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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贾平凹，《带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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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贾平凹的《带灯》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小说，尽管它所蕴含的精神是显性的；

同时，它又是一曲理想主义的挽歌，因为它所唱响的未来之歌是悲观的。这在新旧全球化

时代交替、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不能不说是一种隐性的悖论。而作家的任

务首先是提出问题。

关键词：《带灯》“未来主义”理想主义

一、写给未来的小说

《带灯》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小说。首先，它展

现的是一卷令人心酸且行将消失的图景：一个管

辖着数十村寨的大镇在一天天失去传统，人们像

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问题是，“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的“在场”使我们对

这一现实视而不见。“高速公路没有修进秦岭，秦

岭混沌着，云遮雾罩。高速公路修进秦岭，华阳

坪那个小金窑就迅速地长，长成大矿区。大矿区

现在热闹得很，有十万人，每日里仍还有劳力和

资金往那里潮。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

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这是《带灯》的开场白，

它所对应的真实早被当作“司空见惯浑闲事”而

被我们熟视无睹了。可见我们的“在场”是必须

加引号的。惟有贾平凹的在场才是真正的在场！

于是，《带灯》让我想到了《飘》。

（一）

和《飘》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带灯》也

是一部“保守”的小说。它不仅看到了开发年代

的另一张面孔：它的疯狂，它的贪婪，而且看到

了这疯狂和贪婪正在背弃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

这两者都不仅是短暂的、偶然的、间或的，而且

是十分理性的、义无返顾的、一往无前的。此外，

《飘》的背后是战争带来的离乡背井，而《带灯》

蕴含的是民工潮。

众所周知，文明笼统说来是在与本能和欲望

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前进的，但作为它的精

神旗帜，理性恰恰不仅是抑欲的，它同时也可能

使欲望的船儿扬帆，甚至配备上核动力、核武器。

用老子的话说，这叫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然而，贾氏作品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恰恰就

是我们“在场”中人最易忽略的乡情。说到乡情，

或许读者诸公想到的首先是“家书抵万金”之类

的古诗文、古心情。

遗憾的是，此乡情非彼乡情。何也？且容我

慢慢道来。

先说贾平凹的《带灯》和他之前的《秦腔》

及《高兴》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三部曲”。这当然

不是一般二般意义上的“三部曲”。他的这个“三

部曲”是共时性的，它们共同见证了传统意义上

的乡土或故乡正在快速淡出我们的生活，其现实

干预精神和理性叙事色彩都是贾氏以往作品所不

能企及的。

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多半建立在

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

化发展方式有关。但是，《带灯》、《秦腔》和《高

兴》绝望地记下了令人绝望的一幕。它们同《商

州》、《浮躁》、《高老庄》等作品一脉相承，但主

题更鲜明，内容更集中。“樱镇……除了松云寺

外，竟然还有驿站的记载。”1虽然寺庙早已毁坏，

但见证它曾经辉煌的老松树还残存着。此外，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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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曾是秦岭里三大驿站之一，接待过皇帝，也

寄宿过历代文人骚客，其中就有王维苏东坡。”而

现如今呢，“街面上除了公家的一些单位外，做

什么行当的店铺都有。每天早上，家家店铺的人

端水洒地，然后抱了笤帚打扫，就有三五伙的男

女拿着红绸带子，由东往西并排走，狗也跟着

走……”但这样的恬静被迅速打破了，盖“大工

厂的基建速度非常快，工地上一天一个样……”

而镇上的农民因为土地等问题不断上访。这是

《带灯》所铺陈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同名人物得以

成就的基础。而《秦腔》或可谓《带灯》的前奏。

《秦腔》赖以展示的情景同样是一个小镇，或者小

镇上的一条叫做清风的街。“清风街是州河边上最

出名的老街。”街上还有戏楼，楼上有三个字：秦

镜楼。“戏楼东挨着魁星阁，鎏金的圆顶是已经坏

了，但翘檐和阁窗还完整。”在过去的多少年间，

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卧，民风醇厚，秦

腔铿锵。但时移世易，转眼间青壮外流，秦腔式

微，空留下一条老街和一群遗老遗少，就连为街

坊邻居办丧事都凑不齐吹唱和抬棺的人了。《高

兴》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西安的一个城中村里，但

主人公刘高兴却是来自清风镇的“农民工”。如

此，小说与《秦腔》和《带灯》构成了巧妙的呼

应，从而反观了农村的变迁、乡土的消逝。

至于这三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的有机关联，

则容后再说。

再比如，随着现代化一日千里，传统意义上

的乡土情怀、古道热肠正在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

远，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

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

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

球趋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

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鲁尔福笔下的万户萧疏，

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童年记忆是如何褪色发黄枯萎

成老弱病残和满眼萧瑟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

先知”，与美国毗邻的拉丁美洲作家的敏感和抵抗

令人感佩。如今，他们的持守和担忧正以别样的

方式在我国文坛大现端倪。

我始终认为中国需要伟大的作家对我们的农

村作史诗般的描摹、概括和美学探究。老实说，

除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革命浪漫主

义”小说，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这个中华民族

赖以衍生的摇篮，还远未得到文人骚客的正视和

描摹。然而，它却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且将一去

不返矣。我们刚刚都还是农民，况且我们近半数

人口至今仍是农民，至少是农民户口。可是转瞬

之间，这方养育我们以及我们伟大文明的土地正

面临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消解。眨

眼之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家书抵万金”、“逢人

说故乡”的情愫，而且必将失去“月是故乡明”

的感情归属和“叶落归根”的终极皈依。

问题是，西风浩荡，且人人都有追求现代化

的权利。让印第安人或摩梭人或卡拉人安于现状

是“文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反过来看，自

西到东，“文明人”“文明地”又何尝不是唏嘘一

片、哀鸿遍野？！端的是彼何以堪，此何以堪；

情何以堪，理何以堪？！这难道不是人性最大的

乖谬、人类最大的悖论？！

俗话说：“跑掉的鱼大，死了的娃好。”一如自

然界候鸟对故土的感情，人类诸多史诗般的迁徙所

留下的魂牵梦绕，也常常源自无尽的相思乡愁。总

之，《带灯》、《秦腔》和《高兴》从不同的角度道

出了我们的悲哀，这种悲哀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演化

成绝唱。它将超越“力拔山兮气盖世”（《垓下歌》）

者的奈若何，因为那毕竟只是个人的悲剧；也将

超越“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离骚》）

的怆怆然，因为那毕竟只是中华民族局部的、暂时

的悲剧。贾平凹给出的，则或将是中华民族告别千

年传统的一曲绝唱。盖因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

一夜之间被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所取代。而

这个过程，西方用了几百年才完成。

（二）

和《飘》不同，《带灯》不是一部“好看”的

小说。《飘》犹如《离骚》，充其量是美国局部

（说穿了是南方）传统的消失。是的，《飘》以美

国南北战争为背景，它跌宕起伏的情节皆因战事

所导致的悲欢离合一蹴而就、顺理成章。它的

“保守”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叹惋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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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方传统。问题是：郝思嘉的爱情故事遮蔽了

作品关于南方传统的绝唱。《带灯》则不同，它喟

叹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我们的乡土——正以

某种加速度只往不复地离我们远去。而改革何尝

不是一场战争？它规模空前，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但不改革也是死路一条。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

选择，也是我们的最大悲剧。当然，悲剧不仅仅

是我们的，它也是全人类的。用我们古人的话说，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远的不说，与西方现代化结伴而生的就不仅仅是

财富，还有一次比一次深重的灾难。

回到贾平凹，我的问题是：如果说阳光下没

有新鲜事物，那么事物如生活、爱情等何以长写不

尽？如果说阳光下充满了新鲜事物，那么文学何以

万变不离其宗？阳光下无论有无新鲜事物，都只是

相对而言。这颇似文学经典的异同。一方面，文学

经典是有共性的，但它们往往又彼此不同、各有千

秋。一切文学原理学和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都

在探询它们的异同，但又每每纠结于它们与生活的

变迁以及生活本质的异同难分难解。当然这并不是

说文学除了对应生活，别无他法。文学有一定的自

我发展规律，也即所谓的“内规律”。但较之生活

本身对于文学的影响而言，它的作用微乎其微。

所罗门说过，“你要看，而且要看见”。我们

却不然。对于周遭现实，我们常常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或者有眼无心，有耳无情，且人如其面，

面面不同。同样的现实，我们甚至可能对之闭目

塞听。贾平凹的高度在于他不仅看了，而且看见

了，甚至写到了。三部小说都有后记，而这些后

记都见证了作家的良知，而这良知不仅来自浓浓

的乡情，也同样来自比乡情更为深广的艺术直觉。

贾平凹是极少数可以不时地与农民同吃同宿的作

家之一。当下、在场是他最大的财富，也是他最

大的苦闷。在《秦腔 · 后记》中贾平凹说：“我站

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

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檐头到门框脑上亮

亮地挂了蛛网，蜘蛛是长腿花纹的大蜘蛛，形象

丑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变种。街面上生

满了草，没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脚就轰轰响，那

间曾经是商店的门面屋前，石砌的台阶上有蛇蜕

一半在石缝里一半吊着。张家的老五，当年的劳

模，常年披着褂子当村干部的，现在脑中风了，

流着哈喇子走过来……”1

《高兴 · 后记》最长，记录了小说从动因到人

物、素材、构思等一系列过程。但最重要的依然

是贾平凹的那一份设身处地的情怀。“如果我不

是一九七二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

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

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这样的情

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

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

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了我的笔。我常常是把

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

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

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

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

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

的贫富差距？我不是政府决策人，不懂得治国之

道，也不是经济学家有指导社会之术，但作为一

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

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

涩沉重。”2

贾平凹为《带灯》所作的《后记》更为明晰

地印证了我的感觉：贾平凹的文字放浪不羁，但

他的内心却孤寂惆怅。“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

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我就会邀二三朋

友去农村跑动，说不清的一种牵挂，是那里的人，

还是那里的山水？”贾平凹如是说。同时他又说：

“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

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

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

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

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

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

1 贾平凹，《秦腔》，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2 贾平凹，《高兴》，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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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

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

问题，政治的问题，生态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现代化的问题，

是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贾平凹在进行史诗般的

记叙；这需要艺术洞识力或艺术无意识，其史诗

般的悲壮只有在我们彻底丧失千年乡土或故乡之

际才会千百倍地凸现出来。总说历史的车轮滚滚

向前，又有几个能在如此快速行进的车厢里看清

逝去或即将逝去的景物呢？

顺便提一句，和贾平凹的许多小说一样，在

我看来《废都》也曾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小说。曾

几何时，它是多么哗众取宠、令人费解。至少它

没有让我感动，更谈不上喜欢。因为，除了它

与《金瓶梅》的隔空对话，我想象不出它从出的

生活原型。然而，放在今天，放在世纪之交（曾

几何时满大街的洗发屋和一座座城池中的红灯街

令我等不敢涉足），再想想那些落马“老虎”、被

拍“苍蝇”，它却是那么真实。爱情被爱性所消

解，其丑态在带灯式柏拉图主义面前显得尤为不

美。确实，《废都》具有某些自然主义的不美。善

意地看，那是因为萌芽中的实际不美、现象不美，

而萌动于人们体内的自由精神及其被压抑了几千

年的性欲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流于动物本能的

强烈欲望和不美在某些地方、某些群体中演化成

了常态。而小说中的惟一大美或许就是那些多少

有些不经意的调侃性省略，它们像画中留白，或

可使道学家视之谓大淫、经学家视之谓无极、美

学家视之谓不雅、后学家视之谓“互文”（也即与

《金瓶梅》、与历史、与社会、与庄之蝶的讽刺性

对应，甚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返祖性

后文化哲学）。这或可称之为贾氏“未来主义”。

二、理想主义的挽歌

西方人文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谓

古典主义替过去写作，现实主义替今天写作，浪

漫主义替未来写作。诚然，主义都是相对的，说

XX作家作品是XX主义则常有削足适履之嫌。同

时，针对某种主义，人们往往也是见仁见智、因

人而异、因时而易的。譬如，在批判现实主义被

定为一尊之前，司汤达就认为浪漫主义是为今人

服务的艺术，“这种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

和信仰，所以它们能给予人民最大的愉快”。1而

今，人们却常拿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相提并论。

如是，说贾氏作品指向未来，并富于理想主义情

怀，也许未必有人相信。鉴于前面已经说到贾氏

作品的未来指向，那么接下来就说说他的理想主

义吧。其实，二者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

然而，贾平凹是如何对未来事物进行有根据的合

理想象或希望的呢？

《现代汉语词典》对“理想”的界定是：“对

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多指有根据的、合理的，

跟空想、幻想不同）。”贾平凹正是用理想主义为

理想主义唱响了挽歌。此话乍听像悖论。为释诡

辩之嫌，我不妨简而言之：

（一）带灯作为审美理想

首先，带灯作为同名小说的主人公，长得十

分漂亮。虽然作者并未像传统浪漫主义写手那样

直接描绘带灯的美丽，却间接地，抑或假借人物

之口不断提醒读者，她是个绝色美人儿。“接待她

的是办公室主任白仁宝……说，你太漂亮。”她的

房间“先安排在东排平房的南头第三个，大院的

厕所又在东南墙角，所有的男职工去厕所经过她

门口了就扭头往里看一眼，从厕所出来又经过她

门口了就又扭头往里看一眼”。那么，这样一个美

人儿与未来事物有根据的合理想象关系安在？自

然在于她的靓丽和高洁与这一方已然浑浊昏暗的

水土格格不入，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她虽然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却患有夜

游症，而且夜游时能与“捉鬼”的疯子飞檐走壁。

她爱吹令人心碎的埙。她对镇书记总是敬而远之。

她以她的清高与书记的粗鄙适成反差（“他是一上

车就睡，睡着了就放屁，但从不让开车窗”）。她

的存在每每被棘手难堪的环境所反衬。她写给元

天亮（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的信体现了她毫不

与时俱进的孤芳自赏和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且

1 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78页，王道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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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这镇上人人都长虱子（带灯的助理竹子就此

想起了《红楼梦》中焦大指贾府只有门口的那对

石狮子是干净的，而樱镇则只有她俩没长虱子），

有关人等还好一口红炖胎盘、整烧娃娃之类。带

灯见状，只顾一个劲儿地“胃里翻腾，喉咙里咯

儿咯儿地响”。至于那些上访者的上访因由和言

行，简直是五花八门，根本不是带灯可以理解和

调停的。小说的主要内容和篇幅便是带灯（及其

领导的维稳办干事竹子）与各色上访者的周旋。

其次，反过来看，带灯并不古板。恰恰相反，

她是樱镇最时尚的女性，代表了樱镇的“发展方

向”。从到任的第一天起，她便发誓既不靠色相，

也不靠变成男人婆获得“进步”。她在镇政府安

顿住下后，“偏收拾打扮一番，还穿上高跟鞋，在

院子的水泥地上噔噔噔地走”。镇长对她施行潜规

则，她毫不含糊地警告他说：“你如果年纪大了，

仕途上没指望了，你想怎么胡来都行。你还年轻，

好不容易是镇长了，若政治上还想进步，那你就

管好你！”对于她那个俗气而又不肯洗澡的丈夫，

她的精辟在于遵循“好丈夫标准是觉得没有丈

夫”。同时，她把希望寄托在遥不可及，也压根儿

不想触及的元天亮身上。她将信中的元天亮比作

神，将自己比作庙，说“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

是你在山里的庙”。这很美，但她并没有见他的欲

望。她那是在自说自话，她需要自说自话，因为

她知道“当一块砖铺在厕所里了它被脏水浸泡臭

脚踩踏，而被贴上灶台了，却就经主妇擦拭得光

洁锃亮。砖的使用由得了砖吗？”当然，她这是

极而言之，若与孟夷纯加在一起，那么她写给元

天亮的便是中国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二）带灯像西叙福斯

在希腊神话中，西叙福斯骗过死神塔纳托斯，

故而没有按时进入黑暗的冥国，后来虽然进了冥

国，却想方设法逃避向冥王哈得斯献祭，结果被

判将滚石推上陡峭的高山。然而，每当他用尽全

力，眼看就要将巨石推到山顶时功亏一篑，石头

滑脱，滚下山来。这样周而复始，了无休止。带

灯的工作也是如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社会转

型和城镇化进程所催生的各种矛盾和利益纠葛在

樱镇滋生、发酵，调解、阻止，再滋生，再发酵，

没完没了。而她“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

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带

灯 · 后记》）。

贾平凹对她及如她者的看法是：“他们地位低

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

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

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副处，或到县城去寻

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

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

可敬可亲……”（《带灯 · 后记》）

（三）理想的否定之否定

然而，带灯终究是个文学人物，也正因为如

此，她才那么漂亮，那么不同凡响。因此，我以

为她只能属于未来，属于理想。与《废都》、《白

夜》中的女性不同，带灯不仅外表美丽，而且颇

具性格魅力，或许只有《秦腔》中的白雪和《高

兴》中的孟夷纯堪与媲美。然而，白雪对与男主

人公“我”而言只是个遥不可及的存在，而孟夷

纯的妓女身份又多少限制了她成为贾平凹理想主

义的审美典范。尽管后者沦落风尘乃事出有因，

甚而被迫无奈，但作者并未给予这个人物以足够

的戏份。况且类似风尘女子古来流传良多；西方

小说中也大有其人，雨果的芳汀和托尔斯泰的玛

斯洛娃均堪称经典。读者早将同情和怜悯分给了

芳汀、玛斯洛娃们。孟夷纯充其量是男主人公性

格塑造过程中灌下的一味猛药。

带灯则不然。首先，她是小说的惟一主人公。

她的名字颇具有象征意义。带灯原名萤，因“萤

虫生腐草”之虞而易名带灯，取黑暗中自明之意。

她的美丽与超拔同脏乱和下旋的环境形成了强烈

的反差。然而，贾平凹的人物并未如浪漫主义那

样被描写成极善极恶之人。他们不会好，好得令

人神摇意夺、捶胸顿足不能自已；也不会坏，坏

得让人咬牙切齿、欲灭之而后快。带灯的理想光

环几乎似萤火虫般幽暗。她偶尔也会吵架骂人抽

烟喝酒，会“移情别恋”，甚至还终于在内衣中发

现了两个虮子，从此也便有了虱子。贾平凹心知

肚明，一切抽象的“善”与“恶”都是毫无意义

比
较
文
学
与
跨
文
化
研
究



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

28

的。说人性本善，可以列举无数佐证；同样，说

人性本恶，也可以有N种指向性善论的反证。人

性如是，既有社会性，也有动物的基本根性。贾

平凹的高度就在于他回避在特定语境之外先入为

主地评判世界及其人物。就说带灯对元天亮的一

厢情愿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谓之自语。她在黑暗

中萤火虫似的（她原名萤）把自己顽强地照亮，

完全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出污泥而不染的自

傲与自爱。元天亮则远非浪漫主义小说中的白马

王子。他是带灯的道具，故而对带灯的表白既没

有反应，也没有任何因因而果。

其次，《带灯》的叙事方法使带灯的形象难以

闪光，至少在当下这样一个风生水起、风起云涌

的浮躁的阅读环境里难以闪光。盖因阵阵风过，

卷起的往往是尘埃，金子却极易被埋没。

但带灯是金子，因此她属于未来，属于风过

之后。诚如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预言的功

能，带灯是这个狂躁时代的局外人，她像个孩子，

可以整天整天地看蚂蚁搬家，其中的象征意味也

是不言而喻的。“蚂蚁总是匆匆忙忙出来，出来

都运着土，进去都叼着米粒、馍屑、草籽或高高

地举着一些草叶。蚂蚁和人一样为了生计在劳作

着。”但带灯不明白的是蚂蚁窝前常有一层死去的

蚂蚁，“是这个蚂蚁窝的蚂蚁抵抗了另一个蚂蚁窝

来的入侵者吗，还是同一个蚂蚁窝里的蚁窝内讧

了，争斗得你死我活？”原型批评家弗莱说过，

现代世界是狂奔逐猎的世界，“总有什么在催逼着

你往前赶，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致使你最终感到

绝望。这种心态，我称之为进步的异化”。1但带灯

天真归天真，她同时又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

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于是，贾

平凹在小说尾声中这样写着：“顿时成群成阵的萤

火虫上下飞舞，明灭不已。看着这些萤火虫，一

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

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令人震

撼……带灯用双手去捉一只萤火虫，捉到了石斛萤

火虫在掌心里整个手都亮透了，再一展手放去，夜

里就有了一盏小小的灯忽高忽下地飞，飞过芦苇，

飞过蒲草，往高空去了，光亮越来越小，像一颗遥

远的微弱的星……就在这时，那只萤火虫又飞来落

在了带灯的头上，同时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

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

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

然而，贾平凹终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浪漫主

义作家，他对带灯的怀想是有节制的，否则人物

也将很不可信；而且小说基本采取了平行叙述，

人物性格的形成主要依靠内心独白（尤其是她给

心仪男人的信）及层出不穷的共时性事件和其他

人物的发散性观照。情节（尤其是故事）所需的

历时性被尽量消解。这是在有限篇幅中容纳众多

素材的必然之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机巧与

《病相报告》如出一辙，尽管叙述更直捷、细节更

铺张。其直捷可比《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

有细节毕现，则较之《红楼梦》毫不逊色。同时，

《带灯》的叙事策略既有意疏虞了情节，又似乎

不屑于在观念和技巧上下工夫。它之所以如此这

般，一方面是因为铺陈细节的需要：以便生生地

留下目睹之现状，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对现代主

义小说的反讽，尽管结果是拔起萝卜带出泥，不

仅有现代主义（用形式主义掩盖）的抽象性、共

时性 2，而且一不小心踩到了后现代主义漫不经心

的碎片。换言之，这里既有无意识的间性，也有

针对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浪潮（或前现代→

现代→后现代）线性思维、线性逻辑的有意突围。

因而作品的平行叙事策略既意味着整合，也兼有

突破，甚至自我突破。由是，贾平凹的形式也是

有意味的，尽管他曾明确否定“有意义的形式”。

“《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

想再那样写了，《带灯》是不适那种写法，我也得

变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怎么写呢？……

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

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

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

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

1 弗莱，《现代百年》，盛宁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2 南帆在概括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国情时说：“在南方的富庶与北方的干涸之间，在都市的繁华与乡村的贫瘠之间，

在信息高速公路、电脑网络和镰刀、锄头之间，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通约的公分母。”《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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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那种史的文章和风格，它没有那么的灵动和

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

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带灯 · 后记》）。

文风的变化与然否是另一个话题，容当另议。

但我这里关心的是简约直白、肯定真准后面的几

可谓共时性的反史诗性悲剧。而带灯所代表的好

儿女的无望无如也并未使她成为悲剧人物，真正

的悲剧人物是故乡，是乡土；同时也是作者，是

读者，是我们面对千年乡土文化一朝消失的茫然

怅然与悲悯绝望。而带灯在努力照亮自己的同时

见证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性悲剧。在这个历史

性悲剧面前，带灯又算得了什么？她（或谓她的

原型，如果真有其人的话）替作者替读者看了，

而且看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并不指望

将她塑造成千古不朽的人物。她既不是索福克勒

斯或恩格斯或叔本华或鲁迅眼里的悲剧人物，亦

非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性格。她的光彩甚至远不及

刘高兴。她的性格塑造缺乏相应的故事情节（或

谓史诗性叙述）的渲染与推演。

三、不是结论的结语

当然，贾平凹并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但故

事，甚至情节与生活细节两权相衡，他牺牲了前

者（其中的是非得失值得讨论，而贾氏作品所铺

陈的细节是否尚可提炼可擢升则另当别论）。张

引生为白雪自我阉割，刘高兴为信义欲携尸还乡，

等等，均不乏夸张，也不失为夺人眼球的设计。

前者有白雪若即若离的映衬，后者有孟夷纯和五

富等人物关系构成的相对丰腴的故事情节，尽管

很大程度那依然只是贾平凹的虚晃一枪而已。他

笔锋一转，真正的着力点仍指向了铺陈人物或人

物群体的生活细节。《带灯》是自始至终的平铺直

叙，连虚晃一枪都免了。惟一的悬念元天亮也因

为有往无来而渐渐黯淡了。为说明取舍，贾平凹

在《带灯 · 后记》中这样写道：“文学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

现了困境。这种困境早已出现，只是我们还在封

闭的环境里仅仅为着生存挣扎时能顾及到，而我

们的文学也就自愉自慰自乐着。当改革开放国家

开始强盛人民开始富裕后，才举头四顾知道了海

阔天空，而社会发展又出现了瓶颈，改革急待于

进一步深化，再看我们的文学是那样的尴尬和无

奈。我们差不多学会了一句话：作品要有现代意

识。那么，现代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当下中

国的作家又怎么在写作中体现和完成呢？现代意

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

想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这至少牵

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何谓现代性？第二，谁是

大多数？第三，谁主世界潮流？

关于第一个问题，西方过来人早有议论，他

们对现代性或现代意识的疑窦和反思出现于19世

纪，甚至更早。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生

灵涂炭、满目疮痍，现代主义虽然走进了观念和

技巧的死胡同，但其所表现的异化和危机却具有

片面的深刻性（袁可嘉语）。而后现代主义则多少

反其道而行之，娱乐至上、消解意义，虽然使文

艺顺应了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但模糊了后发达

或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根据马

尔库塞（《单向度人》）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

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

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

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

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

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

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

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

神追求。1但是，后来的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

解大众文化》）却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

生活文化（也即所谓的“生活审美化”、“审美生

活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

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2他们从不同的角

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存在价

值。显然，现实助费斯克战胜了马尔库塞。而后

现代主义指向一切意义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为所谓

1 马尔库塞，《单向度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 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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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上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关于第二个问题，王小波曾一语中的，谓

“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拿金字塔作比附，那么人

类的大多数毫无疑问地便是被压在低层的那个庞

大的基数。他们大都还在为生存权挣扎，何谈话

语权？！而今，虽然互联网和微博微信为众生提

供了言说的机会，但它又何尝不是淹没在资本这

个汪洋大海中的小小泡沫。而“在安静的书屋里

孕育翻天覆地思想”（海涅语）的西方文人从卢梭

到尼采到斯宾格勒到奥尔特加 · 伊 · 加塞特到卡夫

卡到弗莱到加西亚 · 马尔克斯到波兹曼等等（这

个群体几可无限扩大），对现代化的意见也不尽相

同，尽管总体上是保守的、否定的取法。

关于第三个问题，大多数人也许还不大关心。

首先，世界是谁？它常常不是全人类的总和。往

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大国、强国；往小处说，

世界文学也常常是大国、强国的文学。这在几乎

所有世界文学史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

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一直存在，而非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

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决定一切。换句话说，

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

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

所代表的强国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

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

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总之，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谋，并与名利

制导的大众媒体及人性弱点殊途同归、相得益彰，

正推动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国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

国，甚至自我毁灭。于是，历史必然与民族情感

的较量愈来愈公开化、白日化。这本身构成了更

大的悖论，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马克思在

面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中所阐述的那样。君

不见人类文明之流浩荡？其进程确是强制性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宁唯是，强势文化对弱

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来势汹汹，却

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这在

“全球化”时代更是显而易见。而所谓的“全球

化”，说穿了是全球跨国资本主义化。我们当何

去何从？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当何去何从？这

本来就是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逆时代潮流而

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错，这才是真正的君

子之道、文学之道。然而，我国文坛却提前进入

了“全球化”“娱乐至死”的狂欢，或轻浮或狂

躁，致使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

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

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

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

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

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

当然，我并不否定“全球化”或“新全球化”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

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

不可避免，而且本质上难以阻挡。马克思正是在

此认知上预言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

分国别、不论民族，为了剥夺的剥夺，向着资本

和资本家开战，进而实现人类大同——社会主义。

但前提是疯狂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让世界有那

么一天（用甘地的话说，“世界足够养活全人类，

却无法满足少数人的贪婪”）；前提是我们必须否

认“存在即合理”的命题，并且像马克思那样批

判资本主义。这确乎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若不为，则意味着任由跨国资本及其现代化毁

灭家园、毁灭世界。

然而，一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难有定论，

现代文明对古老传统的消解也一直是我们的矛盾

和纠结。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贾平凹实现了他

不同寻常的文学价值、精神价值。他为中华民族

的乡情和灵性所唱响的挽歌非但“带灯”，而且是

带血带泪带疼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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