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 urnal of Hebei N o rmal U niv e rsity ( Social Science)

1999年 10月
第 22卷 第 4期

Oct. 1999
V o l. 22 No . 4

论王蒙的政事小说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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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 50年代到 80年代 ,王 蒙的政事小说发生 了从题材、视角、风格等 方面魔术师般的

变化 ,这种变化 体现了作 家对时代政 治生活观察 与思考角 度的不断调 整 ,由 政治关怀转 向文化批
判 ,由国事转为家事 ,由社 会意识转向个体无意 义 ,这种题 材、视角的 横断面上的收缩 ,则真实地体
现了王 蒙思想纵 深的拓展 ,表现出 作家从历史 的、文 化的、精 神的深层 结构、原 型和发生 学意义上
探求当代中国政治沉疴起因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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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 ,王蒙的小 说创作基 本上可以 概括为 两

上获得 的人事 经验 ,它突出 体现了 王蒙 对政治 生活

大 类型 ,一类 是以《青春 万岁》、《恋爱的 季节》为代 表

热切而 持久的 关注 ,对政治 文化中 各种 现象的 深入

的 具有浪 漫主义 品质的 “革 命+ 青春 ”的抒情 小说 ,

思考以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独特的艺术理解和把握。

另一 类则是从《组 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的具 有现

王蒙长 期生活 在革 命政 治中心 ,对 党的组 织生

实主义精 神、社会批 判意识、特殊 观察视角和表现 对

活、机关 行政生活和人事环 境十分熟悉 ,并且对此一

象的“政事小说”。王蒙在创作中魔术师般的变化 ,主

直保持着高度的 职业性敏感 ,尤其在对革命老 干部、

要就表现在其“政事小说”的诡谲多变上。

党组织各级领导 者、机关办 事人员、青年 知识分子的

所谓政事小说 ,自然关乎政治与人事。但它既非

观察与 表现上 ,王蒙 显示出 尖锐的 观察 力和天 才的

严格 意义上 的政治 小说 ,又非反 映一 般人际 关系 的

形象概括力。对于他们的语言、神态、习惯、心理和思

日常 生活小 说 ,而 是表现 特定的 政治 环境中 人们 的

想品质中的优缺 点 ,王蒙都 把握得十分准确和 透彻。

相互关系、处世经验、心理情绪、行为方式、思维模 式

王蒙早期那 篇脍炙人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 轻人》中

和生存 哲学的社会生态或 政治心态小说。 它往往 不

的刘世吾、赵惠 文、林震 ,还 有后 来《布礼 》、《蝴蝶》、

正面 涉及重 大的政 治斗争 和社会 矛盾 ,而是 通过 人

《如歌的 行板》、《春 之声》、《夜 的眼》、《海之 梦》、《惶

们熟知的 社会政治生活中的 常态现象进行典型 化概

惑》中 塑造的一批党的革命 干部形象 ,无论是其内心

括与 提炼 ,从而产 生以 小喻大 ,见 微知 著 ,由 此及 彼

世界 ,还 是音容笑貌 ,乃至下意识的动作 和习惯性的

的社 会和艺 术效果 ,它也 可以看 作是 政治文 化小 说

语言腔调 ,都是地道的 “三八式”的或充满了“布尔什

的一种。

维克”气味的。刘世吾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每当

王蒙的 政事小说是其极具特 色的文学创作的 一

听到情况反 映时的那句“就那么回事”的懒洋洋的口

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小说虽然在主题、形式、风格、

头禅 ;张 思远 (《蝴蝶 》 )得知 要官复 原职 时拉长 腔调

题材 上都有 十分显 著的差 异且处 在不 断的变 化中 ,

“呃”地一声 ,都写透了人物 心理的微妙状态 ,成为中

但它 一般有 特定的 描写和 表现对 象 ,题材多 来自 于

国当代现实主义 小说心理刻画中不 可多得的典型细

王蒙十分 熟悉的党内政治生 活和在机关单位或 社会

节。王蒙近期的政事小说如《组接》、《一嚏千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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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儿》、《夏之波》 ,对 老干部形象、领导模样和官 心

了 “家 政” ,创作 出以《坚硬的 稀粥》为代 表的一 批探

态 的 描写与刻 画 ,则更多地 表现在 对“神”与“韵”的

讨现代“家政体制”的象喻性小说。 王蒙 的政事小说

追 求上 ,而 它们 所 表现 出来 的 那种 典型 的 “中 国 特

在题材 上呈现 出由国 家之事、机关 之事 向家庭 之事

色” ,却依然是呼之欲出而非王蒙莫能写。

演变的 趋向 ,在观察 视角上 呈现出 由社 会政治 观念

但是 ,政 事小说 对于 我们研 究王 蒙现象 的真 正
意义 ,却并不在于它 写了什么或写得怎 么样 ,而主 要

的“外部”审 视向文化心理意识“内部”分析转换的趋
向。

在于 它怎么 写 ,或 者说在 于作家 在表 现对象 时所 采

引起上 述转换 与演 变的 一个重 要原 因 ,则 是王

取的方式、态度及其变化。显然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

蒙政事 小说经 历了从 政治思 考到文 化批 判的发 展。

轻 人》与 《坚 硬的稀 粥》之 间 ,在《悠 悠寸草 心》与《一

王蒙早期政事小 说都有明确的政治 背景和鲜明的时

嚏 千娇》之间 ,在《莫须有事件》与《蝴 蝶》之间 ,在《扯

代特点 ,事件的展开、人物命运的变化体 现着国家政

皮 处的解散及其他》与《欲 读斋志异》之 间 ,王蒙的 政

治生 活运作的 逻辑 ,是作 者“故国八 千里 ,风雨 三十

事小说已经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 ,将 50

年生活和教训”的产物。 80年 代中后期 ,王蒙更多地

年 代那个 透明的 王蒙与 90年 代这个 “雾 一般”的 王

从政治文化而非 单纯的政治意识形 态和政治决定论

蒙区 分开来 ,将王 蒙的前 期创作 与近 期创作 区分 开

的角 度去思 考中国 的“政事” ,更多 地从 中国传 统思

来 ,变化具体表现为:

维形式与文化心 理结构中寻找政治 怪圈、社会 怪圈、

首先 ,记实性、自叙传色彩逐渐 减弱 ,虚构性、象

人际怪圈之 间的因果链。 长篇小说 《活动变人形 》是

征性 色 彩逐 渐 增强。 《组 织 部来 了 个 年轻 人》、《布

王蒙从 政治思 考向文 化批判 转变的 标志 性作品 ,倪

礼 》、《蝴蝶》、《杂色》这 些 80年代中 期以前的作品 相

吾诚在 政治和 学术上 的一事 无成 ,在精 神和肉 体上

当真 实地记 录了王 蒙的革 命历程、政 治际遇 和理 想

的双重 衰败 ,象征着 以家族 宗法伦 理道 德价值 为核

追求 ,今天读来依然 闪烁着现实主义真 实性的魅力。

心的封建文 化体系窒息一切的 罪恶本质。 “家”作为

但 越到 后 来 ,王蒙 的这 类 小说 越具 有 虚构 性、象 征

中国文 化结构 的基础 和深层 象征 ,自然 成为王 蒙政

性 ,并且 大量运 用夸 张、变形、寓言、隐 喻等手 法 ,巧

治反思的逻辑起点。

妙地 利用语 言能指 和所指 的双重 功能 ,不仅 渐渐 消

王蒙近 期的政 事小 说 ,更加明 显地 表现出 一种

隐了 王蒙的 自我形 象 ,而 且失去 了具 体明确 的针 砭

整体的政治 —— 文化 反思和一种复合 的心理 —— 思

对象 ,主题也变得模糊和宽泛起来。例如王蒙近期的

维剖析的努力。《一嚏千娇》对具有强烈的仪式、虚伪

中 篇小说 集《球星奇 遇记》 ,其 中有大 部分篇 什可 以

性政治官僚语言、神态、动作模式化、夸张化的 刻画 ,

解 读成一 幅当代 政治文 化心态 的“心 电图 ” ,但又 辞

尤其 是对政 治流行 术语、“革 命词汇”娴 熟自如 且具

锋闪烁 ,有所指又 无所指 ,似言 在此而又意在 彼。 在

有反讽意味的运 用 ,揭示了 权力占有欲、政治语言拜

《现 场 直播》、《阿咪 的故 事》、《话 话 话》、《坚硬 的 稀

物 教对人 格的毁 灭力量 ;《夏之波 》、《欲 读斋 志异》、

粥》等小说中 ,中国当代社会特 有的政治人文景观 隐

《话话 话》、《坚硬的 稀粥》的共同 题旨则 是写出 了社

喻 成“家 政故事 ” ,而在《蜘蛛》和《欲读 斋志异》等 小

会 与生活 变革中 由于“政治大 道理崇 拜症”和“主义

说中 ,人事与政事干脆幻化为神狐鬼怪虫兽之事。王

讨论 癖”而引起 某种精 神虚妄和 茫然无 措 ; 《球 星奇

蒙越来越善于掩饰他真正的指涉对象。

遇 记》、《蜘蛛》写的是 个人荒 诞不经 的发 迹升迁 史 ,

其次 ,题材和视角经 历了由宽到窄、由外向内 的

寓言的却是政治 游戏规则及这个规 则下的国民劣根

变化过程。如果说王蒙的早、中期政事小说 (如《组织

性 ; 《神鸟》与早 些时候 的《黄 杨树根 之死》有异 曲同

部 来了个 年轻人》、《最宝 贵的》、《布礼》、《悠 悠寸 草

工之妙 ,只是更接近精神写 意 ,二者都把 某些人因时

心 》、《相见时 难》等 )在 题材的 选择上 是采用 社会 政

来运转而引起的 自我膨胀、自我昏聩、自 我分裂的人

治生 活的长 镜头 ,因而在 相当程 度上 还具有 鲜明 的

格 病变过 程写得 入木三分 ;《庭院深 深》、《名医 梁有

时代 政治氛 围和政 治小说 的某些 特点 的话 ,那么 王

志 传 奇》十 分有 趣地 挖掘 了“阔脸 心理 ”与“名 流意

蒙 中 期后的小 说 (如《冬天的话 题》、《名医梁 有志 传

识” ,作 者通过 人物政 治落 难后尴 尬、落魄、谦卑、猥

奇》、《庭院深深》、《要字 8679》等 )则相对收缩了 观察

琐心理 与得势 后矜持 自得、暗逐 虚名、好 为人师、虚

视角 ,在 取材上集 中于 某部门、机 关、单位的 政事 情

与委蛇心 理的对比 ,一下子就把“大家”、“名流”阴暗

态与人际纠葛。到了近期 ,王蒙则将 兴趣更多地转向

自私的灵魂端到了亮处 ;《冬天的话题》、《要 字 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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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 过好事 之徒在 莫须有 事件上 捕风 捉影、倾轧 内

死 ,他因“文 祸”而成为为 之献身的事业的“敌人” ,至

耗 的 故 事 ,批 判 了病 入 膏 肓 的“异 即 敌”、“非 白 即

少是异己 ,这个教训他以后耿耿不 忘。

黑”、“有我无他”的病态思维和 价值判断逻辑… … 总

特别值 得一提 的是 王蒙 的新疆 岁月 ,它不 仅是

之 ,王 蒙对 政 事的 思考 ,已 经 贯穿 了 对人 们社 会 心

王蒙政 治蒙辱 生活的 具体展 开 ,也 是他 重新设 计人

理、政治本性、语言结构、精神图式、价值逻辑的一 系

生与政治策略的开始。 1963年王蒙在新疆伊梨巴彦

列文化思考。

岱当了农民 ,伊梨与北京远 隔八千里 ,是 王蒙与故都

最 后 ,小 说风 格由悲 剧、正剧 形式逐 渐向 幽默、

的情感距离 ,也是政治距离 ,因这距离而 导致的人生

喜剧形式过渡。80年代初 ,王蒙创作 的绝大部分作品

由明转暗的伤怀 ,王蒙自己应最能 体味。中国文人墨

多以悲 剧或正剧形式出现 ,它们虽然因 为作者“性 喜

客离乡 别井之 恸 ,从 来不单 是离妻 别子 的世俗 情感

幽然”的天性而不 乏喜剧和幽然因子 ,但在整体上 却

的反映 ,也是“忧谗畏讥”、“进亦忧退亦忧”的政治情

体现 着理想 主义的 庄重和 现实主 义的 冷峻 ,那篇 被

感的反映 ,其中有掩饰不住的人格 被贬的悲怆。王蒙

认 为 较 早 体 现了 王 蒙 喜 剧天 赋 的 《买买 提 处 长 轶

后来在回忆 这段岁月时所自况的 “逍遥之乐”多半是

事》 ,从严格 意义上还并未将生 活中的笑料提升到 幽

一种 自我麻 醉 ,而 他一开 始就“自愿”选 择去新 疆劳

默的 本质上 去观照 ,王蒙 的浪漫 在这 个时期 还不 过

动之举 ,一方面的确抱有改 造自己思想的进取 愿望 ,

是用热 情装扮起来的严肃。 但从 80年代 中后期起 ,

但在另 一方面 却隐含 了一个 很深的 动机 ,即尽 快从

王 蒙逐渐将其早期小 说《风息浪 止》、《莫须有事 件》、

感情上 摆脱政 治失意 的尴尬 ,避免 以后 更大的 政治

《黄 杨树 根之 死》以 及一 系列 微型 讽 刺小 说中 局 部

奚落和身心 伤害。 “处江湖 之远 ,亦忧其 君” ,不是既

的、表层的喜剧、闹剧、荒 诞剧色彩 ,发展成一种内 在

能在肉体上自保又能在精神上自傲吗?

的 叙事 风格和 美学精 神 ,例 如《一 嚏千 娇》、《球星 奇

其实 ,王蒙对 严峻 政治 斗争近 乎本 能的尖 锐敏

遇 记》、《蜘蛛》、《十字架上》这类小说 ,在对社会与 政

感 与自 我保 护能 力 ,即使 是 在他 做“组 织部 的 青年

治现象审 视态度上 ,王蒙整体上采取了 一种幽默、夸

人”时 就表现出来了 ,他当时欠缺的只 是自我伪装与

饰、戏谑的方式 ,在现实主义基色 中融入了现代主 义

平衡的成熟罢了。《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

常见的反讽与隐喻特点。

人》一直 被看作 是王蒙 “少 共”时 期缺乏 思想深 度的

究竟应 该如何理解王蒙政事 小说及其发展变 化
呢?

幼稚之 作 ,但 我们倒 隐隐觉 得王蒙 在这 两部作 品中
已经觉察到当时 坚定、严肃、饱满的革命 内容正在被

或许 ,暂且绕开这个 问题 ,将思 考问题的角度 进

庸俗、虚浮、空洞、无效的形 式包裹的危险。 《组织部

行一次跨 时空的转换 ,对于我们从更深 刻的历史、社

来了个年轻 人》中多思 的林震、《恋爱的季节》中敏感

会、政治 的原因中 去理解 王蒙创 作思 想的隐 衷与 矛

的钱 文 ,都 似乎有 青年王 蒙警 惕的影 子。 今天 重读

盾会更富有启示。

《组织部 来了个 年轻人》 ,尤其是重 新认 识刘世 吾这

王蒙 人生观、创作思 想变化 的真正 起点是 1957
年 ,这个时期有三件 大事对王蒙影响至 为深远: 一 是

个形象 ,对于理解上述结论 ,理解王蒙后 来政事小说
变化的隐含意味是极富“解码”意义的。

反 右斗 争的 开 始 ,王蒙 因发 表 《组 织 部来 了个 年 轻

关于刘 世吾这 个形 象的 性质 ,评论 界一直 聚讼

人》 ( 1956年 )而获罪 ;二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 赫鲁

纷纭 ,王蒙本 人亦闪 烁其 辞 ,从未见 正面 的解释 ,他

晓 夫的秘 密报告 对斯大 林主义 的“修 正” ;三 是王 蒙

只 是 说 “无 意 把 刘 世吾 写 成 麻 木不 仁 的 官 僚主 义

离开政治 中心北京去新疆边 地 ,开始了 长达 16年 的

者”、“我 也知道刘世吾 有许多正 确的地方。”〔 1〕 至少 ,

“思想改造”生涯。这三大事件意味着: 中国和苏联政

作者从来没有承认过刘世吾就是官僚主义者。那么 ,

治生 活中严 重的问 题与危 机已经 暴露 ,漫长 严酷 的

刘世吾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象? 他的正确 之处又在哪

政 治冬天已经来临。 一大批 忠诚的“少 共”被逐出 政

里呢? 笔者认为 ,刘世吾的正确 ,从根本上 说就是体

治 中心和 革命阵 营 ,以 “重 放的鲜 花派”为代 表的 青

现了对 官僚主 义较早 的觉悟 ,在这 一点 上他与 林震

年作家群 因敢于暴露和抨击 党内生活的弊端而 横遭

并无两 样 ,不 同的是 ,他 在党 内工作 时间 较长 ,对党

厄运 ,王 蒙这位共 产主义 事业狂 热的 追随者 因披 露

内 生活 中不 正常 现象 司 空见 惯 ,他那 句 “就 那 么回

“组织部”的问题亦未能幸 免于难。 被划为右派客 观

事”的口头 禅表现 出他对 革命工 作松散 状态的 习惯

上 意味 着王 蒙梦 想做 职 业革 命家 的 道路 已经 被 堵

性疲劳 ,同时 又未尝 不是一 种明哲 保身 的圆滑 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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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回天 的悲哀。 他对革命工作那 种提不起劲头的 精

学会了自我生存、自我平衡 的本领 ,维族 人民浪漫幽

神状态 ,既是他革命 意志衰退的症兆 ,又是对党内 不

默的 天 性 ,既是 一种 乐 观、超脱、 珍惜 生 命、热 爱生

正常现象的消极抵抗。只是他老于世故 ,没有林震那

活、善 待同类 的宽容 精神 ,又 是一种 绵里 藏针、自我

么幼稚与不辨深浅罢了。

保护的 人生策 略 ,既 是维族 人民真 善美 品德集 中而

但 是 ,王蒙当 时并没 有把“组 织部”的问 题想 得

又独特 的体现 ,又是 维族人 民在艰 苦的 社会和 自然

很透彻 ,他对林震、赵惠文、刘世吾都很惶 惑 ,但他 又

环境 中无可 奈何的 “退 后一步 ,海阔 天高”的生 活哲

不乏政治 敏感和直觉 ,他苦恼的是表达 思想的方式。

学。 这种哲学成 为王蒙《在 伊犁》系列中 的人物苦难

偶然读到 一位美国学者评价 马克斯· 韦伯政治 态度

生活的 安慰剂 ,也成 为王蒙 自己度 过人 生危机 的精

的 观点: “一 方面 ,在他所 处的时 空环 境里的 真正 困

神凭借。

难面前 ,另一方面 ,因敏锐地意识 到政治网络中是 应

第二 ,王蒙的 幽默 是对 生活的 一种 宽容理 解精

予考 虑的所 有线索 和关系 ,从而 产生 的思想 顾虑 面

神 ,是 一种有 分寸的 干预 ,怀 善心的 热讽 ;一种 人民

前 ,韦伯 采取 了调和 折衷 的态 度。”〔 2〕王 蒙面 临的 正

性、民 主性和平等感 ;一种智力的优越 感 ;一种与 “一

是相同的 矛盾 ,一方 面 ,他并未成 熟到足以对刘世 吾

切谬误、误会、失 度保持 距离 ,与自 己的 局限保 持距

现象 做更深 入地分 析和更 细致地 把握 的程度 ,另 一

离 ,与 自己的私心、私欲保持距 离”〔 4〕 的清明、健康的

方面 ,他 可能还意 识到做 出过于 明晰 有力的 判断 的

心态 ; 一种对 板起面 孔说 假话、大话、空 话的堕 落文

某种 政治风 险 ,于 是王蒙 有了林 震式 的说不 出的 别

学进行抗争的方 式 ,或者从 更高的意义上说 ,是对悲

别扭扭的感觉 ,有了刘世吾这个模棱两可的形象。多

剧与 苦难进 行超越 的方式 ,体现 了人类 “泪 尽则 喜”

年以 后 ,王蒙感叹 道: “尽管回头看《组织部来了个 年

的精神上升规律。

轻 人》以及 散文《新年》使我 伤感 ,使我 含泪微 笑 ,使

第三 ,王 蒙的浪漫幽默又常 常是宽容与刻 薄、庄

我 壮 心 不 已 ,然 而 , 同 时 也 有 一 种 麻 木 和 隔 世 之

重与戏谑、劝喻与揶揄、婉讽与调侃、张扬与掩 饰、进

感。”〔 3〕 这里 ,王蒙 不是 也有那 么一 点刘 世吾 式的 疲

攻与 防守、认真严 肃与玩 世不恭 的混合 物 ,“是 用笑

倦了么? 但是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毕竟是一部直

的手段平息着 沉淀着躁狂的灵 魂” , 〔 5〕正如 李子云女

面人 生的现 实主义 力作 ,尽管当 时年 轻的作 者内 心

士所 言: “是在 幽默诙谐 的外 貌下 ,回避 自己感 受到

深 处有一 些“剪不断 ,理还 乱”的思想 矛盾和 感情 纠

的更尖锐的 问题 ,掩饰自 己内心更深刻的激 动” ,“问

缠 ,但他 不回避 ,不隐 讳 ,把认识 的欣 悦和情 感的 苦

题的严重性、严肃性在笑声 中被冲淡了 ,这种笑声中

闷一 股脑全 端出来 ,让读 者自己 从形 象的客 观意 义

的讽刺是只触及皮毛而未及肌骨的。”〔 6〕

上去 思考和 判断 ,全无王 蒙后来 政事 小说创 作中 让

通过对 王蒙政 治命 运、思想与 创作 风格变 化的

“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的消极防御心理。《组织

上述粗 略考察 ,我们 不难发 现王蒙 政事 小说变 化的

部 来了个 年轻人》发表 后所产 生的强 烈反应 以及 它

内在关系。

在当 代中国 文学史 上被公 认的地 位 ,都足以 证明 王
蒙这部成名作的现实主义胜利。

依王蒙 的才情 素养、聪 慧敏锐 以及 丰富的 人生
阅历和 政治经 验 ,他 是最有 潜力成 为中 国当代 有大

我们再来看王蒙政事小说中的浪漫 与幽默。

眼光、大境界、大力度的优秀政治小说家的。然而 ,他

幽 默风 格 是王 蒙小 说 创作 后期 的 一 种典 型 风

甚至从 未写过 一部严 格意义 上的政 治小 说 ,他 一直

格 ,但在王 蒙早期小说中 ,如《小豆 儿》、《春节》和《青

谨慎地 回避着 这一点 ,他 选择了 温和、幽 默、善 变的

春万 岁》 ,却是只有浪漫而不 见幽默 ,在 《组织部来 了

政事小 说 ,并 愈来愈 失去他 青年时 代直 面人生 的锐

个年轻 人》中则是 只有板直和正直了 ,但随着作家 对

气和勇气。 王蒙的政 事小说在表现形式 上趋向幽默

当代 政治文 化思考 的深入 ,对自 我生 存荒诞 境况 体

化、荒 诞化、寓 言化、象征 化、家常化 和非 政治化 ,从

味 的加深 ,尤 其是经过 “文 化大革 命”灾难性 的社 会

某种意义上 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栽过跟斗”的小说家

动荡 ,幽 默才不仅 作为一 种美学 形式 而且作 为一 种

对 “文网”、对 “棒 子”、对“政治麻 烦”的惊 悸和审 慎 ,

人格内容 成为王蒙整个文学 创作中表现和被表 现的

他的小 说技巧 的圆熟 和日益 隐晦 ,与他 的政治 经验

对象。 对于王蒙 ,幽默的本质是什么呢?

的日益圆满和思 想情感日臻老境存 在着某种对应关

第 一 ,王 蒙在 新疆 16年 最大 的收获 之一 ,就 是

系 ,作为 一个对中国政事洞 若观火的小说家 ,他曾有

从 维族人民乐 天知命 的“伟大的塔 玛霞尔 ”① 性格 中

一番 心得: “幻 化、荒 诞化是 把小说 与人 生间离 的重

吴澧波

曹书文

论王蒙的政事小说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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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手段。”“间离了 作者 才能自 由 ,完全 地写实 ,写 作

官僚主义已不足 囊括今天社会政治 生活中的更尖锐

本身 变成了 一种介 入、投入、乃至 变成 了一种 舆论、

复杂的问题 ,王蒙政事小说 不断变化 ,体 现了他对时

一 种`大 众传播 ’ 、一种`态度’ 、一种`站队 ’ ,就必 然

代政治 生活观 察与思 考角度 的不断 调整 ,由政 治关

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涉嫌不敬 ,涉嫌溢

怀转向文化批判 ,由国事转 向家事 ,由社 会意识转向

美 ,涉嫌揭人阴私 ,涉嫌泄己私愤 ,涉嫌造 舆论 ,涉 嫌

个体无 意义 ,这种题 材、视角 的横断 面上 的收缩 ,则

〔 7〕

呼应直 至涉嫌提倡异端 与犯上作乱 … … ” 因而 ,只

真实地 体现了 王蒙思 想纵深 的拓展 ,表 现出作 家从

有变 形、幻化、荒诞化 和间离 ,王 蒙的 政事小 说才 可

历史的、文化 的、精神的 深层 结构、原型 和发生 学意

能避免纯 粹的政治小说那种 强烈、鲜明 的现实性、针

义上探求当代 中国政治沉疴起因 的一种努力。 而对

对性、批判性而招 致的“对号 入座”的兴 趣 ,实现身 处

于王蒙的浪漫 幽默性格 ,我 们总的理解是 —— “这种

政 治急流 中的知 识分子 “不 撄而治”的 社会理 想 ; 才

性格在 我们的 文明中 是人们 披上的 一层 硬甲 ,它帮

可能 使他在 对政治 文化心 态进行 剖析、对各 种艺 术

助人们抵御欲望 的冲动 ,抵 御吸引和拒斥的冲 运 ,这

表现 形式进 行探索 的同时 ,挥洒 天马 行空的 文学 创

种硬甲 本身就 是一种 社会历 史的产 物 ,并且它 不仅

作才华 ,进而求得艺术审美创造的宁静和愉悦。

仅起着保护自己 的作用 ,同 时 ,也是发动 某些进攻的

但我们 也必须同时看到王蒙 政事小说十分积 极

必要装备。” 〔 8〕

的 意义。 时代在变化 ,“政事”在变化 ,“组织 部”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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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ang Meng 's stories with political
polemics and their changes
W U Li -po

CAO Shu-w en

( Chin ese Depar tment , He’ nan N ormal U niversit y , X inxiang 453002, China )

〔 Abstract〕From 50 's to 80 's, Wa ng Meng 's sto ri es wi th politi cal polemics hav e magically changed i n t erms of subject mat t er , perspectiv e , and st yle , w hi ch dcmonstrat es that the
w ri ter has had a shif t of perspectiv e f rom po li tica l concern t o cudtaral cri ti que. W ang explored the genesi s o f china 's po li tica l diseases f rom the deep st ruct ure of hi sto ry , cul ture, and
spi ri t. The tremendous changes i n his sto ri es reflect t he changes in al l aspects o f lif e-political, cult ura l, famil y as w ell as social v 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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