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诗性的正义

——论余华的《文城》
洪治纲

内容提要：余华的《文城》是一部怀抱人间、直视苍生的悲怆之作。

它从主人公“寻妻”的个人意愿出发，让林祥福一步步卷入历史的巨

大洪流之中，不仅对命运发出了仰天浩叹，而且对苍生进行了深切的

叩问。这个充满张力的故事，隐含了作家对于传统伦理与美好人性的

互构性思考，也承载了作家对于道德和人性的严肃的“兴味关怀”，

明确体现了“诗性正义”的审美诉求。在叙事上，《文城》动用了写

实、抒情、诙谐、魔幻等诸多手法，借助丰饶而鲜活的细节，使“诗

性”和“正义”同时获得了别有意味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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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文城》是一部怀抱人间、直视苍生的悲怆之作，也是一部标举情

义、追击人性的快意之作。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叙述了主人公

林祥福寻找妻子，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南方小镇；而实质上，它从“寻妻”这

个小小的个人意愿出发，让林祥福一步步卷入历史的巨大洪流之中，不仅对命运

发出了仰天浩叹，而且对苍生进行了深切的叩问。一次次天灾，伴随着一次次人

祸，让我们看到那个富足安宁、木屐声声的“鱼米之乡”，最终沦为万物凋敝、

尸横遍野的荒凉之地，凸显了作家胸中难以排遣的感伤之情。它的独特之处在

于，作者动用了写实、抒情、诙谐、魔幻等诸多叙事手法，通过军阀混战、匪祸

横行的混乱年代，凸显了人性的温暖与晦暗、谦卑与暴烈，宛如一曲生命与时代

的双重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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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城》简约但不简单，节制却不拘谨，叙述明净轻快，作家的想象犹如

溪水自流，但也不乏勇猛和血腥的渲染。它既延续了余华在亲情与温情上的叙事

魅力，又拓展了情感背后巨大的人伦空间。小说的故事始于欺骗。纪小美与沈祖

强先是谎称兄妹，暂宿林祥福家；接着小美又谎称生病，顺理成章地留在了林

家；冰雹肆虐之夜，早已暗生情愫的两人便有了肉体之欢，于是草草成婚。婚后

不久，小美却偷拿林家金条不辞而别，使得林祥福饱受情感与财产的双重欺骗。

不料数月之后，小美又拖着孕身悄然归来，林祥福纵有千怒万恨，看到小美腹中

的亲骨肉，也慢慢地化愤懑为柔情，并郑重地补办了婚礼。孰知小美产下女儿之

后，再一次不辞而别。面对不断遭受的欺骗，林祥福痛下决心，在安排好家业之

后，便怀抱婴儿，踏上了漫漫的寻妻之路。应该说，这是一个别有意味的开始。

它情意绵绵，却又深藏隐痛。余华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套路，在叙事的开端便预设

了一个让人揪心的谜团，期待林祥福去探寻最后的真相；同时它又袭用了言情小

说的错位性结构，使小美的无奈欺骗和林祥福的执着寻找形成了难以和解的叙事

张力。

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没有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柔弱女子，小美从第

一次欺骗开始，便注定让自己陷入了情感和命运的双重深渊，因为她面对的是一

个拥有极强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林祥福。英俊稳重的外貌，诚实善良的为人，

殷实富足的家业，孤单落寞的家庭，勤劳能干的品质，林祥福的气质与处境，既

激活了小美内心的女性柔情，又让她解除了漂泊无着的恐惧。但她终究是有夫之

妇，她没有办法把控自己的命运，只能短暂地抓住了自己的情感需求。她用中国

传统女性的善良和温柔作为抵押，试图通过小小的欺骗，摆脱眼前的尴尬和困

顿，不料却因此饱受情感和道德的煎熬。拖着沉重的孕身，她想通过为林家留下

亲骨肉，缓释内心的这种道德煎熬，岂料又陷入血缘上永难割舍的漫长煎熬。我

们当然可以哀其不幸，却无法怒其不争，因为她在本质上并不想去伤害别人，她

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伤害别人，但她最终还是对阿强、林祥福和女儿都构

成了伤害。

这种对于自我与亲人的双重伤害，说到底，只是一种善良伤害了另一种善

良，同时还深深地动摇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信任、亲情和血缘，成为一种永难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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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剧。正是这种悖论性的悲剧，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它意味着，林祥

福的自主意识越清晰，内心意志越坚定，他的寻妻之路就会变得越坎坷、越无

望。所以，当这个身材魁梧的青年男人，背着巨大的包袱，怀抱着婴儿，一路艰

辛地来到江南，也便注定了他将步入命运的失控之境。一方面，余华处处留下蛛

丝马迹作为铺垫，包括小美的方言、木屐、将婴儿称作“小人”等；另一方面，

他又让极为专情的林祥福在这些蛛丝马迹中捕捉“文城”，并最后定居于溪镇。

用情专一当然是美好的人性品质，但对于林祥福来说，让女儿找到母亲，让父女

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才是他的最终愿望。无奈的是，在溪镇短暂的交会中，一场

暴雪断送了小美的生命，也断送了林祥福寻找的一切可能，并使这种悖论性的人

性悲剧转向命运的悲剧。

在这种命运悲剧的背后，其实还隐含了信念的悲剧，或者叫伦理的悲剧——

它就是林祥福对于家的渴望与寻求。林祥福如此执着地寻找小美，情感虽是不可

忽视的因素，但家的信念无疑更为突出。深受传统家庭伦理熏染的林祥福，在经

历父母双亡之后，内心深处对于完整的家庭，几乎有着刻骨铭心的需求，尽管这

并没体现于他的外在言行之中，但是小美的两次相伴，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家的温

馨、安宁和愉悦，他甚至不自觉地坐到了幼时的小书桌边，重温往日父母健在时

的读书生活。当女儿出生之后，这种伦理诉求愈发强烈，他毅然绝然地舍弃一

切，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完整的家。家是一个人的身心之寓所，也是中国普通百姓

孜孜以求的生命归宿。费孝通就认为，中国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以个体的家庭为

中心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梁潄溟也说道：“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

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

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

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

伦理首重家庭。……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

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1

按照梁漱

溟的观点，西方人注重集团生活，所以家庭观念会相对淡漠一些，但中国人缺乏

集团生活，这是“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之由来，此事并不须其他的解释……盖缺

乏集团生活与倚重家族生活，正是一事之两面，而非两事”
 2

。正因如此，家不

仅成为林祥福的人生执念，也为整个叙事提供了坚实的内在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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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祥福对家的这种执念，既是《文城》中最令人动容的伦理诉求，也是余

华所有长篇小说中所蕴藏的一种重要人生信念。《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光林，一

次次饱受成长的恐惧和压抑，就是因为家庭伦理的严重缺失。当然，同样遭受无

家之痛的还有少年国庆，以及年幼的鲁鲁。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艰难地游离于

尘世之中，构成了人物成长的尖锐之痛。《活着》中的福贵，虽然经历了亲人一

个个死去的悲惨际遇，然而通过他的漫长回忆，我们看到，富贵始终沉浸在温情

的家庭伦理中，历数妻子和儿女如何“懂事”。如果说富贵活着就是为了忍受，

那么支撑他忍受这一切痛苦的精神动力，就是那个虽然贫穷却充满温情的家。在

《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一次次忍辱负重，不断通过卖血来摆脱各种生存的

危机，最终也是为了维护一个完整而温馨的家。《兄弟》中无论是许玉兰和宋凡

平对家的重建，还是李光头发达之后要将宋钢的骨灰送上太空，在本质上依然体

现了人物对家的依恋。《第七天》里，杨飞频繁地穿梭于阳间和阴间寻找养父，

同样是为了寻找一个完整的家。我们固然很难推断余华对于家庭伦理极为推崇的

内在原委，但是，他的后期创作中，家庭伦理确实成为最重要的叙事内核，并构

成了人物行动的潜在动力。《文城》再一次标举了这种家庭伦理对于中国人的生

存之重要，甚至成为主人公的内在信念。遗憾的是，林祥福生活在家国飘摇的历

史时期，这种朴素的意愿最终成为奢望，就像“文城”终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虚

幻之地。

除了家庭伦理之外，《文城》还隐含了其他传统伦理对人生的巨大支撑作

用。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忽略了伦理的维度，《文城》几乎就是一个言情的故

事，即一个女性在两个男人之间的错爱，导致彼此都难以割舍。但是，正是各种

传统伦理的全面渗透，才使《文城》的情感基调变得十分浑厚。众所周知，中国

的传统社会就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它以“关系”的亲疏为枢纽，形成了一种

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际关系，其实都隐含了特定的

伦理准则，它始于家庭，却延伸到社会的各种层面。也正是这些约定俗成的伦理

准则，使很多小说中的人物关系都超越了一般的情节约定，并延伸到复杂的思想

文化和生存观念之中。《文城》的深厚之处，就在于余华对诸多的传统伦理给予

了深情的敬拜。随着林祥福寄住于溪镇，围绕林祥福、陈永良、田氏兄弟等情同

手足的关系，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情义，还看到了他们面对各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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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人祸所表现出来的慈悲。这些美好的伦理，常常超越了道德的范畴，与人性形

成了紧密的同构。譬如，林祥福将银票放在女儿的襁褓里，当陈永良问他为什么

将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婴儿身上，林随口答道：“如果女儿丢了，我还要银票干

什么”；当田大找到林祥福时，立即将最后一双草鞋换上，并从怀里小心翼翼地

掏出地契和金条，郑重地交给东家；陈永良发现儿子与林百家的恋情后，便果断

举家迁往千亩荡，以便斩断两个孩子感情上的纠葛；土匪“和尚”放走陈耀武

时，还让母亲给他带上食物……这些情节，既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又折射了重义

轻财的伦理观念。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之所以存在较大的差异，就是因为中

国的传统伦理推崇重义轻财，标举仁义礼智信，而西方则强调私有财物之不可侵

犯，所以，“各国法典所致详之物权债权问题，中国几千年却一直是忽略的”。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此其一。伦理因

情而有义，中国法律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不基于权利观念，此其二。明乎

此，则对于物权债权之轻忽从略，自是当然的”
 3

。《文城》中所透露出来的信

任、情义、慈悲、谦卑等人性品质，其实都是由传统的利他性伦理孕育而成，这

也是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内涵。

二

认真地品味《文城》中所蕴藏的伦理意味，既可以使我们摆脱小说情节上的

热闹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也能够让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人性的特殊魅力。在《文

城》中，我们很难辨析，究竟是传统伦理培植了那些纯朴的人性，还是人性维系

了深厚的伦理。无论是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还是田氏兄弟、李美莲、翠萍

以及小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在本质上都超越了个体的私欲，呈现鲜

明的社会化的伦理属性。别有意味的是，当这种人性遭遇兵匪横行、天灾频发之

时，便在公共生活的层面上迅速汇聚成正义伦理，也使我们看到了溪镇百姓与兵

痞周旋、与土匪恶战、与天灾抗争的坚韧和无畏。不错，他们也很胆小，也有恐

惧，当张一斧等土匪绑票施刑时，他们同样哭天号地，但在真正的善恶较量和生

死对决之中，他们又充满血性和果敢，像陈三、孙凤三、徐铁匠等独耳团成员，

最终都为捍卫溪镇的和平与安宁献出了生命。在城隍阁祭拜苍天的盛大仪式中，

小美和阿强等六人也在雪地里受冻至死，同样折射了溪镇百姓对于正义伦理的内

·7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2 1年第7期



在诉求。这种伦理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余华对于历史、现实与文

化的人性之思。说实在的，在当下的很多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人性的

自私与幽暗，或者人性与伦理形成的尖锐对抗，却很少看到人性与伦理在积

极和崇高的层面上互动互构，以至于孟繁华曾发出当代文学已出现“情义危

机”的吁告
 4

，而《文城》却毫不含糊地将情义安置在伦理与人性的重要位

置，并深深地植入人物的精神血脉之中，使他们在世俗生活里的一举一动，

都悄无声息地彰显了这种人间珍贵的品质。

情义不显，正义难求。当然，仅有情义，也未必就能彰显正义。《文城》

将情义、慈悲、善良与人间大义交织在伦理的维度中，从而表明了创作主体对于

正义伦理的积极维护。这也印证了努斯鲍姆关于小说的判断：“小说阅读并不能

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

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
 5

在努斯鲍姆看来，文学作品常常会以这样或那样的

方式，深入人类的公共生活之中，并向人们提供一种“诗性正义”的情感和价值

立场。这种立场，不仅完全有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且通过作家的想

象表现出对于不同个体生命的关注，并有效拓展了个人的经验边界，“这一诗性

正义和诗性裁判无疑比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无疑能

够为正义和司法提供更加可靠的中立性标准。至少，它能够为正义和司法的中立

性标准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6

。所以，努斯鲍姆由衷地说道：“小说显

示了，由于经济学思想决心只观察那些能够进入实用主义计算的东西，因此它是

盲目的；它对可观察世界的质的丰富性视而不见；对人们的独立性，对他们的内

心深处，他们的希望、爱和恐惧视而不见；对人类生活是怎么样的和如何赋予人

类生活以人类意义也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人类生命是一种神秘和极度复杂的

东西，是一种需要用思想能力和能够表达复杂性的语言才能接近的东西，但经济

学思想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科学的名义下，那些照亮和唤起最深奥科学的惊

奇已经被抛弃了。”
 7

小说正是借助了丰沛的想象、修辞性的叙事，在各种审

美的虚构中，呈现人类生命内在的复杂与丰饶，并传达创作主体对于生命存在的

特殊思考。回到《文城》，当林祥福怀抱婴儿、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溪镇之后，

他从妻子小美的木屐、旗袍和语速极快的方言中，逐步断定这里应该就是所谓的

江南水乡“文城”。于是，他在溪镇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生活，直到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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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无私的父爱，将女儿抚养成人，又以罕见的谦卑和情义，对抗了一次次天灾

人祸。他与陈永良、顾益民等，一步步成为溪镇的灵魂人物，在动荡不安的岁月

里，不断展示了人间最珍贵的信任、情义和仁慈，也传达了正义的伟岸之力。

首先，《文城》的诗性正义鲜明地体现在时代与个人的执着对抗之中。在

余华的长篇小说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主要以1940年代至1980年代为

历史背景；《在细雨中呼喊》则主要以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动荡为背景，

只是偶尔涉及一些解放前的历史记忆；《兄弟》和《第七天》主要是面向1980年

代之后的现实生活；而《文城》则首次将叙述扩展到清末民初，几乎可视为《活

着》的前史。因此，从《文城》到《第七天》，余华的六部长篇，非常清晰地呈

现了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变迁。无论余华有没有全面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的自

觉，但他将人物置入不同的历史时段来进行人性与命运的探讨，这也足以说明他

依然有着清晰的历史意识，以及对自我写作的某种超越。因为在《文城》中，我

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民俗生活和民间文化，包括“大黄鱼”、“小黄鱼”、

硬木器匠、软木器匠、“私窝子”、民团组织以及土匪的各种刑罚等，这些必要

的知识储备虽不见得有多么艰深，但它们无疑精妙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活

气息，也体现了余华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叙事本身的潜心维护。

当然，清末民初最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乱”。也就是说，林祥福、陈永

良、顾益民等，纵有一身的好本领和好品质，也终究摆脱不了乱世之厄。在《文

城》中，乱世是一种外在的张力，可以在传奇性的叙事中展示人物的秉赋和品

质；同时，乱世也是一种历史的隐喻，为作家传达诗性正义提供了一道清晰而宽

广的帷幕。这个乱世，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在小说的开头，余华就动用了魔幻式

的笔触，连续叙述了三次天灾，雨雹、龙卷风和雪冻，一次比一次惨烈，使整个

叙事笼罩了一层坚硬的现实底色。在这些自然灾难中，林祥福从北方来到南方，

与陈永良共同修缮居民家什，既赢得了溪镇百姓的信赖，也体现了人物维护社会

正义的愿望。到了人祸来临之时，乱世变得更为不堪。土匪绑票，军阀扫荡，兵

匪勾结，溪镇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林祥福、顾益民和陈永良等人用尽

智慧，化解了北洋军败军对溪镇的扫荡，但是来去无踪的土匪，却成为人们的心

头大患。在叙述匪患的过程中，余华充分发挥了其先锋时期书写血腥与暴烈的能

力，从割耳朵到吃人肝炒饭，可谓令人惊悚。面对如此残酷的处境，溪镇百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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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益民、林祥福等人的带领下，以牺牲众多生命为代价，进行了顽强无畏的抗

争，直到陈永良最后击杀匪首张一斧。一方面，乱世使鱼米之乡的溪镇变得万物

凋敝，浮尸遍野；另一方面，溪镇的平民却以前仆后继的方式，展现了对正义伦

理的执着捍卫。在这种历史与个人的对抗中，个体命运的传奇性与悲剧性，人性

内在的善良与丑恶，共同见证了乱世之乱，也折射了创作主体对于诗性正义的积

极张扬。这种乱世之厄，也让我们想到席勒所说的“感伤的诗”，“感伤的诗人

除少数时刻外，却经常使我们讨厌现实生活”，因为感伤的诗人追求的是理想，

“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种种限制，而思想却是无限的”。
 8

《文城》正是通过对

乱世的“感伤”，映照了生命理想之地的“文城”确实无处可觅。

其次，这种诗性正义还体现在叙事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之中。这种尊重既有

真诚和体恤，又有信任和宽容。林祥福怀抱婴儿千里寻妻，历经无数的磨难，也

从来不曾在内心里痛恨小美；林祥福在雪冻中一家家敲门，为女儿求奶水，却从

未见到有人拒绝；陈永良收留林祥福父女后，宛如一家人在溪镇打拼生活，最后

结成兄弟般的情谊；田大不仅帮林祥福打理家业，还两次千里南下，欲接东家归

家；顾益民身为溪镇乡绅和商会会长，在小镇遭受一次次天灾人祸时，总是竭尽

所能安慰大家；饱受命运和情感折磨的小美，虽然无法与林祥福相认，但从未放

弃对女儿的牵挂；独耳团成员虽毫无军事才能，但终究以血性和勇猛击退了张一

斧等群匪的攻城；为救回顾益民，林祥福抱着必死之心，只身进入匪窝；为报林

祥福之仇，陈永良穷尽智慧，最后击杀张一斧……在那个乱世之中，平民的生命

原本就如草芥，但余华却让这些草芥般的生命活出了自身特有的光芒——人性的

光芒，情义的光芒，智慧的光芒，坚韧与勇敢的光芒。正是这些与生俱在的光

芒，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柔软的内心，也唤醒了人们对于人间大道的吁求。

《文城》中的女性同样有着夺目的人性光泽。她们柔顺、坚韧、善良，忍

辱负重，通晓大义。挑着家当与丈夫一路奔波的李美莲，在家境殷实之后，依然

保持着宽厚、善良的秉性，不仅照顾林祥福父女的生活，而且几乎充当了林百家

的母亲角色。为生活所逼而做了“私窝子”的翠萍，依然保持着女性特有的柔顺

和体面，善解人意，深怀感恩，恪守信用，同样是一位情义女子。小美的婆婆虽

有小市民的尖刻和精明，但终究算不上恶妇。作为《文城》中另一个主人公的小

美，可谓饱受了命运的折磨，但她对公婆、对娘家的兄弟、对丈夫阿强、对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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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对女儿，都持以女性天然的柔情和体恤。她的蒙昧和她的能力相辅相成，她

忍辱负重却从不抱屈喊冤。与生俱在的母性意识，使她在伦理与人性的纠结中，

常常以泪洗面。她不想再添新的伤害，只能将女儿的胎发贴在胸口，以自我伤害

的方式度日如年。这些柔弱而又坚韧的女性，无疑融入了余华对于女性生命的敬

重，甚至不乏理想的情怀。正是这些男男女女的群像，穿梭于多灾多难的乱世之

中，才让我们看到了诗性的正义之光。

再次，这种诗性正义，还表现在余华对理想社会的积极建构中。在余华的

一些小说中，常常会暗藏一些隐秘的精神乐土，生命的期许之地，像阿甘本所说

的“感知这种力图抵达却又无法抵达的光”。
 9

在《活着》中，这理想之光便

是福贵心里每个亲人的“懂事”；在《许三观卖血记》里，是许三观和一乐的父

子之情，最终彻底洗却了血缘之耻；在《兄弟》里，是李光头永不言败的自嘲与

自立；在《第七天》里，是人人平等、恩怨全消的阴间“死无葬身之地”；在

《文城》里，则是真实的溪镇和不存在的文城。河流纵横、木屐声声的溪镇，无

疑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民风淳朴，社会祥和，生活安宁。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

人，都自然融洽，宛如一家。面对一次次天灾人祸，他们虽也贪生怕死，但总是

群策群力——尽管说不上一呼百应，但在公道和大义上并不含糊。这乱世之中的

一方水土，可谓处处散发着人间特有的温情，多少有些乌托邦的意味。当然，最

明显的乌托邦还是那个并不存在的文城。这个由阿强随口编造的地方，“这个虚

无缥缈的文城，已是小美心底之痛，文城意味着林祥福和女儿没有尽头的漂泊和

寻找”。在不断受到小美诘问时，阿强言不由衷地说道：“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

城。”是的，总有一个地方叫文城，对于林祥福来说，那里有妻子，有完整的

家，折射了一个普通百姓对生命乐园的全部理解，彰显了普通平民对于诗性正义

的终极诉求。所以，它既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又是一个明确存在的地方。作为

地域意义上的城镇或乡村，它确实不存在，但是作为人间真情厚义的承载符号，

它又真实地存在于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等人的内心。林祥福把寻找文城当作

自己一生的目标，最后在溪镇找到了人间所有的情义。所以，他的一生，其实是

寻找和践行诗性正义的双重注释。

三

在阐述诗性正义时，努斯鲍姆认为，应该像理解法律制度那样，科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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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关文学的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之功能。“这个文学裁判是亲密的和公正的，

她的爱没有偏见；她以一种顾全大局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像某些特殊群体或派

系拥趸那样去思考；她的‘畅想’中了解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这个文学裁判就像惠特曼的诗人，在草叶中看到了所有公民的平等尊严——

以及在更为神秘的图景中，看到了情欲的渴望和个人的自由。”
10

这也就是说，

诗性的正义并不是单纯的道德判断，不是忽略个体之社会属性的走火入魔，而是

对生命内在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保持必要的尊重和敬畏。通过林祥福、陈永良等人

在乱世中的艰难生存，《文城》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践行了这种诗性的正义伦理。

因为在《文城》中，为了激活不同生命的内在个性，余华几乎调动了自身擅长的

所有叙事手段，从写实到魔幻，从冷静到抒情，从诙谐戏谑到黑色幽默，等等。

面对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人生处境，作家常常会精心选择最具表现力的叙述方

式，迅速而精准地凸显人物内心的情感力量和价值取向。譬如，在叙述雨雹、龙

卷风和雪冻时，他会动用魔幻式的叙述手法，极力夸大自然灾害的威力，包括击

穿屋顶的雨雹“形大如盆”，将背着沉重包袱且身材高大的林祥福直接吹到两三

里之外的龙卷风，以及连下十八天暴雪的极寒天气，使人们在面对这些自然淫威

时，如同面对强悍的历史一样束手无策。它们是如此的魔幻，因为它们永远无法

让人预知。在叙述顾家三个少爷撑着竹竿过河去嫖娼、陈耀武带着初恋情感不断

返回溪镇的过程，以及北洋军队溃败途中的扰民行径、毫无军事能力的独耳团操

练杀敌等情节时，余华则运用了诙谐戏谑的语调，尽显夸张嘲讽之效果。在叙述

绑匪的种种奇特刑罚以及林祥福和顾益民与土匪打交道、陈永良带领民团与张一

斧深夜决战等，则又带着某种黑色幽默的意味。而在叙述一些暴力场景时，余华

又极其冷静和细腻，不断延展受害者的感受，像土匪虐待乃至割下绑票的耳朵、

土匪与溪镇民团在城墙上的对抗和杀戮、土匪在千亩荡随意屠杀百姓等，都不乏

一些血腥的细节。《文城》的整个叙事基调无疑是抒情与写实并重，林祥福与小

美的两次短暂相聚、林祥福南下寻妻的一路风尘、林祥福大雪中为女儿四处乞讨

奶水、小美在雪冻中日夜想念女儿和林祥福、田家兄弟接林祥福尸体返回故里

等，都有大量为之动容的实情实景。从这些不同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年

写先锋小说的余华，也可以看到写《活着》的余华，不仅体现了余华在叙事上的

多重才能，也充分印证了努斯鲍姆对作家之爱应该没有偏见的诗性正义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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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细究《文城》在叙事上的抒情意味，我们还可以剖析创作主体

的情感取向和兴味关怀。小说的虚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是作家创造的一种主观

世界。在这个世界内部，既隐含了作家对人类生活及其可能性状态的关注和思

考，也展示了作家对人性、情感和命运的认知和辨析，因为“不管作家的态度如

何超然物外，不管是他自己作为叙述者，还是通过一个人物来说话，或者从一个

人物的角度去叙述，归根结底，是作者对小说中的事件作出解释和评价”
11

。从

叙事整体上看，《文城》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张力设置也相对简单，林祥福、

陈永良、顾益民、田大五兄弟、李美莲、翠萍等，都是淳朴、宽厚、善良的人，

是传统伦理上的至善人物；即使纪小美和阿强因欺骗林祥福而诱发了整个故事的

开始，但也饱受了人伦的折磨。而在张力的另一面，则是天灾和匪祸，基本上是

极恶的代表。事实上，使用这种最简单的、极致化的张力来推动小说的叙事，在

一般作家的笔下，很容易落入一种基于偶然性和传奇性的叙事窠臼。《文城》则

摆脱了这种窠臼，尽管它依然带有传奇性，但我们被一种深厚而又慈悲的情感笼

罩，完全冲淡了对各种偶然性巧合所带来的阻隔。这也让人很自然地想到《活

着》。在《活着》里，余华一共写到了十个人的死亡，且绝大多数人的死亡是

偶然的、突发性的，因为巨大而无助的悲情，使读者并没有感到突兀。其中一

个重要的缘由，就是作家的主体情感始终贯穿于叙事之中，并与人物的精神形

成了共振关系。无论是林祥福、小美、田家兄弟，还是陈永良夫妇、顾益民、

翠萍，在这些人物身上，都承载了作家对于道德和人性的明确而严肃的“兴味

关怀”。

从外在形态上看，《文城》是碎片化的，共有111节，其中正文75节，补叙

36节，每节都只有几千字的篇幅，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千字，叙述视角也没有太大

的变化。但是，作者对这些碎片的择取，却是颇为用心的，它基本上是以细节呈

现为主，而且这些细节都是以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和生活氛围为主。由这些细节

所构成的小节，其组接也是异常的灵活，经常是顺叙、倒叙、插叙和补叙的自由

转换。譬如在小说开头部分，作者就不断使用倒叙，由倒叙来演绎林祥福的身

世，同时还有陈永良对自己生活的插叙。细究这些叙述方式的转换，并没有任何

清晰的时间标识，作者只是以读者的阅读惯性和情感期待作为内在依据，这也是

如此碎片化的文本依然有着流畅叙述的内在原因。同时，《文城》还采用了补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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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将小美这条线索进行单独叙述，而不是人们通常使用的双线并叙，这一方

面可能是因为小美的故事太短，没有足够的情节长度进行双线处理，如果充实小

美的这条线索，则会影响整个小说的主题走向；另一方面是双线并叙的一般处理

结果，就是林祥福与小美应该出现交集，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但这也不太符合

余华所想传达的挽歌式基调。

《文城》最让人迷恋的还是叙述本身。这种叙述，仿佛江南的河流，清幽

平缓，明亮开阔，沿途都是绿油油的菜地稻田，有时也不乏花团簇簇。它让我们

再一次看到了优秀作家处理叙事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去关注小说的

内涵，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享受。一个个比喻看似未经任何修饰，却像刀刻

一样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诸如“像垂柳一样谦卑”，“小美转过身来，一条鱼似

的游到他的身上”，“她们涂满胭脂的脸被泪水一冲，像蝴蝶一样花哨起来”，

“女儿和林祥福犹如风和风声一样同时来到，不可分离”。大量的细节场景，也

都显得意趣盎然，譬如有关木匠技术的描述，龙卷风和大雪灾的叙述，顾家三个

少爷撑着竹竿过河的叙述，溪镇民团与土匪在城墙边的对决，土匪张一斧的凶残

杀戮行为，陈永良用尖刀击杀张一斧，田大和他的兄弟来到溪镇欲接东家的场

景，以及小美将女儿的胎发和眉毛缝制在胸口的内衣里，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

击。这些细节，无论是温情，还是暴烈，很多时候都极具张力，让人物内在的精

神状态获得了鲜活而精确的呈现，也让“诗性”和“正义”在《文城》中同时获

得了全面而又谐和的彰显。

与此同时，《文城》的叙事又是节制的，但在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上，却显

得既放纵又魔幻。特别是在一些灾难性场景的叙述中，余华的笔墨近乎奢侈和奇

幻。譬如有关雨雹、龙卷风、暴雪的叙述，土匪对付绑票的各种刑罚，林祥福吃

人肝饭，城隍阁苍天祭拜仪式，等等，所以有学者认为，它带有浪漫主义式的传

奇意味。的确，在一些重要细节的处理上，余华的想象力显得特别奔放，不断涌

现类似于奇幻而夸张的场景，它使小说呈现强烈的主观抒情倾向，也使人们能够

感受到作家在叙述过程中那种痛快淋漓的畅想状态。而这也正是小说的艺术魅力

之所在——它能够让人们看到巧妙交织在一起的所有畅想的能力：“它赋予感知

到的事物以丰富和复杂意义的能力；它对所见事物的宽容理解；它对想象完美方

案的偏好；它有趣和令人惊奇的活动，因为自己本身而感到愉悦；它的温柔，它

寻 找 诗 性 的 正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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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欲，它对人必将死亡这一事实的敬畏。这种想象——包括它的有趣，包括它

的情欲——是对一个国家中平等和自由公民进行良好管理的必要基础，这是狄更

斯的观点，也是惠特曼的。有了它，理性就将为一种看到事物的宽容观点所指

引，理性就是有益的；离开了它，理性就是冰冷而无情的。”
12

努斯鲍姆的这

段话，与其说是在阐述诗性正义的丰富内涵，不如说是对叙事“畅想”的慷慨赞

美。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解读《文城》提供了一条别有意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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