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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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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众议

我是哪年哪月哪日认识阎连科的？这是我今天必

须交代的一个问题。我想过无数次，摸着脑门、掰着手

指脚趾一起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了。我隐约记得那是

个遥远的下午，遥远得像布恩迪亚带着奥雷良诺去吉

普赛人那里见识冰块。翻译家赵德明先生托人捎信说要

一起聚聚。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午后，我如约到新

开张的风入松书店附近的一家餐馆。当时赵老师和连科

已先我在座。连科不像我熟悉的作家如王蒙、郑义、莫言

那么健谈，但他一口标准的河南官话和端方的中原形象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患有选择性记忆病，向来只

对声形敏感。因此，我常常后悔自己选择了文学，而非美

术。较之狭义美术的其他门类，文学显然要抽象得多；如

果非要比附，那么也许只有音乐堪与比肩。

但是，由于一不小心选择了文学，而且是文学批

评，俺只能硬着头皮让自己变得抽象一些、哲学一些。

于是，俺学老前辈钱锺书、杨绛等一干先生，努力用

最简洁的方式评价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这种高度的

概括能力曾在敝所的前辈学人中达到了极致。他们用

一个字概括一个作家，这有点像文字游戏，却不妨碍

他们同时写出《谈艺录》或《管锥编》。谓予不信，姑且

仿学一二：譬如他们用一个“挤”字概括鲁迅。说鲁迅

的文章是挤出来的；用一个“唱”字概括郭沫若，说郭

沫若的文章是唱出来的；用一个“做”字概括朱自清，

说朱自清的文章是做出来的；用一个“说”字来概括巴

金，谓巴金的文章是说出来的。如此等等。可能是囿于

政治高压，他们大抵只取上述作家的语言风格、叙事

风格，回避谈论个中意蕴、背后延异。正因为如此，我

更关心鲁迅“挤”出了什么、郭沫若“唱”出了什么、朱

自清“做”出了什么、巴金“说”出了什么。我认为鲁迅

挤出了“深”（深刻），郭沫若唱出“广”（广博），朱自清

做出了“雅”（雅致），巴金说出了“真”（真实）。我也曾

尝试用一个“学”字或“博”字概括钱锺书，谓他的作

品是博览群书学出来、读出来的；如今，我姑且斗胆用

一个“荤”字概括莫言，说他的小说像餐桌上的大鱼大

肉，或者现代版满汉全席；用一个“素”字概括王安忆，

称她像老上海的阳春面，而且基本上是不加荤油的那

种；用一个“悟”字概括贾平凹，说他的作品震古烁今、

参透了秦岭；用一个“醒”字概括张炜，谓他人在高原、

特立独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那么，我该用什么字来概括阎连科的作品呢？因

为绞尽脑汁想不出用什么字来概括连科，我也就始终

没敢参加任何有关他作品的研讨会；还是因为脑汁绞

尽没想出用什么字来概括连科的作品，所以今天只能

说说他的人品。

一

鉴于当今社会价值体系崩裂，说好人或善人像是

一种嘲讽，显得很“Low”。而我还是希望未来自己的墓

碑（如果有的话）写着“好人”二字，我渴望做个好人，

尽管事实上我还不够好，是谓取法乎上罢。对于连科，

既然暂时找不到准确的词儿，那么请允许我姑且先用

一个“悯”字吧。这是用揣测作家意图那么老套、传统

的方式来言说当代文学。但反过来看，这却是对拔起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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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不带泥的唯文本论的反动。后者每每表现为一大堆

形式主义理论套导的自说自话，或去政治的政治、反意

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至于“悯”，不消说，它与同情、哭泣同义，却是笑的

反义。

然而，“哭”字太具象，“悯”又太宽泛，因此我还得

从善字说起。一如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最终发现自己

其实只是个善人，连科难道不也是这样一个善人吗？

他改变不了世界，但他竭尽全力，哪怕粉身碎骨、肝脑

涂地。《年月日》里的那个先爷、《受活》中的残疾艺人、

《丁庄梦》里的丁水阳等，都有他的影子。当然那是他

外化的影子；但连科不是文学世界的化外之人，更不是

现实世界的化外之人。他有意使笔下人物成了既被逼

无奈，又自然而然的堂吉诃德。同时，他哭天哭地哭人

哭事，他的善良和悲悯有时也使他不能理解批评界、读

书界的“不察”，诚如当初塞万提斯对时人的哂笑和开

怀感到莫名其妙一样。一直要到德国浪漫派时期，经海

涅、歌德们的点厾，人们才知道：哦，原来《堂吉诃德》

是一部悲剧！其实，批评界、读书界一直跟不上连科

那一日千里、一字千钧的荒诞和反讽。或者反过来说，

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荒诞和反讽。那是何等沉重的荒

诞！何其强烈的反讽！想想《风雅颂》里的那个杨科，

或者《四书》中的那个孩子（他管他叫“天的孩子”），

再或者《日熄》里的那个念念吧！他们哪里是一个“可

笑”了得？！他们是悲剧性核爆中的基本原子。而连科

的小说又何尝不是一枚枚当量巨的大核弹，或者一次

次里氏超高的地震？！

在某个场合，连科曾经说起，像“天的孩子”这么可

笑的人物，居然没有人觉得他可笑。其实，作为学者和

读者，我们当然觉得他“可笑”，但我们更觉得他可悲。

因为他这个孩子或者念念或者杨科或者许许多多连科

笔下的人物带给我们的首先只能是泪水，至多是含泪

的苦笑：他们蕴含了作者多少大悲大悯？！这也是海

涅等德国浪漫派教会我们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连科

泣血般哭出来的人物不同于先爷们。如果说先爷、丁水

阳、残疾艺人是被逼无奈，孩子、念念、杨科却是异化

了又不知被异化的可怜虫，一如鲁迅所说的身为奴才

却不知其奴才地位的十足的奴才。

说到鲁迅，我便不得不将他同连科联系在一起。想

当初鲁迅遭到的批评是何等激烈。就连左翼阵营譬如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同志都嘲笑他、不理解他，说他像中

国的堂吉诃德，殊不知鲁迅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的堂吉

诃德。他的代表作《阿 Q 正传》中的“Q”不正是骑士堂

吉诃德鼎鼎大名的第一个字母吗？只不过阿 Q 是个反

面的堂吉诃德。作为插曲，顺便说一下，鲁迅在创作阿

Q 这个人物之前，就已经十分关注和熟识《堂吉诃德》

了；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收集了好几种日译本。而

林纾的译本《魔侠传》又是在 1922 年出版的。a

但是，连科素来下手很重，重得像他所指的社会金

字塔底部。历史呼啸而过，而且其加速度无可限定。往

大处说，人类走出蒙昧用了几十、上百万年，农业文明

也有几千、上万年，而工业文明在短短的几百年中就

经历了三个阶段，且一个比一个快：从蒸汽机时代到电

气化时代，再从电气化到电子化，再从电子化到智能

化……如疾风刮过，相对不变的是底层地皮般存在的

大多数。正因为如此，连科认为鲁迅笔下人物的灵魂

没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灵魂那么

重。b 我理解他衡量灵魂轻重的砝码和尺度——人物

痛苦的程度。而且知道他这么说是有意识的，但有时

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在于题材的攫取，无意识却

是他的善良。他善良的无意识使他最怕面对残酷的现

实，却又鬼使神差地不得不面对之，甚至有意无意地变

成其中的人物，就像《炸裂志》里的“阎连科”。这是一

个我们首先需要加引号的“阎连科”，其次才是那个每

每与苦难人物同呼吸同命运的真实的阎连科。即或他

们不尽相同，那也是文学和生活的些微差别罢了。事

情的奇妙就在于兹：没有人能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

面，也没有作家可以同自己的人物划清界限。但连科一

直在试图划清界限，其终极方法便是直接用自己的名

字。这听起来像悖论，却非常贴切地适用于他。譬如，

他曾援引刘再复父女的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

芹“这两位作家虽然信仰不同，但都有一颗人世间最柔

和、最善良、最仁慈的伟大心灵。这是任何知识体系都

无法比拟的心灵。这两颗都是极为敏感，尤其是对人

间苦难都极为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难抓住了灵

魂，曹雪芹也被苦难抓住了灵魂。只是他们一个倾向于

拥抱苦难，一个倾向于超越苦难”。c

连科的灵魂显然同样是倾向于拥抱苦难的灵魂，

但是他的小说却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更倾向于拥抱苦难，也更具悲悯色彩。他挨过饿、受过

穷，不像陀氏、曹氏和鲁迅——从小养尊处优，没见过

大街上无怨无仇的两个人一言不合就焦大似的“红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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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阎连科无疑是

当代文坛最悲壮、最激烈，也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作家。

同时，理所当然，他也是最具争议的作家。有趣的是他

发明了“神实主义”这样一种避轻就重或者欲擒故纵的

概念。这个概念显然是从他关于一切古今神话（“内真

实”思想）演绎的，是关于世界表象的灵性概括。因此，

不要以为他的小说仅仅是指涉中国现实中的灰暗部

分，它们同样指向世界和人类存在的灰暗部分、残酷部

分。

这种避轻就重又让我想起了大江健三郎。大江在

一些作品中让自己或者“古义人”作为人物出现。如此

方法在现代世界文学长廊中并不少见，但少见的是他

们对社会、对世界的承诺如此决绝、如此一致。套用一

句宗教箴言，那便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文学可以。我常常在心里假

设：如果当初大江选择的是阎连科，而非莫言。又当如

何？无论为人为文，阎连科更像大江。他们骨子里彻

底而决绝的爱国主义赋予了他们不二的选择：直面现

实，拥抱苦难。尽管大江不喜欢爱国主义这个称谓，认

为它有些老套（他更喜欢称自己为人道主义者）；连科

也一样。但有一点我和大江、和连科是一致的，那就是

军国主义不反则日本必亡，一如社会腐败不治则中国

必败。作为见证人，我想抖开一点花絮：当初大江应我

们的邀请首访北京，除了鲁迅和他母亲钟情的郁达夫

等过去的作家，心里实实的还只有高行健和郑义，见

到莫言后才知道他是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于是也

便勾起了他的心仪和有了日后对莫言的不遗余力的推

介。

这既是题外话，也是题内话。鉴于“悯”字只能指涉

他的主题、他的内容，却难以涵括他的风格，同时也为

更好地说明连科的这一个“悯”字，我不得不用更多的

字词加以渲染佐证：

一、	硬；

二、	盈；

三、	倔；

四、	绝。

二

先说“硬”字。连科作品之硬是当代中国小说家绝

无仅有的。关于这一点，陈思和在 2013 年花踪文学奖

的《授奖辞》中已有表述。我只想补充一点，那便是连

科的文风：“嘭的一声 , 司马蓝要死了。”（《日光流年》）

这种坚硬的文字在《坚硬如水》中变成了	“文革”腔，铿

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受活》中则一半是长句子，一半

是河南话，当然无论长句官话还是河南方言，都是被荒

诞的苦难和苦难的荒诞用九味真火煎熬过的；在本来

可以小雅大雅一回的《风雅颂》中，叙述语言依然没有

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在《四书》中，人

物变成了代码，而小说因为来自“四部作品”（或者手

稿）而使文体各奔东西——《天的孩子》是预言体，《故

道》是自语体，《罪人录》是报告体，《新西绪弗神话》是

神话体；依此类推，《炸裂志》是方志体，《日熄》是梦魇

体，《速求共眠》是全息体。总之是一个“硬”字，没有一

唱三叹，也不事曲尽其妙，有的还是一个悲天悯人的

恸哭；而他的文体契合了他的悲悯：没有那样雅致，那

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到，恕余重

复。

再说“盈”字。盈者，满也。丰盈用以指涉阎连科小

说的完满机巧，貌似悖谬，实则贴切，盖因它们既是机

巧与题材内容的完美契合，也是指向艺术概括深度和

广度的极限努力。曲为比附，他更像卡夫卡或鲁尔福，

而非曹雪芹《红楼梦》般的丰腴圆满、虚实轮回。同时，

机巧也可理解为叙事策略或叙事模式。他的小说，尤

其是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	《受活》和《炸裂志》，大

抵呈炸裂状，即它们犹如核弹，从一个中心（原子）裂

变、起爆，向四周辐射。乍一看，这些小说散得可以，

但一旦书眼（或书心）出现，一切散片便成了有机组成

部分。《日光流年》的中心是男人买皮、女人卖肉，《受

活》的震中是无如残疾村民“一举两得”的荒诞梦想，

《炸裂志》顾名思义，是人性的炸裂、欲望的发散。他之

所以如此喜欢炸裂这个词，是因为它和他一以贯之的

叙事策略十分契合，同时和他执着表征的现实十分契

合。他用炸裂概括呼啸而去、呼啸而来的世界，和呼啸

声中被碾压、扭曲、炸裂的人性。诸如此类，余不一一。

“倔”字，谓倔强。关于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几

可一笔略过。连科表面上敦厚温良，内心却极其端方

中正、棱角分明。他因为这个倔字被许多同行、读者误

解，也因为这个倔字开罪了无数笔棍。可是，他有无数

机会一走了之，但又始终坚持与国家、与民族同呼吸共

患难，而且无怨无悔，只把如血的泪水一口口往肚子里

咽。

大 家 读 大 家
理解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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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字，谓决绝。一如《丁庄梦》里的丁水阳。他善

良，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更不能左右别人的生活，

甚至对自己的儿孙都无能为力。于是，他一闷棍打死了

儿子。连科的决绝来自于他的敏感和锐利。所谓狗不

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他的善良使他对民族有一种挥

之不去、刻骨铭心的挚爱。这是他勇于浇凉水、捅毒瘤

的原动力所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习总书记

一直苦口婆心的教诲。而我等，也许只有谨记“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才无愧于新时代。但是，唱赞歌容易，揭

弊端难，拥抱苦难更难。而连科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

者。

他哀其不幸，却从不“怒其不争”。这是他的宽厚，

也是他对底层百姓的理解与同情。说到理解，我不能不

从实招来。几十年的朋友，我欠他之多不可尽述，这里

暂且列数一二：

其一，他对不同风格、不同价值取向的同行作家给

予倾情的理解。譬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一干作

家，他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但他却给予了充分的尊

重。

其二，他从未因为自己的“重”否定喜剧的“轻”。譬

如喜剧家那举重若轻的笑和连科泰山压顶的重适成反

差，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喜剧的态度和对喜剧作家

的敬意。

我从他的理解和包容复又看到他的善良，同时也

努力使自己变得包容一点。于是，我不仅继续拥抱亚里

士多德主义，同时也尽量不对柏拉图主义横挑鼻子竖

挑眼，何况事实上文学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

难截然分割。譬如我长期面对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

斯、鲁尔福、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等，却无法用

一个字加以概括。因此，分门别类、不相杂厕都之是为

了概括，权宜之计、相对而言。

即令如此，我依然不会忘记文学史上的一次次著

名的论争——在此简单撷来，权作结语：

那是在遥远的过去，亚里士多德颠覆了老师柏拉

图，确立了以悲剧为轴心的经典坐标。此后固然时有反

复，但亚氏理论一直占着上风；及至约翰逊博士和布莱

克的出现，他们试图扬弃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和新柏拉

图主义，以为可以另辟蹊径，故而开始了旷日持久、影

响深远的争鸣。在约翰逊看来，一流的作家写人性，二

流作家写现实；谓人性亘古不变，现实移易不定。d 然

而，布莱克却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诘问道：永恒的

人性？有这样的东西吗？他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作家

的使命只能是关注现实、抓住当下。言下之意是，正因

为现实飘忽不定，才需要时代的作家、时代的良心去审

视、却捕捉、去呈现；抓住了现实，也就抓住了永恒，因

为后世都是通过文学了解往世人心的。e 孰是孰非，

先不去管它。稍加区分，其实他们仍不外乎柏拉图主义

和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变体。

回到连科，我想强调的依然是他的悲悯。记得 19

世纪的某个时期，当德国哲学为时代构建“丑的美学”

的同时，法国艺术家罗丹正潜心构思他的不朽之作

《老妓女》。我由此想到，19 世纪的伟大作家大抵致力

于对时代社会（或现实）的高度凝练的艺术概括。无论

是柏拉图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无论是浪漫主义

还是现实主义，无论是笑是哭，他们大抵是在沉痛地赎

罪：替时代、替社会、替别人、替自己……既不观念先

行，也不情节至上。

我也曾奉劝连科写点轻松的，但性格一旦形成，是

很难改变的。而连科的现实、连科的善良使他再也笑

不出来（这倒多少省却了来自塞万提斯、果戈理们的

懊恼），他骨子里希望公正、大同的极端理想主义和浪

漫主义情怀使他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悲观主义和保守主

义。而后者，也许恰恰是许多经典作家走向经典的不二

法门。时代社会的阴暗面是他们的痛，而他们哭的是那

些不幸的人。但反过来我们从连科彰示的悲剧，庆幸生

活在一个越来越包容的时代、向好的社会。至少是“挑

战与机遇并存”，“绝望与希望同在”。狄更斯曾说：“这

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托尔斯泰曾说：“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

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而今，我们只需要理

解阎连科的善良初衷，以及他那颗孩童般纯粹——悲

悯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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