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持续升温的话题，其中，

梁鸿的梁庄书写更是引人瞩目。遗憾的是，非虚构

写作本应照亮现实而高擎一座精神之塔，却在一团

乱麻的当下文坛发展为一盘散沙。在梁鸿的作品

中，非虚构写作共通性的特征与问题呈现得比较明

显。兼具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梁鸿，怀着真诚与

热情返顾家乡，意图捕捉一个个细节，并从中透视

中国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但其叙事形式未能支持叙

事目标，也导致了文本的内部撕裂。

一

在 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坛，叙事技巧华而不

实的作品层出不穷。许多作家或在半空中飞翔而虚

空高蹈，或在泥地里堕落而困顿挣扎。在这个意义

上，非虚构写作主要依凭作家鲜活、直接的生活经

验，因而，这种创作如果处理得好，则可以改善浮

躁的文学生态，使文本显出扎实和厚重之感。因

此，有学者认为“所谓‘非虚构’写作，是一种不

再迷恋各种直观的乃至化装了的‘宏大叙事’，而

是将目光指向真实的生活现场，重新捕捉瞬息万变

的底层生活细节的写作”①。这是包括梁鸿在内的

一众作家，意图达到的叙事目标。

梁鸿的梁庄书写以《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

记》为代表，彰显了她的问题意识与叙事野心。从

表面上看，这两个文本有着因继关系。前者是将中

国的诸多问题凝缩在梁庄这一叙事空间，后者是以

分布于各地的梁庄打工者而透视整个中国；从创作

原理上看，两部作品都是梁鸿以细部观察为突破

口，打破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乡土叙事的固有模

式，不再满足于讲一个跌宕起伏的、藏污纳垢的故

事，而是试图回到直接经验，记录客观生活。作家

摒弃了想象力和审美创造力，重拾洞察力和生活感

受力。同时，非虚构写作者，往往刻意与虚构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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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鸿的梁庄书写在非虚构写作中颇具代表性。她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客观

现实，以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统摄梁庄的人物与细节，将之降解为论述问题的材料。

梁鸿试图从个体经验直接透视“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难免执

于一端或以偏概全。在叙事时，她的主体介入性体现在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营造氛围、

塑造人物并发表议论，带有鲜明的知识分子情感色彩。这些令原本可靠的现实记录显

得可疑，也最终妨碍了理论分析的逻辑性。在这种主观介入的叙事姿态下，梁鸿尽管

调用了诸多语言策略，仍无法弥合知识分子话语与农民话语之间的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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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拉开差距，消解故事在现实题材叙事文学中的核

心位置，颠覆故事的讲述结构与叙事形态，于是也

就失去了文学自律建立起的审美本质和审美逻辑。

抛弃虚构使写作者面对杂芜的现实经验，不得

不做必要的妥协。这种妥协使作家失去了通过虚构

而组合叙事要素的审美逻辑，因而就不得不依靠思

想逻辑建构认知图式，从而将冗杂的现实细节整合

进有机的叙事文本。这便如同熵增原理一样，写作

者以特定问题作为宏观量的“熵”，依靠人物和细

节体量的不断增大以扩大熵量，作品中细节不具备

独立的意义，其意义是服务于作品的“熵”的扩

张，即显示出作者预设问题的严重性，而个别的、

微观的生命体与细节所带独立的熵数意义就这样荡

然无存。如此一来，文学原有的审美逻辑被作者的

思想逻辑取代，具有审美自足性的生命个体与鲜活

细节，就此沦为作者所揭示的问题的材料和注脚。

退一步讲，如果作者处理得当，至少这种文本

是一份客观现实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或社

会治理的参考价值。然而，作为梁庄书写的逻辑起

点，梁鸿的问题意识是主观预设的。她带有强烈的

知识分子的意识而凝视乡土世界，以她认知中的

“应然”改造或否定现实的“实然”。于是，本已沦

为客观材料的人与事，在经历了“客体化”而丧失

了主体性后，又被“他者化”。更准确地说，他

（它）们和叙事者是互为他者化的。梁鸿确实强调

过她要排除“先验的意识形态”，而“以一个怀疑

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

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

内在逻辑”②。因此，她写作时为自己设定的叙事

思路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

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

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

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③。

实际上，作者未能达到这一目标。一个习惯于

理论思考的学者，很难以一种现象学还原的方式，

对自身那些先验的意识形态“加括号”。相反，叙

事主体越是刻意剥离、规避这些意识，越强化了它

们的在场性。在知识分子的情感认知和理论关切

下，作者形成的问题意识主导了她的“归乡”。她

用这种目光“寻访”和“发现”那些与她的问题关

联度高的个体、现场。值得注意的是，梁鸿并非在

悬置主观性的前提下进入现实，而是带着问题主动

设置议程，引导对象和读者进入她的逻辑。当然，

她也遇到了不少挫折：“通常情况是：坐了一天，

喝酒、聊天，滔滔的话，说一个又一个村里的人，

一件又一件村里的事，怎么也转不到我的话题上

来”④。

与之相反，国外非虚构写作的成功者认为，非

虚构叙事者其实应该“成为场景的一部分，从而能

够观察事件却不改变事件的状态。这能助你避免

‘观察者效应’：因观察而导致观察对象发生变化

（该理论由物理原理有感而来）”⑤。梁鸿并非要成

为农民的一员，也无意融入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心理

世界，她对那些“滔滔的话”毫无兴趣；她是带着

学术探究的问题意识，在乡土世界寻找支撑自己观

念的材料。因此，这位准备好访谈计划和录音拍照

设备的“闯入者”，即便以一个“归乡者”自居，

也早已自外于自在的乡土世界。她要排除的先验观

念本来是指：“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

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

与生存空间的乡村？”⑥然而，从文本实际的叙事效

果和价值指向来看，梁鸿的梁庄书写呈现出的恰恰

是这些观念。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梁鸿想讨论的问题太

过宏大。她要从梁庄看“中国”，便需要能将话题

引向宏大话语的人与事，而那些无关宏旨的农民，

以及他们津津乐道的事，则无法进入其叙事框架。

她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现代性进程中乡土世界的凋

敝。尽管这早已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但在梁鸿的笔

下，这种二元对立显得更为严重。几百年前的梁庄

“河水因此甘甜，土壤因此肥沃，人亦因此而长

寿，而健康，而君子。那该是怎样的桃源世界与桃

源生活？”⑦而如今的梁庄千疮百孔，没落衰败。作

者寻访的农民在社会地位、物质财富、文化水平、

家庭情感等方面，哪方面若是好了，她便侧重于分

析农民缺失的另一方面。因此，她笔下的农村相比

于城市完全是凋敝的，农民相比于作者观念中的理

想状态必然是不幸福的。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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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鸿的笔下以这种方式呈现，遍及政治、经济、

文化、道德、自然环境等方方面面，其实根源在于

梁鸿的认知方式有所不足，或者说她是为问题而问

题。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也确实值得关注。但放

在一起而达到的触目惊心的效果，其实是一种僵化

而缺乏辩证的问题意识所致，比如作者把乡村交通

的发展看成单向地损害农村：“那一辆辆飞速驶过

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强化了

他们在这个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高速公路，

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

的柏油味和金属味”⑧。梁鸿将笔下的人物与乡村

按照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定位，虽有洞见，但不乏

盲视。她永远只看到现代性进程带来的负面的、消

极的因素，因而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民相对于城里

人自然成了“他者”。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农村与

农民不是自我他者化，而是被作者以自己预设的问

题他者化了。

梁鸿的创作以其材料的扎实、内容的繁复、细

节的尖锐而出场，贴合作者的主观经验而呈现出鲜

明的问题导向，却也陷入了现实问题的翳影。应该

承认的是，这种“问题报告往往具备较高的认识价

值和社会价值，对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解析力和批

判力”⑨。面对历史、农民、农村等现象背后的问

题，梁鸿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以驳杂的西方理论

话语为认知基础而详细阐释。但是，文学内在的审

美规律被消解，一切的细节都是为理论分析的出场

而服务，是否值得肯定仍待讨论。

二

梁鸿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像一个忧思深重

的哲学家，给读者激动地讲述经她审视后的现象，

并展开理论反思。因此，阅读梁鸿的作品便不能带

着一种艺术审美的诉求，而要怀着强烈的道德关

怀，并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当这些现象与梁鸿所

揭示的宏大主题无法建立起有机联系时，叙事者就

不得不以主观介入的叙事姿态，将二者整合。

这种叙事姿态是一柄“双刃剑”。主观介入性

与非虚构并不矛盾，毕竟作家自己的体悟与思考也

是其直接经验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这种“介入性”

使“作家的身影通常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⑩。而

在梁鸿的作品中，除了叙事者直录的人物访谈以

外，作家的身影几乎伴随了叙事的全部流程。因

此，叙事的可疑性与作者再现现实的可靠性如影随

形。之所以说可疑，是因为叙事者的主观介入性与

客观材料的记录时常脱节，未能建立起坚实的内在

联系，作者要保持对直接经验的直接呈现，而尽量

维系叙事的原生态与真实感，便不能用虚构和想象

建立起完整的故事结构，而只能着眼于碎片化地展

示看似“原生态”的人与事。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和理解这种碎片化？或者

说，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是否能达成整体性的叙

事目标？其实，“碎片”因为作者的主观介入而被

统摄在文本的理论框架之中。如德里达所言：“解

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

同样，碎片化的叙事只是形式上的碎片化，叙事者

表面上拆解了故事应有的完整结构，而用一个个梁

庄的片段来思考“中国”，但当叙事者试图将碎片

与中国、时代这样的宏大话语扭结在一起时，实则

是用自己整体上的理论框架“别样地”处理看似客

观的碎片。

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中国”和“梁庄”都并非两个对等的语词。作者

将一个个农民的生活经历作为推动社会思考的脆弱

支点，很容易主观上夸大例证的代表性和社会概括

力。正因为非虚构写作直面的是生活的原初场景和

私人经验，而且抛弃了审美（隐喻、象征、能指结

构等方面）逻辑的基础，因此也无法达到传统现实

主义所讲的“典型性”，而作者所举的例子也并不

是“这一个”。比如，“小柱之死，到最后也原因不

明，一个无名农民的无名死亡。无论是李营的国

子、万坡的那个娃儿，还是在中国大地各个工厂间流

浪并死亡在外的人，所有的死亡都原因不明”，作

者从一个不幸罹难的人直接上升到“中国大地”上

的“所有”，强行要从个体生成时代的普遍性问

题，未免失之于主观和武断。

为了尽力避免这种问题暴露在文本中，梁鸿往

往试图用限知叙事提高叙事的真实感，又用主观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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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来增强作品的情感性。其写作意义和叙事目标，

一定程度上依赖抒情和议论而达成。只不过，这也

有可能进一步加重了叙事的可疑性。作者致力于营

造一种浓郁的、诗意的抒情氛围，而这与冷静谛视

现实的“归乡者”身份极不相称，以至于个人化色

彩暴露无遗，而冲淡了她苦心孤诣建构起的真实

感。作者叙事时的主观情感，不是内嵌于事件、细

节、情节本身的意义结构之中，而是主要依靠外部

情感投射。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这种主观抒情同样带有鲜

明的知识分子情感色彩。梁鸿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

上，认为“他们对所遭遇的事情朦朦胧胧，并不愿

意去深究，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社会中所处的

位置更是很少去考察。他们关注的只是自身，这样

的懵懂和单纯反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因

此，作者要替他们“考察”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

并且将同情与怜悯之心投射到对象上。于是，丁建

设在文本中被视为“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

体意志的形象……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这哀愁

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

在的孤独——形成对视。那坚硬的源泉正来自于对

这哀愁的主体毫不留情的和贪婪的摄取”。

但是，当面对着应该发挥想象力而深入探求人

性的问题时，梁鸿却又束手无策。面对少年强奸犯

——一个异质性的形象，她所掌握的知识分子话语

不足以定义这个形象，于是作者便放弃确定性的话

语，而只把问题呈现出来：“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

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

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

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

年最初的性冲动？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他

呢？我不清楚”。

相比于主观抒情介入叙事，那些不时出现的、

带有一定学理性的议论，更降低了叙事目标的达成

度。作者按照既定的叙事意图写作，使作品在文体

特征上看似创新而显得有些尴尬。由于文本中的客

观叙事无法直接将读者引向既定的结论，因此，叙

事者只能在作品中通过直接的议论阐述观点。为了

使这种议论不甚枯燥，梁鸿增添了带有鲜明道德色

彩的抒情，用这种直露的感情倾向影响读者。正是

那些不断膨胀的诗性激情辅助了叙事者的议论，使

其得以恣肆地褒贬世事，但这种学理性极强的反

思，需要的不是情感的加持，而是严密的逻辑。

在言之凿凿的社会分析背后，叙事者的逻辑有

时是牵强的。比如在表面上客观地记叙了梁庄人参

与传销的惨痛经历后，叙事者的叙事身份发生了转

变，从一个倾听者与陈述者转变为带有强烈理论关

怀的分析者，然而这种看似学术化的论述，在逻辑

上是混乱的。在将近三页的论述中，叙事者的话语

不断转向，先是将传销盛行归为它“承载着贫苦人

的发财梦，而这个发财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梦

想”，进而转向将“发财”批判为“现代迷信”而

且具有“内在的非正义性”，又转回“传销”称之

为这是“一个国度普遍性格的典型外现”，将之进

一步归因于“道德匮乏”，转而又引用了美国人在

学术著作中对乾隆“盛世”的质疑，并以之类比当

下的中国，试图寻找“盛世的窄门”。从个别人的

传销经历开始，梁鸿绕了一个逻辑并不周延的大圈

子，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生活内部一种惊人的

发育不全：过于丰盈的肢体和不断萎缩的内心”。

牵强的逻辑毕竟显示出作者试图建立逻辑的努

力，而当作者无法建立逻辑时，问题的分析和材料

的呈现是脱节的。比如作者试图用广博的学识分析

曾在富士康打工的梁平，在引导他讲述了自己的经

历后，片段式地截取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对异化问题的几句表述，而这一段引文

突然插入是非常怪异的。作者既没有意识到马克思

所讨论的本质外化与对象性的价值剥离，最终将在

社会发展中转变为“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

的实现”，也没有论证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联，

因此理论的介入并不是有效的介入，而只是一种生

硬插入。作者最终所要表达的是自己主观认知：

“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

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的忧

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而这

种认知既不是材料里的农民工的固有认识，也不是

马克思所讨论的异化问题，而是作者对她所认为的

“孤独症患者”的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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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虚构作家，当然可以从她所处的环境、

所面对的事实，总结中国发展的教训或经验，但这

些也只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人化、主观化阐释

而已。作者强势地、主观地介入叙事，将个人化的

观念与情绪留给读者，加之急于表达结论的理论激

情过于澎湃，往往会暴露观念的偏执与叙事逻辑的

漏洞，乃至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讲，非虚构写作者

也许需要的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创作心态，

减少叙事时的执念，不要急于对现象进行理论命

名，从而把故事讲得更有弹性，为读者打开现实的

理解与阐释空间，也可以保持文本的思想张力。

三

既然非虚构文学离不开叙事，又要不落传统文

学的窠臼，就不能不改造文学的物质材料——语

言。作者既要在客观记叙中尊重和保留对象的语言

习惯，又要在主观分析中保持知识分子的话语风格，

于是，文本中两套语言系统间的龃龉便十分明显。

梁鸿试图放弃故事本身的生动性，抑制写作者

基于逻辑的合理想象的权力，而还原一种形式上

的、程序上的客观真实，这体现在她将各式材料以

及访谈文字，变换字体直接载入。其实，这种语言

处理所达到的真实并非客观的真实，作者只是交代

了信息源，交代了这种真实的形式过程。用直接引

语代替作家的写作，确实是非虚构写作常用的语言

策略。然而，直接引语其实是在非虚构背后隐藏着

虚构，作家以直接引语的形式揭示的所谓“真

实”，其实还是作家主观意识上的真实。比如在

《出梁庄记》中，梁平对富士康经历的陈述有三页

半的篇幅。作者记录了他本人的话语，而看似只在

其中加了一句自己的问题。但我们若仔细阅读人物

的陈述就会发现，每一段话看起来没头没尾的。作

者剪裁了陈述者的话语，使陈述者的思路不断调

整，因而才造成话语逻辑的断裂，但是留下的这些

话对叙事者而言是有用的。

因此，每一个人的言说最终呈现于文本的特定

位置，其实都是作者浓缩和重组语料的过程。叙事

者介入不仅体现为重组了人物的话语，而且还变现

在变换叙事视角或使用自由间接引语，从而将自己

的语言套在人物之上，掩盖了作家意识对人物心理

世界的虚构。正在讲述客观对象的梁鸿，会直接暂

停外聚焦的客观叙事，而采用内聚焦的方式代替人

物思考和感受，如“他感受到了那无处不在的双重

眼光和双重情感。当妈妈那悲伤的、含泪的眼睛投

向他的时候，一大片阴影立即笼罩着他”。然

而，以这种文人抒情式的语言呈现人物的内心世

界，与前文对人物客观叙事语言格格不入。有时，

作者虽未自己直接发言，但却把自己的话语与人物

的话语融合，看似正在写人物，实则是在表达自己

的看法：“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

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

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叙事者占据父亲内心而说自己的话，是为了

与下文作者直接的学术讨论相衔接，试图从访谈父

亲转为学术分析：“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

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

却充满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这样来

看，在梁鸿的语言策略下，农民常常是“两个我”

并存，一个是客观讲述自我的主体，一个是便于梁

鸿思想和语言借壳出场的躯体。

其实，两套语言系统之间的扞格，是因为在农

民的语言系统和知识分子的语言系统背后，实际上

是两套生活逻辑。梁鸿要将直接引语与知识分子话

语扭结在一起，并以后者整合或统摄前者，又不能

处处调用前文笔者分析的叙事策略，便堆砌了许多

宏大语词与知识信息。一方面作者认为“乡愁包含

着对词语的回忆，它是我们以人文主义态度进入语

言之时的基本态度”。因此，她大量征引近年来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频词汇，即“生存镜像”

“主体意志”“文化传承”“离散”“民主程序”等理

论色彩强烈的学术词汇，从而使自己基于个人经验

而形成的认知，能在理论语词的掩映下升级为具有

普适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作者带入了不少驳杂的

知识信息，要把在地性的知识升级为普遍性的知

识。但是，这无异于在客观的农民语言和主观的论

述语言中，又引入了第三方的知识性语言，而这些

并没有结构性意义、甚至破坏了文本结构的知识，

问题意识与叙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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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有助于深入探寻农村、农民的内在问题。

此外，梁鸿的创作在语言上颇为依赖修辞，以

提升其作品的感染力。陈望道曾经将文学的修辞分

为“积极”和“消极”，而“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

念的；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梁鸿恐怕也

意识到自己毕竟不是在写学术论文，因此，在抽象

的概念之外，她还颇注重积极修辞，当然这依然是

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修辞。这种修辞不是意在清晰

地表达观点，而是试图用积极修辞的手段获得一种

情感效果，例如“青哥的房间有一种显见的匮乏。

这一匮乏是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而又舒展的东西，

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悠闲、丰富。一盆花，一

幅画，干净的地面……都可以看作人对生活的信心

和内心的某种光亮。青哥的房屋显示了他这一层面

的枯燥、封闭和压抑。他被剥夺了……”也许这

是作者的生活理想。在这种“人文主义”关怀下，

梁鸿以“一个人应该”如何如何而把抽象的人的观

念具体化，采用对比的方式让人感到理想状态的美

好与现实境况的匮乏，于是不自觉地认同作者、同

情人物。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诗意语言和农民真

实的生存境遇的落差，是作者的自我镜像与笔下农

民之间的落差，而这种落差正如鲁迅所言：“穷人

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

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

去种兰花……”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同有论者

曾提出的观点：“非虚构文学文体应尽量少用或慎

用某些修辞手段，以防遮蔽和隔离文本的意义呈现

和读者的明快接受”。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在于求

真、求准，从而直击读者的心灵。那么，与其大费

周章修辞，不如尊重对象本身的语言与认知体系，

而减少知识分子的、想当然的话语。

结 语

当然，任何一位作家都有权力用自己想用的方

式，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梁鸿的梁

庄书写颇具个性。非虚构写作并非要消减作家的自

我意识，也不会抹杀叙事者的个性，而是要让在观

念层面高蹈了太久的文学，回到现实世界与人生。

如果写作者依然将强烈的先验观念灌注于字里行

间，便失去更为敏感、更独到的眼光。这种眼光不

应依靠问题导向而生成，而应从那些被问题遮蔽的

闲话中而来。这恰恰需要叙事者付出更多的心血，

融入、感知和理解现实。因此，非虚构写作者应该

有更严格的叙事自律，而成为一个艺术创造者，摆

脱知识分子意识对叙事的单向束缚，真正从二元对

立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自己，也解放出来笔下那些鲜

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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