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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利诱惑下的角逐
论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权力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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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权力书写是文学里 的一 个普遍 现象。中 国现 代市镇 小说 里关 于 权力 的叙 事, 承载 了丰 富的 内

涵, 既是作家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关注 与思考, 也是 对个体 生命的尊 重与追 问; 作家们通 过对权 力的书 写呈 现
了小说的独特意义,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的权力叙述 彰显了作家们的叙事立场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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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的叙述是中国文学里一个较常见的叙事
现象, 正如法国当代思想家、哲学家福 柯所说的那

到制度和法律层面, 而是侧重叙写以权力为轴心, 以
利益为半径, 人物生命 本真的泯灭, 主体精神 的退

样, 权力无法逃脱, 它无所不在, 无时不有, 塑造着

场, 权力他者没有制度化的权益表达渠道, 缺乏有效

[ 1] ( P10)

人们想用来与之抗衡的那个东西。
中国现代
市镇小说里就有大量关于权力的叙述, 小说文本通

的司法救济。
权力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

过对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书写, 揭示了在那个特

敬畏官员, 被权力所规约, 所宰制, 臣服于权力主体。

定的年代与社会里权与势对人物存在的影响, 体现
了作家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 呈现出了丰富的

众所周知, 权与利是连在一起的、相互生发的, 权力

社会内涵与独特的文本价值。

还能带来丰厚的物质享受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关于
权与利的关系, 其 实从权字的字源 学里就可看出,

一、诱惑: 权力场的威势与利益

汉书 律历志 里关于权字的解说: 权者, 铢、
两、
斤、
钧、
石也, 所以称物平施, 知轻重也。 [ 2] ( P969) 从字

借用福柯的观点, 权力无处不在。在中国文学

面意义的理解来看, 权 字首先是作为衡量单位, 是

里, 关于权力的叙述非常普遍, 通过阅读可以发现,
从古代到现当代的文学作品里, 有大量关于权力叙

衡器, 但是从一开始这个字里也隐含了对利益的权
衡分配之意。物质利益依靠权力来实现, 权力使利

事的作品。不同时期的 作品对待权力 的着眼点不

益得到保障, 关于这一点沈从文在 呆官日记 里写

同, 大致来说, 古代文学作品里多叙写官员的尔虞我

得 非 常 直 白:

做 官 不 论 新 旧, 发 财 为 第 一 目

[ 3] ( P 15)

诈、
相互倾轧的种种丑态, 呈现了古代官场的重重黑
幕与 潜规则 , 更多地描写了官场生态和官员的人

的

。
权力具有强烈的控制性和排他性, 权力必然形

格扭曲; 当代小说的着眼点在于权力之间的制衡因
素, 关涉权力的法制监管与经济发展, 包含了权力自

成权力集团, 这是权力的自然属性, 在任何社会、任
何时代都会表现出来。权力是官场的核心要素, 是

身的公理、
正义和科学决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许多

官场的灵魂, 官场上的争斗倾轧多与权力的夺取、掌

微妙而复杂的抵牾冲突, 致力于探讨权力自身的监

控有关, 在势与利的角逐中呈现出了权力赤裸裸的

督; 与之相比, 作为现代市镇小说的权力叙事呈现了
独具的特色, 现代市镇小说里的权力叙事较少上升

存在真实, 如 天问 ( 陈铨) 、 在其香居茶馆里 ( 沙
汀) 、 模范县长 ( 沙汀) 、 代理县长 ( 沙汀) 、 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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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洪) 等现代市镇小说都写出了物质利益与权力的

富发财。可见, 财富与权力紧密挂钩, 当官也是一种

紧密联系: 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威信, 也就失去了利

发财致富的手段、捷径。正是这种无尽的贪欲和权

益保障。因此, 权力主体常常操控权力、驾驭权力,
权力成为了拥有者实现欲望和利益的手段, 他们支

力的操控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对社会与人性
都构成了巨大的腐蚀, 正如小说 天问 中所写到的

配权力, 让权力客体( 或被掌控者) 臣服, 权力他者被

那样: 万师长抱的政策可以叫做 看别人的政策 ,

权力所规训, 成为了权力的俘虏。

别人要坏, 他没有法子, 只好跟着他坏, 然而别人看

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现代市镇作品我们发现, 权
力带给人威势与利益, 使人欲望膨胀, 面对权势的诱

见万师长坏, 也跟着他坏, 结果, 闹得四川民穷财尽,
而万师长这样的人, 却是不应该负责任 的。[ 6] ( P214)

惑, 才会有人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官位薪俸以期实现

从这里可以看出, 官场腐败形成了氛围, 大家都是这

自己的目的、达成个人的愿望, 才会在权与利的角逐
下做出违反人情事理和淳厚心性的事情。陈铨的长

样, 当权者们认为这是当下的趋势, 贪污者同流合污
已渐成常态, 正如阿克顿所说的, 权力导致腐败, 绝

篇小说 天问 正是这样一部反映人物在权与利的角

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逐下渐渐走向人性泯灭、人性异化的文本。在小说

的主观选择的自由度常常随着权力的膨胀而无限增

天问 里, 我们看到林云章也曾有过远大梦想, 并一
直在努力践行中, 但因双亲的相继离去, 他面对现实

大, 无权人物没有或少有主动选择的机会, 他们只能
被动地承受权力, 被权力宰制甚至伤害。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生存, 就这样, 年幼的他离

严格地讲, 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 是政治家为了

开了学校, 为了生活他成为了富顺县谦吉祥药店的

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挥舞在手中的一把利剑, 对权

学徒, 并且爱上了老板的女儿张慧林, 自知两人家世
背景悬殊且有案在身, 故带着牵挂与梦想逃离, 投友

力不加区别的否定与对权力不加分辨的认同一样都
是不可取的。权力往往是一柄双刃剑, 既能维护公

从军。林云章在仕途上有勇有谋、
钻营投机, 权力之

平与正义, 也能敲碎秩序与法理, 既能守护庇荫, 也

路颇为顺利, 终于当上了旅长驻防富顺, 而此时的他
已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
心计颇深的恶人, 在权力与

能伤害破坏。在现代市镇小说的权力叙事中, 权势
人物的言说具有双重性, 权力代表者本应是国家意

利益欲望的驱使下, 权力逐渐具有了恶魔般的力量,

志的体现者, 是民间公理正义的代言人, 但有时情况

他为了得到张慧林四处恩威并施、
巧谋暗算, 先后杀

却恰恰相反。如师陀的小说 女巫 中的岗警, 本应

害了陈鹏运与何三, 终于目的实现。但权力成为了
腐蚀剂, 既毒害了个人也腐蚀了社会, 一如阿克顿在

秉遵职责,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宁, 而事实上却
是巴不得周围的群众纷争打架; 更有甚者, 巡警还常

他的 自由与权力 一书里谈到权力时所说的, 绝对

常寻找机会公报私仇, 趁机寻衅滋事, 他 本人也就

[ 4] ( P342)

[ 4] ( P342)

。作为权力掌控者, 人

权力会败坏道德
。虽然林云章 也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不妥当, 内心也曾有过纠结和挣扎, 但为了

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的一分子。在现代市镇小说里,
许多权势人物往往歪曲国家意识, 破坏了权力机制

实现心中的欲望,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再地挥舞着

的公平与正义, 他们是权力的代言人, 是自我权力的

伤害之剑。他的这些违背人性的残酷无情的行为虽

代言人, 但不是公理正义的代言人。

然披着爱的外衣, 但依然让我们不寒而栗。
权力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 既能改变人

我们看到, 在现代市镇官场小说的权力书写中,
宦海沉浮已使许多人物走上了人性的不归路, 多年

的社会地位, 又能提高声誉威望。当权者对物质的

造就的工具理性早已抽空了他们的内在精神自我,

渴求与争夺, 损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 欲望是无止境
的, 而人性中贪欲的放纵又使其变本加厉地追逐权

从而仅成为空洞化的权力身份之能指。一种欲望的
焦虑驱使他们在官场为有限的 权力资源而绞 尽脑

力与金钱。沙汀在 代理县长 里, 写出了本应体察

汁、
明争暗夺, 顺时一路攀升、春风得意, 逆时则可能

民生疾苦、
救百姓于危难的当权者却敛财 有道 , 大

坠入深渊、
不得翻身, 一如小说 天问 中的林云章,

发难民财: 禁止难民出境, 出境灾民要出买路费, 让
灾民 买票候赈 。此景正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 人

宦海沉浮让林云章无限感慨, 在失序的现实里渴求
生活的宁静, 人性迷乱后期待一份真诚, 然而, 一切

的权势普遍讲来就是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

美好的希冀在权与利的角逐中破碎。人的无限欲求

[ 5] ( P62)

的现有手段。
权力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不是为
民谋福利, 而是使老百姓活得 更苦更难, 本应与民
分享艰难 , 而他们不仅甩掉了困难还于灾境中致

与满足这种欲望的有限资源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内在
的紧张。文本人物为权力的沦落而愤慨, 作家为人
性的失控而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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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语: 权力裹挟下的存在

操控被宰制, 个体没有介入生活的权力, 被迫进入权
力的机制中, 被掣肘;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 媳妇是在

传统的权力概念, 我们都将其理解为来自于统
治意志的强力。实际上这是片面的。因为除了统治

权力主体的掣肘下被表达和被言说, 权力压抑束缚
了个体、
淹没了个体, 个体失去了话语权, 失去为自

意志的强力与强制外, 权力还存在于一切人类的活

己言说的权力, 失却了个性与主体精神, 其实也就是

动领域之中, 存在于每个人的行为与言说之中。权

一种失语状态的存在。

力并不是一种实 在物, 而更 多地表现为一 种关系。
这一点, 法国当代思想家、
哲学家福柯便反对一切有

权力承载行为, 压抑、
约束了个人的存在, 与个
人的 发展相对立、相龃龉。我们知道, 那些 不合规

关概念性的权力, 也就是说他更注重从运作规则中

范、
拒绝被规训的主体, 常常会遭受惩罚, 但我们也

去考察权力以及权力的存在。代表国家意志或法律
意志的是权力, 而除此之外, 一切压制话语自由的行

看到有些试图迎合规范接受规训的人, 同样遭遇了
惩罚。他人成为权力化的符号, 被权力所宰制, 权力

为都是强 权的表现; 也就是说, 作为父亲、教师、神

的缺失使主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无法掌控自己的

甫、
雇主、
家长、
尊长等都是权力或强权的存在与象

命运, 成为权力化后的他者, 主体没有拥有权力和权

征。跳出福柯的语境, 我们不妨给权力下这样一个
定义, 即 强制性的必然话语 或 话语的专断 , 也即

威, 他人成为自我命运的主宰, 如茅盾的 霜叶红似
二月花 里的祝大, 在暴力阻止轮船通行时, 年幼的

指权力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 更渗透进了社会关系

儿子被警察开枪打死, 他相信曹老爷会替自己申冤

中, 权力多表现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然遭遇的控

主持公道, 却不知道作为权势者的曹老爷给予他的

制与反控制的力量关联场, 这种力量关联场会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轨迹及其性格趋

是 乌托邦 的憧憬和追求, 其结果可想而知, 正如小
说人物恂如所说: 姓曹的几时真心肯为你们出力撑

向。如沙汀的小说 淘金记 里就叙写了那些具有威

腰, 不过是利用利用你们罢了。[ 7] ( P 232) 祝大 充当了

势的权谋形象, 而不侧重当权者形象, 权力更多地体
现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为争夺开采筲箕背的金

权力的帮手, 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作为权
力客体的祝大, 使自己成为被别人左右命运的人, 为

矿, 林幺长子、
白酱丹、龙哥等与何寡妇之间展开的

了曹老爷的许诺, 相信甚至迫于权力的威慑力, 充当

较量与斗争, 较少体现在权力秩序中, 而在于人情关

了自己的敌手, 主体分裂为自己的敌人, 成为了自己

系与社会关系的谋划; 白酱丹、
林幺长子等曾经有过
威势影响的角色, 通过权力化、
政治化来彰显正褪色

的凶手, 使自己成为受 害人, 最 后遭受了权力 的蹂
躏。同时,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 底层老百姓往往畏惧

的出身经历, 期望通过权力化的过程使自己的威势

和屈服于权力( 或权势) , 权力造成了对他们心灵的

身份得到他人的认同与确立; 而另一方面, 何寡妇与
其儿子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 何寡妇的儿子何人

内在禁锢, 他们丧失了 自主权, 生活在失语的 状态
里。小说叙写祝大听从曹老爷的指挥安排, 旨在指

种寻求权势认同不但不成功, 反而被利用, 失去了更

出作为个人, 身份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确认, 然而确认

多的利益, 他们作为较为弱势的一方在承认既定权

的身份却是卑怯与不被尊重, 这里进一步指出了权

力秩序的前提下的最后挣扎, 表面上看是寻找公正,
其实质是呼唤恩赐与怜悯。

力他者在身份的确认中迷失了精神, 价值失重。作
家通过对权力的书写逼视现实, 这是对人性的关怀,

西方社会是法治社会, 强调诉诸法律处理矛盾

对人心的抚慰, 也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拷问, 是作家

纠纷, 而传统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 以 无讼 为最高
境界, 人与人之间有了纠葛纷争不提倡打官司求助

对现实与未来更加深刻的思考、
探寻。
官场之道 复杂微妙, 作为权力场中一分子的

于律法, 而是请当地有名望、有权威的士绅( 或权势

市镇底层官员, 面对多变复杂的官场形势, 他们的存

人物) 来断公平, 进行仲裁。 公道 ( 沙汀文集( 第

在有时候也很无奈, 很茫然困惑, 有时也难免被肆意

二卷) ) 里媳妇的母亲和公公为了各自的利益, 争夺
女婿抚恤金 军谷 和女儿的去留权, 两人让乡长断

地裹挟在权力下。沙汀的 巡官 、 在其香居 茶馆
里 等作品就写出了官员在权力场夹缝中的存在境

公平; 小说里媳妇从家庭生存到个人生存, 所遭遇的

遇。 在其香居茶馆里 中的联保主任方治国, 因新

困惑与钳制, 是对人性的伤害、对人格 最大的不尊
重, 其实, 在当时那个年代、那样的社会环境, 作为女

任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 为了保官, 平生唯一的一次
秉公办事, 却在打斗中失势, 在权钱交易中恢复腐败

人无论是哪种存在都受制于人, 个人利益受权力所

原貌; 小说里的方治国在权力场中如坐针毡, 在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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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玩中如履薄冰, 为拥有的权位而焦虑, 他的这种

受到生命威胁不得不逃离此地; 作为有为的个体的

存在状态一如哲学家蒂利希从存在的本体论上进行

林所长虽然手握权力, 但在社会黑暗的现实面前却

的界定: 焦虑是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 一个存在

软弱无力, 人物有抗争姿态, 然而在强大的邪恶势力
面前, 他被击垮甚至于为了躲避危险不得不逃离, 其

[ 8] ( P 2)

者能意识到它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
焦虑围
绕权力而展开, 权力是形成 种种焦虑状态 的源头。

实也就宣告了人物抗争的失败, 奋起的徒劳。人物

巡官 里的巡官冯二老师, 听说县长要亲自来巡视

希冀改变现实, 但是, 所有的付 出结出的是矛 盾之

查场, 为了迎接领导的检查, 不顾众人的反对关闭了

实, 信念与理想被现实击碎, 有所作为成为彼在的世
外桃源之梦, 这是官场有为者的尴尬与艰难, 也是清

烟馆、
赌馆, 做好一切准备迎接上级领导的光临, 然
而领导没来, 却引来周围人的 不满, 甚 至被当众羞
辱, 在现实中他只能失去个性与尊严, 让人深感叹息
与无奈。从这些文本中, 我们看到, 作为底层官员对

醒者的无奈。
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存在方式, 权力场所永远
是一个让人解读不尽的人生舞台。在现代市镇小说

形势的判断、仕途的洞察每每失误, 本想逢迎谄媚反
而弄巧成拙, 献殷勤献的不是地方, 想效忠投错了主

中, 不少文本中的人物认为, 惟有走进官场堡垒, 他

子, 试图走向权力场域, 却总是受羁绊, 在一次次的

很难找到出路。在基层权力叙事中, 我们看到想为
民办事的觉醒者只有焦虑无奈, 在官场中勉力维持、

跌落中走远, 正如泰勒所指出的, 唯一可供选择的
似乎是一种内在放逐, 一种自我边缘化

[ 9] ( P 112)

。

三、无奈: 清醒( 意欲有为) 者在权力场中
的尴尬

们的济世之志才有可能付诸实施, 可走进去之后却

举步维艰, 如寒波的 两县长 里的 B 县县长黄刚、
黎锦明的 尘影 里明清县党部常务委员熊履堂等,
身在隐秘诡谲、尔虞我诈的官场堡垒之中, 却坚守正
义, 为官正直清廉, 而他们的结 局都很凄惨: 两县

意欲清廉有为的官员在权力场中, 希冀着自己

长 里的黄刚受命于危难, 于前线困境中扭转乾坤,

能用手中的权力为民办事出力, 然而在强大的官场

却遭遇伪装清明坦荡实则贪污钻营的 A 县县长白
俊民的诬陷, 最后, 不仅被人误解而且还受处分; 尘

堡垒中, 济世之志的付诸实施却遭遇尴尬, 在经受了
道 与 势 的反复较量后, 强霸的 势 使得 道 孤

影 里的熊履堂委员, 与做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斗争,

立无援至无立锥之地, 想做个清廉有为的好官, 不愿

最后因恶势力与上级官员合谋联手, 熊委员被处死。

典当灵魂, 不愿在浊世中沉沦迷失自我, 在现实的角
逐中, 在危机四伏中坚守的艰难, 意欲有为者败下阵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官场与社会的黑暗, 清官们身
处污浊社会现实中, 面对权力体制内根深蒂固的弊

来。孙殿伟的 福地 里写出了 K 镇警察派出所林

端, 依旧力挽之、
拯救之。小说凸显了人物在权力场

所长就任时曾有抱负, 想有所作为, 他看到 K 镇嗜

中坚守信念的举步维艰, 世如浊泥, 而我独出污泥而
不染, 世人皆沉醉于权力与利益, 而我独醒想有所作

赌成风, 世风日下, 欲整顿秩序、改变现状, 却一再地
遭受各种力量的挤对与威胁, 正如林所长自己所感
受到的: 他意识到自己的良知已开始遭遇一个重大

为, 彰显了围绕权力而 弥漫的一种无处不 在的 焦

的试验

厚、结 构严 密、充 满 腐败 成 规却 又难 以 撼动 的 堡
垒 [ 11] 。这些作品里所书写的正直人物在复杂官场

这环境势必要他在 义 与 利 甚或 生

与 死 之间作一个毅然的抉择。

[ 10] ( P509~ 510)

从这里

可以看出清官的尴尬处境与精神痛苦, 在权力漩涡
中心, 林所长欲为民脚踏实地办事却总有一种身陷

虑 , 正如贺绍俊描述的那样, 官场 是一个根 基深

面前的委屈和无奈, 是作家们对正义事业惨遭失败

囹圄之感, 被弄得焦头烂额、疲惫无奈, 他在那个现

后的悲悯和感慨。
权力往往是一柄双刃剑, 既能维护正义, 也能破

实中无法持 道 自处, 兼善济世是行不通的; 在这个

坏公理与良知, 权力不仅是荣耀与欲望的象征, 而且

权力场里的存在, 与个人的才干理想无关, 更不能有
所作为, 只要与权力场中的其他人同流合污, 就会有

直抵人的生存本身。市镇小说的权力叙事体现了作

所作为甚至会活得如鱼得水, 若在腐化中不想蜕变、

家对社会生活和个 体生命的独特 思考与追问。权
力、
权势对小说里的小人物、
底层人物的生活产生了

不愿放弃为官的自我期许与人格操守, 则无法在 福

影响, 使他们被他者所掌控, 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地 中立足。面对以当地绅士李有光为首的关系网,
林所长曾试图坚持自己的信念, 林所长首先不为威

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的不尊重, 是个人在社会中生存
价值意义的失重。市镇小说凸显了权势对人性的压

逼利诱所动, 继而拒贿, 触怒了当地利益群, 最后因

抑, 对个体的规约, 是作家对政 治批判的隐喻 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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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也是对生命和生活遭受的压抑的隐喻批判。作

我们看到作家在市镇权力叙事里描绘自然景观时都

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市镇权力的书写, 由对社会政

充满了诗意, 而在写到权力宰制下人物的生存境遇

治层面的思考最终抵达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探寻,
包含了深切的人道主义和深刻的生命意识, 蕴涵了

时是如此的艰难, 生存形态是如此的不合理, 凸显了
作家对权力的理性批判, 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体

丰富的意义, 具有超越性价值。

悲剧命运的深切关照, 是对权力叙事的反思, 流露出

综上所述, 权力书写彰显了作家们的价值判断

对个人命运的悲悯情怀。

与立场, 是对现实社会和人 的存在的形而 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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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and profit
On t he narrat iv es o f pow er in Chinese moder n t ow n fictions
Q IU Shi y ue
( S chool of Chin ese, H enan U n iversit y, K aif en g, H en an 475001, C hina)

Abstract: T he narr at ive of pow er is a com mon sty le in lit erat ure, which incl udes prof use connot at ions
in Chinese m odern t ow n f ict ions. Novelist s ex press bo th t heir ow n t ho ug ht s and so cial reality t hrough de
pict io n of individuals, and t hus t heir st ands and v 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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