型人

物形象的。

莫言所创造的姑姑这个人物形象是非

常复杂的，她无论是在经历还是在性格上似

乎都充满了悖论特征。从经历上看，姑姑作

为共和国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基层妇科医生，

她人生的前30年主要是为人接生，工作是

把婴儿接到世间；她的后三十年主要从事计

划生育工作，目标就是把那些非法孕育的婴

儿扼杀在未出“锅门”之前。她早期被称为

“活菩萨”，“送子娘娘”，后期则被视作“妖

魔”，“活阎王”。就个性来说，也充满了悖论

特征，她既对生命满怀爱心，称得上是有大

爱之人，可在某些方面她又表现得冷酷无

情。有一次家里人让她回来为一头难产的驴

接生，在她没有看见那痛苦的驴之前满腹牢

骚，但当她看到那头饱受折磨的驴看到她来

而跪下时，她的眼泪当即就流下了。当企图

超生的陈鼻从隐藏半月的地窖里钻出来，扑

跪在她的面前哭诉着向她磕头求饶，乞求放

他一马的时候，“姑姑的眼里淌着泪说，陈鼻

啊陈鼻，这不是我的事，如果是我的事，那么

怎么都好说——你要我的手，我也能砍了给

你。”这足以见出姑姑那博大的悲悯情怀。但

就是这样一个“姑姑”，在文革初起之时，“她

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以至

他不堪凌辱而自杀，对同事“黄秋雅更是残

酷无情”，并最终使其为一次被诬告的计划

生育事故充当了“替死鬼”。在执行计划生育

政策时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冷酷和坚定，

更使她血债缠身。这不禁让人思考“姑姑”究

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何以忠诚到为

了党性国策而几乎丧失了人性？这些疑问险

些就让我们把姑姑看成一个在人性深处或

许就存在某些“恶魔”倾向的人。

但作者尽管讲述了与姑姑直接相关的

一个个的惨烈血腥的故事，他并没有把她塑

造成为一个让人憎恨的罪人形象。因为作者

通过距离控制避免了这样的危险。这种距离

控制一方面表现在对血腥事件的逆向叙述

上，一方面表现在对事件所作的补正性评论

上。从对事件的叙述来看，作者让姑姑每一

次残酷地执行命令都显得非常悲壮，她让别

人流了产，丢了命，她自己也受到血腥的报

复。在前面作为叙述者、在后面剧本中作为

人物之一的“蝌蚪”却仍然劝慰说姑姑没有

罪，姑姑的双手“不但是干净的，而且是神圣

的”，姑姑所做的“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

现在还很难定论，即便定论为恶事，也不能

由您来承担责任。”他劝慰姑姑“不要自责，

不要内疚，您是功臣，不是罪人。”这种辩护

性的声音不仅与姑姑后期的心声相违背，也

与故事呈现出的画面存在着错位与悖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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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悖离，一方面表现出了作者对姑姑的爱，

他是不忍心姑姑把自己作为罪人进行拷问

并承受心灵的折磨和煎熬的；另一方面，也

体现出了事态本身的复杂性和伦理选择的

艰难性，姑姑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罪责应

该由谁来承担，的确并不是轻易能够论定

的。但不管怎么说，作者通过对事件的逆向

性叙述和对事件的逆向性评论的叙事修辞

学，使得姑姑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始终处于

情感距离和审美距离的双重控制之下，并因

而获得一种均衡而又复杂多义的审美效果。

莫言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作品关键

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读者读完作品，

都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又说，“作者无

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主要是借这个素

材，塑造人物，剖析人物灵魂。”莫言虽然说

无须对事件的是与非，对这项国策进行评

论，但我们认为在这部作品中，莫言已经借

对姑姑故事的叙述，借对姑姑这个人物形象

以及其他人物形象的剖析，说出了他要说的

东西。只是这种“说”不一定都表现为明确的

叙述者的评论和人物的话语。布思在其《小

说修辞学》中曾指出，“隐含的作者”作为作

家潜在的“替身”或“第二自我”，“不仅包括

可抽出的意义，而且包括每一点行动的道德

和情感内容，以及所有人物的遭遇。简言之，

它包括我们对一个已经完成的艺术整体的

直觉性领悟。隐含的作家所信奉的主要价值

观念，是由总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切，……

隐含的作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我们所阅读

的一切，我们把他推断为一个理想的、文学

的、真实人物的创造版本，他是他自己所选

择的总和”。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想深入全

面地理解这部作品，不能只看那些明确说出

的话，不只是那些对事件的直接评论才代表

了作家的声音，作家的价值观念暗含在他整

个的作品之中，当然也暗含在他所叙述的事

件之中。只有穿透他所使用的叙事修辞学，

才能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在叙事伦理方面

的多义性、复杂性和艰难性，也才能更深刻

地体会隐含在这部作品之中的生命之痛、生

存之痛和人性之痛。

（注：论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语言与生态”（编号 09YJC751054）中的个

案研究性成果）

赵奎英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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