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致的张力与审美的浑融
———论余华的《文城》

刘 杨

余华的长篇新作《文城》通过看似俗常的故

事结构和简明的人物关系，演绎了一个情义与暴

力相交织的传奇故事。在简约的故事中，小说借

由“追寻”母题的意义转喻，逐步显现出传奇故事

的情感底色，在桩桩件件荒诞离奇的事件中，注入

了绵绵无绝的深情厚谊。小说在情感与伦理的张

力建构中，依靠善与恶犬牙交错而螺旋上升的结

构，展现出丰饶的情感内涵，并借由补叙的结构将

多维情感力量凝聚，于残酷之美中生发出无尽的

悲悯与温情。余华以温情脉脉为叙事基调，统摄

起日常的平和与暴力的残酷，以及反讽的油滑和

魔幻的夸张，形成了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达成了

浑然一体的审美境界。

一、奇正相倚的意义转喻

小说仿佛沿袭着传奇故事的套路展开，但爱

情、友情、主仆之情等复杂情愫，又是那么耐人寻

味，令人萦绕于心而挥之不去的是人物坚实的情

感和坚定的内心。因此，这是一部奇与正相倚相

生的作品，既非一味猎奇而因奇失正，也没有故作

深刻而妨碍传奇。可以说，相比于余华之前的几

部长篇小说，《文城》将传奇故事和深沉情感的关

系处理得更为融洽。
一方面，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传奇性。主人

公林祥福的出场方式充满悬念，让人浮想联翩。
紧接着叙事时间倒回他的人生起点，一个幼年失

怙的男孩，在母亲平静的陪伴下持重纯孝，成长为

一技傍身并富甲一方的老爷。小说接下来仿佛沿

着传统的言情故事套路展开，林祥福遇到了身份

不明的女子小美而一见倾心。他们没有三书六聘

便成婚，而后女子窃取了一半家财离去，又身怀六

甲归来，在婚俗礼节周全、孩子满月后不久，女子

再度不告而别。
余华继而征用并改造了“追寻”这一叙事母

题，丰富了小说的意义层次。林祥福凭借着女子

和其所谓的哥哥对家乡只言片语的叙述，跨过黄

河、长 江 到“渡 过 长 江 六 百 多 里”的“文 城”寻

妻。① 依靠着曾听到的方言，他揣度溪镇即是文

城，在风雪之夜因陈永良的收留而与其结为挚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追寻”这一母题从现实的寻

妻而拓展为精神的追寻，构成了意义的转喻。林

祥福在溪镇重兴产业后落脚生根，抚育女儿长大。
此时的他不仅在溪镇旁的万亩荡置办了千亩良

田，还在种种情义的温暖下，重建了精神家园。直

至匪患横行，他因土匪张一斧的一句诳语为朋友

顾益民复仇，赔上了性命。单从主人公这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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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来看，小说情节已足够一波三折了，更不要说陈

永良、纪小美等人的故事也同样有着各自的传奇

性。
另一方面，小说将“追寻”的母题延伸至了精

神的层面，故而支撑起这传奇故事的底色，也变为

了静水流深般的深情厚谊。如张爱玲所言: “弄

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

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①

这句话其实道出了小说中奇与正的理想关系。正

因如此，如果我们停留于小说的传奇层面，便无法

进一步理解这样的故事何以让人真切地感动。这

部小说虽然在人性的极致性书写、故事的悬念设

置、细节的打磨雕琢上，都有可堪称道之处，但最

为使人动容的，则是那些流淌于人物内心而外化

于行动的情感。
余华抓住了现代人情感扁平化的症结: “不

仅现代社会是一个铁笼，而且它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要受到其铁栏杆的塑造……作为一个主体———
亦即作为有能力作出反应和判断、有能力在世界

中行动并作用于世界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现代

人消失了。”②而《文城》召唤的正是那些“烟消云

散了”的主体情感体验。余华的成功在于没有滥

情和煽情，而是使情感潜植于扎实的细节之下而

召唤读者。例如在小说冷静的叙述中，林祥福的

性格就需要在一个个细节中被辨识。他第一次发

觉小美 可 能 走 了 时，第 一 反 应 是“心 里 咯 噔 一

下”，经历了半个月的伤怀，才想起要看一看祖祖

辈辈积攒的财富，进而才发现祖产“差不多被卷

走一半”。这显示出林祥福天性敦厚善良、心怀

坦荡的性格，也显示出小美在其心中的重要性远

胜于财富。当小美回到林祥福父母坟前认错时，

她仅仅表示要把孩子生下来，而林祥福纵然已经

指出“你没有发誓说以后不走了”，却依然选择留

下了小美。此外，他后来对好友陈永良，甚至对在

失落之时给他些许精神抚慰的翠萍也颇为信任，

以至于对他们透露家底或交托后事。
借助“追寻”主题的转喻，余华在传奇故事中

嵌入了对人生意义的求索。小说从主人公目的论

式地生活，转变为生活成了主人公的目的，从而打

破了传统小说显现意义的方式。传统的小说“作

品的最后一页就是它一直不停地移向的终点”。③

从《活着》到《第七天》，余华还或多或少依赖外部

社会、历史信息探讨人生的意义和活着的问题。
而在《文城》中，余华告别了非审美因素的符号化

铺排，也未耽溺于“形式即意义”的智力游戏，他

走出了生发出无尽矛盾的幽暗深渊，而照亮了更

为宽广、阔达的人生世界。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那些突如其来而没有

因果逻辑的事件，透露着翻云覆雨的命运对芸芸

众生的“不仁”，故而小说中至少三次提到“命”。
林祥福“觉得这都是缘分，都是命”，而到了溪镇

后，林祥福的命运、孩子的命运和溪镇的天气拴在

一起，自然和人生形成了巧妙的联系。在林耀武

和已经订婚的林百家暗生情愫时，陈永良的老婆

李美莲也感慨:“这命啊，都是前世都定好的。”后

来纪小美的公公也曾经叹息说: “这都是命。”命

运可以为一切传奇提供合法性，但这部小说以情

义为底色，未陷入宿命论的俗套传奇之中。深陷

命运泥潭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目标和主动的选择，

化出一曲曲义无反顾的悲歌。这里的人不再是

“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

任何事物而活着”。④ 在林祥福进入“暗门子”但

生理欲望消退时，爱欲已经伴随着爱情传奇而退

场，也预示着他的生命需要新的意义而延续。
于是林祥福“告诉林百家，他不会娶妻纳妾

了……他往后的一切都是为了林百家”，后来又

“迷恋起了教育”“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课堂中去”。
这些都是为了具体而又真切可感的目标而生活，

并在与生命的关联和羁绊中确立起生活的意义。
活着本身也许没有意义，但是活下去才会生发出

新的意义，就好像林祥福遇到陈永良、顾益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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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建立起珍贵的友情，这种信赖和扶持经历了

时间的淘洗变得坚不可摧。用从容温情面对世事

艰辛，表面上是高扬欲望旗帜的一种后撤姿态，实

际上是在文本的审美结构中叩问人生的意义。这

样从内部一点一点注入情感力量的方式，显示出

严肃文学的审美格调，而让传奇变得雅正。
传奇人生的落幕带来了情感的升华。林祥福

临死时“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了，他分开双脚，

稳稳地站在那里”。尽管复仇未成，他已经尽了

对顾益民的“义”。在生命将尽之时，林祥福又回

到从前那个冷静的少年，唯一改变的是他“临终

之眼看见了女儿”而能带着笑容死去。张一斧杀

害林祥福的血腥场景，也被义的精神和情的力量

所化解。这种对人物之间情义的连贯而扎实的书

写，使出走半生的林祥福的人生意义更为完整、丰
富。传统小说“最突出的特点也许是创造强大的

角色幻觉的能力……使读者能够接近并亲近另一

个人的思想和心灵，他们觉得这比在‘现实生活’
中容易”。① 而《文城》讲述的是远离现实许多的

传奇故事，但比那些在贴着日常生活表象游走的

故事，更能切实击中人内心深处的柔软。这其实

离不开小说构思精巧的结构布局，以及多元一体

的叙事技法。

二、伦理与情感的精巧结构

小说奇与正的相生相成，离不开结构张力带

来的戏剧性。在《文城》中，余华从人性伦理的两

极———善与恶入手，建构起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

张力。以小说的第 25 节“转眼间十年过去了”为

叙事标记，林祥福的行动线索按“追寻”意义的转

变可分为两段。在林祥福下半场的人生中，恶人

恶事的出现和频繁的死亡与别离，冲淡了之前的

岁月静好，但小说中善恶伦理的关系并不是简单

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犬牙交错的螺旋式结构。
首先打破平静生活的闹剧是顾益民儿子的嫖

娼事件。小说对这个情节的书写可谓夸张到乖离

生活的常态，乃至让人想起《兄弟》里的荒诞情

节。余华虽然及时收束了这个情节，但以戏谑的

笔调为恶的释放撕开了一个口子，从而引入了新

的伦理维度。后来，嫖娼的顾同年最终沦落到去

澳洲做苦工，在小说中销声匿迹，又使恶的因素在

小说中得以化解。在这个“满脸玩世不恭”的少

爷胡闹之后，紧接着就是土匪绑票事件。这让

“习惯安居乐业”的溪镇居民“议论纷纷”，恶的力

量所产生的影响从妓院扩大到整个溪镇。比土匪

绑票更为严重的则是北洋军的到来。小说第 34

节没有写主人公的行动，而是全景般扫过溪镇平

民的恐慌，以至于试图逃命而落水的人“救命的

哭喊声声急促，在溪镇的夜空里飞翔而去”。在

这个背景下，顾益民站出来说，“我以为大家应该

留下来，对北洋军热情款待”，可见在王纲解纽的

时代，民间文化伦理还能暂时掌控社会秩序。北

洋军的到来虽然让妓院遭殃，但顾益民的仁与善

还是暂时保全了溪镇，然而恶的力量继续上升，也

将危如累卵的溪镇推向了深渊。

土匪头子张一斧给溪镇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

击，随着他的出现，血腥和暴力也如影随形。在他

与溪镇的队伍短兵相接后，负责守卫溪镇的朱伯

崇肚子被炸开，徐铁匠的眼球被打出来，继而张一

斧以残忍的刑罚虐待顾益民，后又屠杀民众，以至

于“两百多人的鲜血在空中飞溅”。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此时的林祥福也从要到他心目中的“文

城”寻妻的人，转变为融入溪镇而共同抵御外侮

的人，其生命最终也终结于此。首恶张一斧残杀

父母双亡、寻妻未果而又仗义善良的主人公，也将

善与恶的伦理张力推向极致。

在这一过程中，余华建立起善与恶的复调结

构。溪镇的善背后透露着一种没有逻辑的诡异，

比如在这个世界居于核心的、良善宽仁的顾益民，

养出来的儿子们何以会在妓院撒野。这是余华绕

开了故事层面的因果逻辑，施展的叙事辩证法。

流氓一样的纨绔少年诞生于仁义之家，看似不着

631 当代作家评论 2021 年第 4 期

① 〔美〕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第 105 页，郭英剑等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边际，缺乏现实基础，实则让恶的因素首先出现在

溪镇内部，而非简单地从外部以对立的方式加入

这一叙事空间，从而使小说外露的善牵引出人性

内在的恶，更增强了透视人性的穿透力。当然，正

如善的世界中滋长了恶一样，在土匪世界中也出

现了“善”，那就是“和尚”这个形象。这样一来，

小说中二元对立的两股伦理力量，实际上是复调

式的结构。余华把曾经被用在单一人物身上的

“圆形”技法，转移到对立双方的复调，让善和恶

相生相克，此消彼长。
除了善恶双方内在的对位结构，小说还在恶

的力量一次次释放后，又不断将之化解或终结。
从顾益民的儿子到张一斧，恶的书写多点开花，最

终集中在张一斧的身上。这个大奸大恶之徒一出

场便“一声不吭走过去，举起利斧挨个将四个船

员全部劈杀，又将尸体踢下船去”。他在小说里

从来没有释放过一次善意，是因为他处于溪镇三

个主要的好人对立面，这个土匪要平衡善恶对立

双方的叙事力量，就要十恶不赦，以至于连下属土

匪都无法接受而最终与之火拼。
这便不再是传统观念中善与恶的二元对立，

而有了现代性的审美内涵。余华写《活着》时曾

说:“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

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

光看待世界。”①《活着》靠双重第一人称的叙事形

式，达到了超然的“一视同仁”，但《文城》螺旋上

升的结构中，作者的叙事伦理落脚点依然是善。
当然，小说依然秉持现代小说的审美范式，没有逻

辑铺垫、因果交代，而让人物的性格袒露无疑。这

种叙事方式促成了读者阅读时的紧张感。不明所

以的善与恶，无缘无故的爱与恨，都在时刻召唤着

读者的期待视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读者已

经习惯于理解“圆形人物”，习惯于接受复杂的人

性面向，特别是阶层、文化、历史等外部因素带来

的冲突。因此，面对这种人物一以贯之的性格，读

者不免会期待着叙事的改向或情节的翻转。但

是，余华没有落入这种期待视野的窠臼。他依靠

叙事逻辑的空白，实际上是有意引导读者既体认

人性的善与恶，而又能超出善恶对立的表象，捕捉

到潜滋暗长的情义之深重。
相比于这种此起彼伏的伦理结构，余华采用

补叙的结构而汇聚了小说的情感线索。韦恩·布

斯曾道出“现代”作家创新的秘密: “多少个世纪

过去了，我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技巧手法，但是，

既然选择使用任何一种特定的技巧，无论它是多

么现代化，都会牺牲其他技巧所能带来的效果，那

么，现代作家仅仅在一个有限的方面胜过早期作

家: 他们拥有一个更大的针线筐，有式样更多的线

可用。”②当下的优秀小说家可以择取的叙事技巧

已有很多，想要有新的审美创造则显得更难。余

华在《文城》中，以“补”的方式结构小说，虽然有

可能引来争议，却不失为一种叙事上的突破。
关于这个结构的讨论必然会见仁见智，因为

从外部形式上看，它显得不那么灵巧，好像是被动

采用“补”的形式，将小说敞开的线索接回来。这

种结构虽然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却并没有太多

形式上的复杂性，无疑是一次叙事的冒险。如果

没有这个“补”，小说就只有突然转喻的结构，而

前半部分关于林祥福出走和追寻的所有提喻都成

了悬案。反过来说，余华当然也可以安排小说的

双线叙事，但那又会让主人公在溪镇的行动过早

地失去原初动力。因此，他选择了在叙述完故事

主线之后再补叙。从小说情感积聚与释放的角度

而言，这种结构其实是比较理想的。其审美意义

在于，不仅让小说的叙事动力和说服力更为充足，

还将主人公别离的遗憾保持到最后，从而使多维

情感力量集聚一点爆发。
林祥福不辞劳苦地千里寻人，却在他乡生活

了 16 年，而融入了溪镇的地域文化之中，最终为

了另外一个人而失去了生命。虽然小说“追寻”
的主题有意义上的转喻，不过使几种情感融合的

是这个“补”。从故事发生的时间上看，小美的死

是在林祥福折返溪镇之时，那么从小说的叙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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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看，如果小美和林祥福的行动线索并行发展，

此时林祥福在溪镇行动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隐

含叙事者固然可以让林祥福至死不知小美已经身

故，不过，林祥福在溪镇的行动意义就需要叙事上

重建，方能将读者从爱情叙事的共情中拉出来。
而余华采用了“补”的结构，令爱情、亲情、友情都

并置于主人公林祥福身上，小说叙事的内在情感

动力也就更为丰富。
从小美的角度而言，她的情感史在最后被和

盘托出，不仅使小说一直以来最大的悬念，即小美

的所有秘密被娓娓道来，还实现了情感的合拢与

升华。小美听闻林祥福带着女儿来到溪镇后，故

事发生时间和被讲述时间形成错位，叙事结构中

已逝的林祥福仍然具有在场性意义。隐含叙事者

让他们几乎相遇而又未曾重逢，让小美那些遗失

的美好萦绕心头。如果说阿强一时的勇敢拯救了

她被封建家庭束缚的灵魂，那么林祥福就是她生

命里的一道光，给了她成熟、安稳的爱。伴随着林

祥福已经客死他乡的悲壮，在叙事结构中这道光

其实已经熄灭，更增添了令人唏嘘怅惘之情。从

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小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

亲情和爱情双重失落，只能靠着女儿的毛发“感

到女儿与自己朝夕相处，也会感到林祥福与自己

寸步不离”。而林祥福之死的悲剧感在叙事时间

中，实际上融合在补叙的这个情节里，更能加剧小

美已然无法救赎的遗憾与凄凉。林祥福自然苦不

堪言，小美心中的苦痛更是无人可诉，所有的生死

憾恨最终都无声无息地埋葬于阴差阳错之中。
小说的补叙不仅呈现出触不可及的生离之

痛，还带来了棺椁重逢时的死别之美。在漫天风

雪中小美以一种虔诚的姿态逝去，与田家人接回

的林祥福灵柩短暂相遇，这种秘密对话的情感，沉

落在“补”的故事讲述中，将两人的情感所能释放

的能量集聚于结尾释放。

三、浑然天成的叙事技术

正如埃斯皮卡尔所说: “我不知道文学创作

的秘密是否有朝一日有可能会被生活的秘密征

服，但我知道人们能够一点一点地揭开和消除这

一秘密。”①也正因如此，作家要不断在“怎么讲”

上寻求创新。《文城》之所以能超越言情、江湖等

传统题材的约束，而展现现代性的审美内涵，实则

离不开高超的叙事技术。无论是自然意象的夸

饰，还是人物、事件的怪诞，在某种意义上都与现

代小说的审美追求、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吻合，然

而关键是如何整合这些叙事资源。余华以抒情化

的笔调串起了神秘、狂放乃至粗犷等元素，依靠有

条不紊的叙事节奏、精致细腻的语言修辞，将多种

异质性的叙事技法有机整合于一部小说之中。

小说基本的审美机制是抒情，而与传统言情

题材不同的是，《文城》没有采用惯常的大团圆模

式，也没有极明显的煽情成分。故而，小说的抒情

之美不在团圆，而在于留给人物生离的等待与追

寻，留给读者死别的怅惘与遗憾。抒情在小说里

如同涓涓细流，与自然、人事瀑布般的瞬时能量相

比，它更为持久地滋润着读者，在小说的多种叙事

技法之中，发挥着支配性的核心审美功能。处于

种种情感关系核心位置的林祥福，虽然父母早逝、

妻子失踪，却在人间烟火中抚平了内心的创伤，重

建了人生的意义。隐含叙事者给林祥福安排了

“从三字经学到了汉书史记”的童年经历，使他身

上浸润着古典气质，骨子里流淌着仁义精神。他

小时候就用沉默、安静对抗父亲早逝的悲伤，后来

小美复归时，他又在生活的满足感中消解了对小

美的怨怼。这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

住脸庞的男人”，经历了颠沛流离寻找“文城”的

过程，最后在溪镇感受到了温暖。如果说“文城”

使之来，那么溪镇使之安。特别是在小说的后半

部分中，各种恶事不断冲击着抒情脉络，反而更让

读者和人物需要情感的代偿，相濡以沫的亲情、惺
惺相惜的友情，甚至那句被抹去的“叶落该归根，

人故应还乡”的乡情，都焕发出历经世事沧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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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魅力，而建立起以柔克刚的抒情性。
这样的抒情基调不仅源于叙事者的理性控

制，还离不开叙事语言的精雕细刻。在《文城》
中，余华的语言及想象力依然保持着飞翔与灵动，

也体现出他叙事的耐心。一方面是改变日常性的

语用习惯，依靠语言表征性和意义转换而达成修

辞效果。如写林祥福对小美的爱“像是用手抚平

一张柔软的宣纸”，与之后两场嫖妓的细节中，人

物粗暴的举止造成的伤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写

“悲伤的村庄在黑夜里寂静下来，只有风声擦着

屋檐飞翔在夜空里”，或者用“雪冻时的溪镇景

色”比喻林祥福茫然的神情，以及一些“陌生化”
的通感修辞，如“无色无味的气息，仍然像晨风一

样干净”，都是将情感注入情节之中，轻盈的语词

舒缓了现实的沉重，明澈而从容的叙述牵动着读

者纤细而敏感的神经。另一方面，在余华笔下汉

语文学的修辞效果，仅依靠谓述词的灵活运用亦

可达成。如“他与冬天一起度过了长江……穿梭

了二十多个城镇，也穿梭了冬天和春天”，以及

“小美长眠十七年后，才在这里迎来林祥福”。这

样的修辞“不需要替换任何词汇，不需要变换词

义，也不与任何字面义发生抵触”，①摆脱了运用

修辞格的刻意，将波涛化作暗流，自然而然地渗透

着丝丝情感，显示出“一语天然万古新”的气象。
除此以外，语言形式与叙事内容之间的异质

同构，使小说的抒情节奏得到更为有效的把控。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和补叙中，叙事的语言相对平

静。余华收蓄着笔力，耐心地将句子拉长，构成徐

徐推进的叙事节奏，一点一点铺展叙事者掌握的

秘密。实际上，林祥福少年经历的故事时间远远

大于叙事时间，但余华正是借助其从容的笔调，使

读者慢下来，没有因故事时间飞逝产生紧张感。
此外，延宕叙事时间的还有徐硬木的木工论、媒婆

的属相论等大段的知识性细节。可见余华有意识

地以语言变化调控叙事节奏，造成叙事时间和故

事时间之间的反差，把控着小说情感力量的变化。
小说叙事的明显变奏开始于小美的出走，而这与

自然描写的消退同时出现。在小美第一次离去以

后，叙事者也压缩了风景的描写，使风景的退场与

林祥福暗淡的心情有机结合。而在林祥福遭遇龙

卷风暂时找不到女儿时，小说的叙事语言也从舒

缓的长句变成急促的短句，主语的密集出现凸显

出人物情感的急切。这种通过语言的内部变化揭

示人物情感和心态并带来叙事变奏的方式，是一

种久违了的、富有文学性的叙事策略。
被渲染的暴力叙事与抒情机制碰撞而加重了

小说的情感力量，场景的残酷彰显各种感情的深

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没有情感和缘由的嗜杀

成性可以摧毁生命，但摧毁不了文本中已经逐渐

积淀起来的情感。小说用一种最不诗意的笔法，

将张一斧的暴力及其带来的死亡写得无比残酷，

这与小说温情的叙事基调明显乖离。但正是这种

在摧枯拉朽的暴力之下，生命的不堪一击反而构

成了环境激变下的情感寓言。在暴力升级的过程

中，作者同时不吝笔墨写感人至深的友情、为义而

战的悲壮、为主而亡的忠心、为友复仇的坚定。让

人既看到中国狭义传统，即“布衣之徒，设取予然

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②又在恶徒暴虐和死

之残忍中激发出人物内在的柔情。然而，小说中

与侠骨柔情的叙事套路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原

本是需要被抚慰的对象，因此叙事者将这样的残

忍和暴力施加于弱者或善人之身，不仅可以维持

小说情感张力的平衡，更在血腥、暴力和死亡的作

用下，使林祥福、田大等原本温柔敦厚的人物身上

更增添了令人同情的因素。比如林祥福死前和翠

萍在昏暗的环境中局促地吃着一份酱油炒饭，反

而被作者写得十分温馨、熨帖。他专注于粗茶淡

饭中的融融泄泄，茫茫夜幕暂时隔开了土匪横行

的恐怖。此刻的短暂温馨与后来的惨烈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绵延出一种更令人不忍的至深之哀。
因此，暴力就成为这种抒情的残酷背景，而情感的

魅力也进一步得到彰显。
与抒情机制看似扞格的还有反讽中的荒诞。

9312021 年第 4 期 当代作家评论

①

②

〔法〕热拉尔·热奈特:《转喻: 从修辞格到虚构》，第 17 页，吴康

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司马迁:《史记》，第 3867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这种反讽有时以不经意的一句话出现，比如民团

士兵在顾益民被抓后内部混乱，揣测“他们这些

训 练 有 素 的 民 团 士 兵 自 然 是 土 匪 求 贤 若 渴 之

人”，更为集中的反讽体现在土匪绑架等情节段

落之中。在土匪绑架的情节段落中，虽已出现割

耳朵等残酷细节，但叙事还是保留了滑稽的色彩，

如土匪们被陈耀武这个小孩子几句话一哄就同意

了换人质。这些荒诞不经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叙事

者的兴奋感，但它们并没有失控而能融合于抒情

的主流，是因为这种荒唐的细节主要出现在伦理

上恶的一方。在叙事者的理性控制下，仁义与良

善在叙事中渐次生发，而光怪陆离在为恶的一方

中弥散凸显其荒诞，从而适度消解了伦理冲突中

的紧张感。如此一来，为非作歹没有淹没抒情主

流，而是起到叙事的调剂作用，正如缓缓流淌的细

流中泛起的点点浪花。
夸张的魔幻色彩则为抒情营造了氛围感。小

说中无论是南方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无休无止的

暴雪，还是北方“木盆那么大的冰雹”，都显示出

自然力量的无常，给人间带来了满目疮痍。在

“追寻”过程中，林祥福目睹了遭遇龙卷风的人

“忧伤如同微风般的安详”。这种巨大灾难之后

的安之若素，也使他来往穿梭后的急切心情平静

下来，经过仔细回味与辨识而“终止了旅程”，萌

生了新的情感要素聊寄此心。这固然可以理解为

余华对生活的想象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但无论如

何“石臼一样巨大的雨雹横在屋前”且经久不化

等细节，必定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超验书写。余华

暗置于写实中的魔幻性，将自然给现实生活带来

的冲击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呈现，实际上和暴力、荒
诞一样共同服务于抒情。从故事时间上而言，自

然力量的展现集中于人事“恶”的出现之前。这

样来看，小说在尚无善恶伦理张力对立时，依靠自

然的诡谲而让人感受到人世的安稳弥足珍贵，生

命在自然肆虐时的沉稳从容，以此营造抒情氛围

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最后一众人在漫天

大雪中冻僵死去的灾难场景，极具魔幻色彩。作

家将飞翔的想象力，致命地落在小美“透明而破

碎的清秀容颜”之上，同时还让“林祥福没有见到

小美最后的形象”。两个相思之人这段无望的感

情，在旷日持久的风雪中将小说的抒情氛围推向

极致。小说结尾“天朗气清，阳光和煦”，像是刚

刚展开的画卷，却尘封着一段传奇的南方往事。
自然环境回到了世事摧折前的平静，而林祥福和

田大虽尸骸还乡，却留给人间至死不渝的情义。
质言之，余华以抒情而建构起小说的审美基

础，进而凝聚起多种叙事技法。对他而言，调用任

何一种技法都能在传奇之中激发小说的情感力

量，而其内在的抒情基础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

到加强。因此，即便小说本身借用了传奇的故事

外壳，还是超越了传奇的浅俗，而深化了情感内

涵。在这个意义上，余华的写作看似是回归传统，

但讲一个好听、动人的故事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在

影响着余华的叙事时，其实也被余华改造着，而打

开了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
综上所述，在表象化的生活书写和文化符号

充斥于文本的创作潮流中，余华的《文城》化繁为

简，在大巧若拙的叙事中，依靠文学的自律性而建

构起一个审美自足的“文学之城”，在隐秘而不失

匠心的形式下求索人生意义，从多个方面显示出

执着的审美追求。小说不仅具备较强的可读性，

渗透着作者深沉的情感，同时将多重张力和多种

技法在作品中融为一体而浑然天成，更为在文化

批评催动下，日渐萎缩的文学性开拓出新的审美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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