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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秦腔》以来四部长篇小说的符号学解读

孙金燕

贾平凹是位讲故事欲望很强的作家，从1992

年《废都》对乡土文明无处遁逃命运的书写开始，

他总是企图在古老故乡消失的同时甚至之前，以

记忆中的故乡叙述复活或建构乡土中国图景，使

其成为人人可以分享的世界。这种半守望半预言

的姿态诉诸于小说虚构，除了表现为对普通小人

物的倾心，更多的则是对压抑与解放的活跃主题

的身心投放，以及对潜伏在日常生活内部反抗倾

向的先知先觉。这也造就了贾平凹小说的悖论式

存在：它既像个善说谎者，以虚构形成对当前历

史的一种干扰与瓦解；却同时又恍惚是位诚实的

记录者，在叙述中完成对历史进程的一种见证与

充实，而正是后者使得诸多论者常常称贾平凹为

传统乡土文明挽歌的吟唱者 a。

然而，历史总是与喧哗与骚动一同前行。在

贾平凹小说的记述与虚构中，事实上一直保留着

一个追问，它在一如既往地关注行将衰败的民间

文化的《秦腔》（2005）中得到延续，并在乡土

与城市之间寻找妥协可能的《高兴》（2007）、

反思人性的动荡及文化现代化的《古炉》（2011）、

透视理想主义者在当下乡镇基层中的自救与完结

的《带灯》（2013）等几部长篇小说中，被不同

侧面地反复击打：那使人们摧毁故乡并重建一切

的是什么？或者，系列事件是如何转变为意味深

长的社会共性的？

一、故乡记忆：现代化之锯与贾平凹的

“奥德修斯之床”

隐含在贾平凹小说中那种关于故乡世界就要

丧失的担忧，类似一个“奥德修斯之床”的具体

象征，在不同于古希腊的二十世纪中国，它时刻

面临着现代化之锯的威胁。

“奥德修斯之床”这一意象在希腊神话中，

是关于故乡的秘密记忆，它使失乡者终于据其返

回故乡。在外流浪二十年的奥德修斯，故乡伊塔

卡被女神雅典娜以雾笼罩，更早则已被乘虚而入

的王后求婚者们占领。好在一个唯有奥德修斯与

王后才知道的秘密，从未被洞察：即奥德修斯的

床，“我自己建造的那张床，谁能搬得动啊，你

是知道的，它是由生长在王宫附近的一株巨大的

橄榄树的树桩作为那张床的立柱的。是我亲自去

砍去了枝叶，用墙围住，并用木桩做立柱，然后

用金、银、象牙等镶饰了它。”然而，即便如此，

终回故乡的奥德修斯面对妻子“把床搬过来”的

试探时，也不免迟疑：“可能在我不在的时候，

谁锯掉了（床的）树桩，挪动了它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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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贾平凹而言，是谁锯掉了他的“奥德修

斯之床”的树桩，改变了他故乡的面貌呢？

二十世纪的历史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摧毁一

切，也重建一切。在喧嚣的革命与战争之下，掩

藏在二十世纪中国底里的一直是现代化的主题。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洋务运动开始，无论是中体

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体现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努

力。1897 年严复“译述”《天演论》，这一对中

国现代历史起了重大影响的欧洲思想输入，更是

通过漏译选译、有意错译，用斯宾塞的一元解释

冲散赫胥黎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二元复合元语

言，使其变成一场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传。

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进化观，逐渐进入到中国人的主流思想意识，

并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

然而，经济与文化并不必然统一。诚如丹尼

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曾明确指出：

“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的不同领域

各有不同模式，按照不同的节奏变化，并且由不

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他

将“现代社会”分成三个服从于不同轴心原则的

“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文化。

经济—技术领域“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

中含义是进步”。而文化领域则不同，丹尼尔·贝

尔同意卡西尔的定义，文化是“符号领域”，谈

不上“进步”，文化“始终有一种回跃，不断回

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社会是“经济—

文化复合体系”，但经济和文化“没有相互锁合

的必要”c，在生产力持续推进尤其是在现代化

继续发展之时，总会存在着两套元语言对社会生

产进行解读。

所以，自“五四”以降，针对经济—政治现

代化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乡土文化话语倾

向：其一是积极支持的启蒙现代性话语，如鲁迅

《故乡》所提供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式启蒙话语；其二是批判反思的理

想主义田园牧歌话语。故乡记忆作为贾平凹的“奥

德修斯之床”，以此对传统乡土文明的不断吟

唱，便是贾平凹对经济—政治现代化反向解读的

方式。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基于文化“传统主义”

立场上的 d，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急欲经济、政治

现代化的制动式反思。从早期的《鸡窝洼人家》《腊

月·正月》中对乡村生活诗情画意的记忆，即可

看出这种努力。

以此观之，尽管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

写道：“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

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

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

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e

然而，故乡虽失，但乡土认同感仍在，所谓“从

此失去记忆”，恐怕一直是难以实现的愿望。事

实上，《秦腔》之后的小说叙述中依然显示出，

在以现代化进程满足“渴望强大”的现实，与故

乡记忆所能赋予的乡土文化认同的虚构之间，是

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秦腔》（2005）关于乡村之叙述，与其之

前的作品赋予乡土“不如归去”的恋恋不舍感情

相比，已经开始引入某种犹疑与不确定的基调，

对于社会文化之传统与现代的此消彼长，它呈现

出一种“不知道”应该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

虽然，在 1990 年代以来，清风街所代表的中国

农村在经济一体化和乡村城镇化的驱使下所经历

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中，以夏天义为代表的传统

农本价值观的失落，以及秦腔为表征的传统文化

的衰颓，似乎势所难免；虽然，这部作品仍采用

与此前作品大同小异的故事、相似的生活场景描

写、及在不同作品曾反复多次出现的细节 f，强

调乡村风俗与乡村日常生活之记忆；但是，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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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自己对这场叙述的总结，“充满了矛盾和

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

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g

两年后的《高兴》（2007），转向关注离开

故土向城市寻求活路的农民的命运，“我要写刘

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

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

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

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h 于是，“刘

高兴湿漉漉地进来了”，在一心想得到西安城认

同、做城市人的自我期盼下，加入了城市里的“破

烂族群”。然而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刘高兴

对于身份与主体无法确立依然难掩焦虑：“我已

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

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i

最新长篇《带灯》（2013）更是以“由城入

乡”的反向视角，来掂量现代与传统的是与非。

那个毕业后追随男友来到秦岭深处的樱镇镇政府

工作的女大专生萤，以一个携带着文明气息的非

乡下人的独特身份，进入了乡村。然而，这个企

图在乡间的山风树谷中寻找安宁的理想主义者，

却在芜杂的乡村现实中日渐消耗殆尽。比如，她

终于认清自己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

火焰向上，泪流向下”j；比如，她终于染上虱子，

以她最介意的方式被乡村裹挟而无处逃遁。

以上诸种，无论是正面回应还是反向思考传

统与现代间之纠葛，或许都表明故乡记忆带给贾

平凹的，不仅是鲁迅《故乡》式的“为了忘却的

纪念”k，更是乡土“传统主义”在现代化之锯

隆隆声下的艰难抉择。

二、从《秦腔》到《带灯》：

乡土中国社会文化标出项的位移

文学话语总是首先认识个人，继而认识社会

与历史。在贾平凹长篇小说关于故乡变革之叙述

中，有另一侧面一直未被关注，即乡村故乡中人

的抉择。贾平凹长篇小说中对于乡村故乡的绝望，

还表现在人民对基本事物的抛弃，对现代性的朴

素喜悦和渴望至上，并终于成为遮蔽我们时代的

主流。从《秦腔》《高兴》《古炉》到《带灯》

的叙述，凸显的不仅是中国乡村正经历着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的历史转换，更重要的还是这场转

换与农民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彻底改变有关。

它其实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乡土中国的变迁：故乡

是如何自动锯掉了那张床？

“是他们，也是我们，皆芸芸众生，像河里

的泥沙顺流移走”l，贾平凹如是书写时，或许

已意识到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芸芸众生之

“泥沙”与现代化之“河流”其实是合谋者。文

化变迁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

乡村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精神的消耗，当然是迫

于现代化的压力所致，却更是“顺流”而移的文

化中项“芸芸众生”，自主向以城市文化为标志

的现代化“文化正项”位移的结果。

而在贾平凹关于乡土中国之变革的叙述中，

社会文化中项也确实一直在悄悄展现它的这

种选择力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语言音位学研

究发现，浊辅音因为发音器官多一项运动，而

在使用频率上明显低于其对立的清辅音而标出

（markedness）。这种“两个对立项中，只有

一项被积极地标出”m 的二元对立的标出理论，

延伸到“美学与社会研究领域”后，便以正项、

中项、异项（标出项）的三项模式，改变了标出

性指称的二元不对称模式。如此，通过中项的运

动，可以解释标出项与非标出项之间的动态变化。

其中，“异项”对应于标出项；“正项”对应于

标出项的对立项；中项则是异项和正项中间的项。

中项并非中立，而是偏向于认同正项，和正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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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构成非标出项：“非标出项因为被文化视为正

常，才获得为中项代言的意义权力；反过来说也

是对的：正是因为非标出项能为中项代言，才被

认为是正常：中项偏边，是各种文化标出关系的

最紧要问题。”所以，中项与正项的结合并非牢

不可破，异项也会积极地争取中间项，以争夺正

项地位。一旦中项移向异项，正异关系便发生逆

转，因此，“任何文化范畴的两元对立，都落

在正项 / 异项 / 中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性关系

中。”n

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走城市化道路似乎已成为一个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其推进的方式而言，举国

城市化战略是以城市及其文化为社会正项标本实

施的举措，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及文化思想逐渐被

推向异项，承受以城市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与

文化思想的冲击。与此相关的是，相对于握有更

多社会资源的“城里人”正项，农民在许多情况

下也逐渐被推到异项地位，如同阿图罗·沃曼所

指出的，“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见到的现代性模

型同现在及过去人们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有密切

关系，这是一种以日本、西欧和美国作为参照的

发展中心主义。在这种模型中，在以流行于社会

实践中的发展及现代化概念所构成的未来前景

中，已无农民的地位，农民已被排除在未来之外。

这些模型仍然充满这样的观点：农民即将绝迹，

现代化就意味着农民在全世界消失。”o

如果说，乡村与城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总体上是二元均衡社会结构形态的话，那么，此

后快速城市化进程则是“城市”的逆袭进程。此

时，社会三元模式中，城市及手握资源的城里人

为正项，至今未融入现代化的乡村与其中固守传

统乡村生产、生活模式者为异项，而那些已对农

村状况犹豫与迷茫者——他们即是城市化甚至是

现代化进程需要积极争取的社会中项的一部分。

是这部分人对乡村的态度，赋予着乡村改变的可

能。它也是对贾平凹困惑的解答：“如果文革之

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

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p 因为，“文革”

带给中国社会底层的，是一个标出项积极位移的

契机。

以《古炉》为例，对应三元模式的正项、异

项（标出项）以及中项，如有论者之言：“文革”前，

古炉村“乡村伦理秩序的维护者支书、善人，要

打倒一切伦常秩序的颠覆者夜霸槽、麻子黑、秃

子金，对社会秩序既无维护之力又无颠覆之心的

调和者狗尿苔、蚕婆。”q 事实上，古炉村中项

还包括行运、土根、长宽、灶火、护院老婆等更

多“既无维护之力又无颠覆之心”的村民 r。夜

霸槽作为古炉村中的标出项，野心勃勃，竭力以

“文革”为名，争取中项支持以期颠覆乡村秩序 s：

“文革”之前，他不服从支书管理，“弃农从商”

做补胎生意不上交提成，颠覆道德规范，为所欲

为，此时乡村社会中项偏向正项：“霸槽越是离

支书远，他们越是会离支书近”t；“文革”中，

他借“破四旧”打倒支书，挑战正项权威，此时

乡村社会中项以不向正项靠拢表达了对标出项的

支持，“霸槽他们在古炉村里破四旧，竟然没有

谁出来反对。⋯⋯凡是运动一来，你就要眼儿亮

着，顺着走，否则就得倒霉了。”u

“古炉村”社会中项的选择，从一个侧面说

明了策动社会发生翻转性大变革的，更多时候并

非中项的主观意图，而是受标出项夺取中项、挑

战正项的强大压力所致。如果其目的达成，原有

正项便必然“被动让位”。小说《高兴》的叙述

始终在刘哈娃与刘高兴之间游走，虽然始终“想

成为城里人”的刘高兴，始终处于城市社会组织

结构之外，但刘哈娃进城即改名为刘高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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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社会身份的重新界定表达向城市正项的积极

靠拢。《秦腔》中土地抛荒，与农业文明相联系

的秦腔无人继承。清风街的农民忙着承包建筑工

程、开饭店、外出打工，而老支书夏天义淤七里

沟的计划，支持他的只有疯子引生、哑巴和一条

狗。《带灯》中樱镇原书记元老海为保护樱镇山水，

以命抗争高速公路从镇上通过，让樱镇山青水秀

了许多年的同时，也因贫困而被樱镇人埋怨许多

年。最终，樱镇依然被急火火要发展要发财的乡

里人，推进了携带着“矽肺病和环境污染”的现

代化进程。

受现代化的大时代语境压力，社会文化的正

项、中项、异项（标出项）会在一系列的力量角

逐中达到相对的平衡，它使乡土中国经历一系列

的变革，消耗掉属于乡土文明的诸多基本而朴素

的记忆。于是，即使在最愿意做个说谎者的小说

家笔下，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奥德修斯之

床”，终于被床的拥有者们自主锯掉了。

三、《秦腔》之后：确立新的叙事伦理，

或反思现代性的以退为进

毋庸置疑，诚如诸多研究者所发现的，《秦

腔》是贾平凹关于故乡记忆叙述的转折。此后的

几部小说开始寻找新的叙述故乡的角度：《高兴》

（2007）在乡土与城市之间寻找妥协的可能性，

《古炉》（2011）借“文革”反思人性的动荡及

文化现代化，《带灯》（2013）以“由城入乡”

的角度，透视理想主义者在当下乡镇基层中的自

救与理想破灭。对于这一转变，贾平凹将其解释

为避免故乡叙述与“当前现实”不符：

我的创作一直是写农村的，并且是写当前农

村的，从《商州》系列到《浮躁》。农村的变化

我比较熟悉，但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

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农村出现了特别

萧条的景况，很凄惨，劳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

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我在的时候很

有人气，民风民俗也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

起码我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

了，消亡了。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

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解放以来，农村的

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

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v

因现实中的乡村已不同于往日或记忆中的景

象，故放弃关于故乡记忆的书写，对于文学创作

而言，这一解释其实是牵强的。因为现实与虚构

之间简易对立，是社会学知识系统的术语，对于

文学文本而言，虚构与真实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判然有别。虚构文本自然不能割断与已知现实的

联系，否则它便成为无人能解的“天书”。但是，

反之又存在另一悖论，现实一旦被转化为文本，

成为与众多其他事物密切相关的符号，它就超越

了那个被摹写的原型，它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

却不必分享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因此，文学文本

存在的基础，是现实、虚构与想象三元合一 w。

虚构化行为再造的现实是指向现实却又能超越现

实自身的，“虚构将已知世界编码，把未知世界

变成想象之物，而由想象与现实两者重新组合的

世界，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x，所以，

艾柯 (Umberto Eco) 认为符号的特点就是“可以

用来说谎”y，后期转向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沃尔

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也指出，虚构化

行为本质上是一场拆毁现实栅栏的越界 z。

事实上，之所以放弃故有叙述故乡的方式，

有另一更隐秘的原因，即应该如何重新思考现代

性的问题：在长期的反思与否定现代性之后，文

学应该何为？

贾平凹在写完《秦腔》后表态，对于乡村的

急剧现代化，“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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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

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a 这种“我不知道”的

态度为评论家谢有顺所激赏，并认为其“建立起

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理由是：“价值选择一

清晰，作品的想象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但

贾平凹在面对这种选择时，他说‘我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才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的诚实

体会——世道人心本是宽广复杂、蕴藏着无穷可

能性的，谁能保证自己对它们都是知道的呢？”b

虽然谢有顺给出的理由一半有理一半无理：无理

处，在于文学本就无需面对每一个世道中的人心，

比如卢卡奇即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可以对现实呈现

一种超越细节局限的“总体性”把握 c；而其有理，

在于“不知道”确实是源于“面对现实时的诚实

体会”。

眼前之故乡正裹挟于现代化进程中，与记忆

中的故乡物是人非。“五四”以降所形成的启蒙

现代性话语，视乡村文化为前现代遗存而否定之

观点，从来不是贾平凹的文学追求。但依然以驾

轻就熟的田园牧歌式故乡想象话语方式，反思政

治、经济现代化现状，于贾平凹而言同样越来越

成为一种负担。“不知道”的，是对于现代化的

反思与否定之后，何为？

这是他在《秦腔》及之后的长篇小说中一再

追问的问题：“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

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d；

“我们的文学虽然还在关注着叙写着现实和历史，

又怎样才具有现代意识，人类意识呢？⋯⋯正视

和解决哪些问题时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

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还

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

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

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e

因此，此后长篇小说《高兴》《古炉》《带灯》

分别从文化、体制、民族性情等诸方面，开始了

对反思现代性之后的各种可能性的探讨之途。这

除了是一场新的叙事伦理的确立，事实上也是一

场反思现代性的以退为进。

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正无可逆转地消耗掉

关于故乡的记忆，它使人们记住“进步”的意义

而淡忘故乡的细节，于是，通向故乡的道路只能

由个人创造。而贾平凹期望能以其小说重建一个

故乡的企图，其实仍在继续。

孙金燕    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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