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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宇宙无序性的一种领悟与艺术表述
— — 评铁凝的《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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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铁凝的中篇小说 《木樨地》传达了独 特而深刻的哲学意 味 ,表述了作 家对于宇宙秩序

的一种 感悟 ,尤 其是艺术 化地揭示了 宇宙秩序中 的无序性 特征 ,从 而大大超 越了铁凝小 说一贯的
人生视角、女性视角以及社会批评 视角等。 在艺术结构上 ,作家也进 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从而实现
了铁凝小说创作上的一次较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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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 术的本 质 ,本 人曾运 用全 息论的 眼光 和

和潇洒 )。我们却完全可以从以上引文中她所使用的

方 法 ,作 出过一 种较为 新鲜的 表述 ,认为 “艺 术从 本

“种种 气息”以及 “一切 陌生的 熟悉”等概 念中 ,轻而

质上就 是宇宙物个体间交 流互感的全息传导 系统” ,

易举地捕捉到她 实际上在创作的思 维指向上的宇宙

艺 术“源于人类 对宇宙的最深层体 验” ,“艺术创作 是

化追求。因为就在这 篇短文同期的杂志上 ,她还发表

〔 1〕

人 类对 宇宙世 界最 高体 验的结 果”。 其 实 ,这样 的

了 短篇小 说《世 界》 ,我认 为: “这是 一篇 非常典 型的

观点也 许并不能算是我个 人最早的独创 ,早在《吕 氏

具有高度宇 宙意识的作品。 从`世界’ 这 一代表作品

春 秋》中 ,古人便 提出“精通乎 天地 ,神覆 乎宇 宙”的

基本意象的主语 词已可窥见作者在 意象生成和作品

审美 主张。 当代作家贾平凹也 曾说过: “艺术家最 高

构思过 程中的 较为自 觉的宇 宙化追 求 ,尤其是 把人

的目 标在于 表现他 对人间 宇宙的 感应 ,发掘 最动 人

的现 实感 觉 主动 沉 入宇 宙 化体 验 的艺 术 把握

的 情趣 ,在存 在之上 建构 他的 意象世 界。”

至于 本

… … ”〔 4〕那么 ,艺 术的最高境 界究竟是 什么? 在我看

文所 要评论 的女作 家铁凝 本人 ,也曾 在近期 的一 篇

来 ,正是这 种“完全超越 了社 会现实 层面、伦理 道德

短 文中表 达过这 样的意思: “写作 是不 容易的 ,作 家

层面 以及意识 形态层 面”的具有 高度哲 学意义 的乃

通过 自己讲 述的故 事 ,不 仅要让 读者 感受他 们熟 知

至超 哲学意 义的 审美创 造。〔 5〕 铁凝 近年 的小说 创作

〔 2〕

的种 种气息 ,还须 有本领 引读者 发现 他们没 有能 力

(尤其 是中短篇 ) ,正在逐步 向这样的境界迈进 ,而其

发现和表 述的一切陌生 的熟悉。” 〔 3〕我 们当然不能 要

较早具有明显宇 宙意识和宇宙感悟 的作品便是创作

求每一位 作家把他们已经深 深感悟到并已经亲 身实

于 1986年下半年的中篇小说《木樨地》。

践着的一 些属于理论性的问 题都能用十分专业 的话

《木 樨地》几乎是 被所有批评家们都 轻易放逐出

语表述得 那么准确严谨、明朗透彻 ,尤其像铁凝这 样

批评视 角之外 的一部 本有独 特价值 的重 要作品 ,那

的 纯粹以 其灵性 为优长的 年轻女 作家 (从铁 凝的 许

是因为 人们过 于看重 铁凝小 说的人 生视 角、女 性视

多谈创作 的文章中你大概常 能感觉到她对理论 问题

角以及 社会批 判性等 ,这些 尚属传 统视 角中的 浅表

表述 的吃力 和稚拙 ,尽管 她的小 说语 言是那 么畅 达

意义的 方面 ,而却恰 恰忽略 了一个 天生 富有灵 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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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秩序便是充 分自由的、真实的和有创造生 机的 ,

对于 《木樨地》这部近乎奇特 的作品的研读使 我

秩序总 是顽强 地、无 所不 在地制 约着 人、规范着 人 ,

发觉 ,作品中的独特 而深刻的哲学意味 ,在于其中 所

而人也 在本能 地、不 断地 破除秩 序、逃离 秩序 ,人是

表述 的是作 家对于 宇宙秩 序的一 种感 悟 ,而 且尤 其

如此 ,其 它一切的宇宙个体 包括社会现实、自然现实

是艺术 化地表述了宇宙秩 序中的无序性特征。 传 统

等也都是如 此。 这也许就是《木樨地》的 超哲学意味

哲学 早就告 诉我们 ,物质 世界的 基本 存在形 式就 是

和深层内涵。

时间和空 间 ,那么 ,这种存在于时 间和空间之中的 物

小说的 直接发 生背 景是 一场大 地震 ,这显 然从

质世界就必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秩序。然而 ,传统哲

根本上表明了 宇宙自身的无序性。 这是 一场宇宙内

学又往往 只看重或只强调世 界的结构形态和正 秩序

部基本构造的动 乱 ,而这种 较大规模和程度的 动乱 ,

发 展的 一面 ,即所谓 “规 律性”的一面 ,“春夏 秋冬 四

无疑给自然界以 及人的社会生活带 来十分直接的和

季 的依 次 更替 ,昼 夜的 循 环 ,生物 有 机体 的新 陈 代

较多方面的 混乱 ,导致自 然与人生的全面失 序。 “连

谢 ,以及 社会从低 级形态 到高级 形态 的发展 等等 表

着多少天 ,母鸡清晨打鸣 ,孩子半夜嚎 哭。 村口老槐

明 ,一切物质的运动、发展过程都 具有某种一定不 移

树上又贴起 了`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 的

的基本秩 序 ,就是物 质本身所固有的本 质的、必然 的

告示 ,”而且 ,“市内那 座著名书院中的千年 翠柏被一

联系 ,就是物质运 动的规律性 。” 然而 ,现代科学 与

阵旋 风连根拔 起 ,”终 于 ,“七 月的一 个夜 里 ,丑 时刚

哲学表明 ,宇宙世界 许多的时候是处于 非逻辑、非 规

过 ,平 易市的 暖壶盖、锅 盖们 忽然啪 啪地 蹦跳起 来 ,

律和无 秩序之中的。 局部逻辑总 是要淹没在总体 的

那些依 偎在背 静胡同 的老房、旧墙 也吱 吱地齐 声怪

非逻 辑中 ,而总体 逻辑又 常常渗 透在 局部的 非逻 辑

叫。 接着 ,一 阵狂躁的、仿佛自地心迸发的 运动将清

中 ; 必然总是寓于偶 然之中 ,规律 亦总是包含于非 规

醒的和不清醒的 人全部颠下床来。”这样 的描述显然

律中。 正是 这种逻辑与非逻辑、有序与无 序、偶然 与

在本部作品中并 不简单地只是作为 故事的开端和引

必然、规律与非规律 的错杂交织 ,就构成了一个丰 富

起 ,也 不只是 对地震 余波以 及地震 前兆 的客观 的细

多彩、千状万态的宏阔天宇和茫茫时宙。《木樨地》正

节描绘 与渲染 ,而是 具有着 引领读 者进 入作品 的整

是以 一个艺 术家的 高度敏 锐 ,领 悟到 的宇宙 的那 种

体深层内涵的导向作用的。此后 ,整部作品中的那一

无序的一面。

系列由 之而起 以及向 前后伸 延的荒 诞 ,都让接 受者

〔 6〕

仅从 故事表 面看 ,这 篇小说 似乎 只是写 了一 个

不断感受着那失序的陌生感、新奇 感和审美的快感。

普 通庸常、一 事无成又 近乎行 为荒唐 的戏 剧“编导”

小说的全部情节 设置、结构 组织、人物 个性以及

老万大半 生所遭遇的和由他 自己制造出的那许 许多

人物的 内心情 状、思 维活 动、行为方 式等 等 ,全 都意

多无意 义的或者荒唐无稽 的琐事。 从社会学批评 以

在从整体上表 明一种状态的秩序。 先从 看似十分简

及意识形 态的角度似乎很难 从中看出什么明确 的奥

单的人物称呼 上来分析。 小说中的主人 公自始至终

义 ,这也正是这部小 说一直被批评界所 冷落的原因。

只有姓而没 有名 ,他姓万 所以一直被称呼为 “老万” ,

然而 这确实 是一部 难以用 传统视 角去 把握 ,也难 以

而唯一可作为他 的名的则是他的奶 奶和村里人们按

用通常的眼光一下子看透的东西。

排 行 管他叫 “老 一”。 这里 ,“万”和“一”本是两 个数

我 认为 ,《木樨地》正 是以一 种非 常规的 话语 秩

字 ,而其 中一个通常表示最 多 ,另一个则 常用来表示

序 ,建造和凸现了一 个艺术化的无序的 世界 ,一个 把

最少 ,作者在 小说中 用它们 来同时 作为 一个人 物的

世界的无 序性以特定的艺术 的秩序呈现出来艺 术的

称谓 (即 代码 ) ,这 并非一 种随意的 贴置 或者一 种不

世界。在这里 ,秩序是相对 的、表层的 ,而无序则是内

自觉的 偶合 ,我们已 经可以 从中发 现其 多重哲 学意

在的、本质的 ; 表面的秩序支撑着 无序、包 装着无序、

味。 首先是人的被数 字化、代码 化 ,这是现 代文明中

表现着无 序 ;而内在 的无序又不时地跳 出秩序、摆 脱

人的异化的一 个重要表征。 本人曾在一 篇小文中谈

秩序、反抗秩序。这是这部小说的话 语结构与故事以

到: “就 整个当 今世界的 科学 思维来 看 ,其最大 的特

及情节与 人物等各艺术要素 间的复杂而奥妙的 组构

征就是 一切都 可以被 数字化 或用数 字来 代替 ,然后

关系 ,作 品的基本 内涵也 正是从 这种 奇特的 组构 关

将数字按照特定 公式加以演示 ,其结果误差越 小 ,就

系中发 散出来的。 而且 ,对于小说中的主 人公来说 ,

越正确。 世界一切事 物包括人类本身都 可被化为数

在秩 序之中 总是显 得呆板 痴滞甚 至荒 唐 ,而 一旦 逃

字 ,也都 充满了数字 ,而所有科学也都只 相信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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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或具有数据特征及意义的模式模型 。所以 ,我认

“你在发烧 ,你应当先吃药。”米良说。

为 可以把这样的思维称 之为`数学 型思维’ ,这种`数

“莫非你就不烧? 你先吃个给我看。”老万反

学型 思维’ 的根本 特征就是首先要把 世界的一切 (思

驳着米良。

维 对象 )分散或 个体化为数字 (包括抽象概念 等等 ) ,

这似乎 不是一 段老朋 友的对 话 ,而 成了 一段佛 家禅

然 后加 以数 字 化的 推演 (包括 判 断、推理 等思 维 过

语 ,同时 他们的会面完全没 有久别重逢的那种 喜悦 ,

〔 7〕

程 ) ,从而得 出一定的结 论。” 这当然 是谈论思维 模

而仅仅是一 种历史的回逆 (失序 )。 小说 紧接着写两

式问题的 ,但也正好 涉及到了在这种普 遍思维之中 ,

个人物的心理:

人常被异化为数字的问题。因而 ,《木樨地》中的主人

米良不再言 事 ,挂上听 诊器为老万听 心脏。

公用 两个表示最多和最 少 (以及最大 和最小 )的 数字

面对激动的老万 ,他想到人 是逃避不了什 么的。

作 为其 名称 ,实际上 就具有 了象 征意义。 “老 万”和

战争使 他和老 万各 奔东 西 ,灾 难又 使他们 在废

“老一”在 此还不 仅仅是主 人公个 人的 名字 ,而是 具

墟上相遇 ,他不知道应该 悲还是应该喜 (心理失

有了抽象 性的涵盖力 ,具有了更为普遍 的代表性 ,他

序— — 笔者注 ) ,更不 知老万为什么对 他充满着

既 是“一”又是“万 ” ,既是有血有肉的人 ,又是干巴 巴

敌意。

的数。其次 ,这种 “万”和“一”的绝对 矛盾的数字统一

老万闭起眼 睛不再看米良。 当米 良又把他

于一体 ,就从数上表 明了序的颠倒 ,也就是一种更 深

唤醒时 ,一种莫可言状的失败 感便朝他袭来。你

层的最 根本的失序。 世上的事物 往往就是这么难 解

自报家门吧! 你自报历史吧! 不 ,如今他已无法

难 分 ,“一”就是“万” ,而“万”也便是 “一” ,“万”包 含

自报 ,因为米良就站在他 眼前。 这个人 ,这个耳

着 “一” ,“一”也同 样包含着 “万” ,复杂 之中有 单纯 ,

朵上塞着听诊 器的人便是他的活 档案。 这人仿

单 纯之中 也蕴含 着无限 的复杂 ,仅从 《木 樨地》的 主

佛就是 为了说 明老 万而 来 ,就 是为 了证实 老万

人公的称谓中 ,我们也正可发现这样的“复杂”。

曾经有过的年代而来。

在小 说中 ,这种 “失序”还有一个最表 层的、最 简

而当我们再把老 万从小离家出逃 ,跟踪大 绿菊 ,

单的细节 上的表现 ,就是主人公的口语 ,他常常顽 固

后又投入战争 ,莫名其妙地 当上了编剧 ,后又到北京

地 把一些词语颠倒 起来念 ,如: “发 沙” (即沙发 )、“喷

进修 ,在 北京坐公共汽车连 到站也不知道在哪 儿 ,以

式 器” (喷气 式飞机 )、“英雄 无地不 适用” (英雄无 用

及后 来 的文 革、地震 等 过程 整个 串 联起 来感 觉 ,宇

武之地 )、“无事非生”、“坦白从严”等等。小说中还巧

宙、人 生的荒诞性、无序性便更加清晰 强烈。 其中还

妙地告诉 读者 ,有时 这种字序的颠倒 ,却能产生一 种

有许多 细节都 从不同 的角度 在表述 着这 样的意 味 ,

更 加丰富的意义 ,如“成 大集”倒着读 便是“集大 成”。

如“他觉得 棚子正 在倒 下去— — 不 然就 是他正 在倒

看来世界有时也就需要颠倒一下的。

下去” ,这显然 是感觉的失序。 还有“可是我没 有死!

至于 人物的 心理 和行为 ,那 就更 是反常 与失 序

同志们 都知道 我的老 毛病: 心脏跳 着跳 着就会 停止

了。 地 震中老 万正在 震中城 市朋 城 ,他本已 逃了 出

一阵。”这是生理的失序。而众多揭示心理失序之处 ,

来 ,人们也都在向外 面疏散 ,而他 却又十分顽固地 再

又往往贯注着更为丰富的哲理内涵 ,如:

回到朋城 ,正如走入卡夫卡的城堡。他终于回到了朋

你自报家门吧! 你 自报历史吧! 老万终于等

城 ,却 无所 事 事 ,被医 疗队 强 行看 守 并治 疗他 的 体

到了这一刻。他 挥手向左边推动着自己的头发 ,

弱。最后本为救人而来的医生米良却不幸病逝 ,无所

大睁起双眼 ,向那老者报告 着自己 ,一 个崭新的

事事的 老万却活了下来。 老万的 反常的思维有时 却

自己。一切都是 崭新的 ,唯有他的职业如故 ——

真能 道出人 们预料 不到的 事实 ,如他 和医生 的一 段

“编导”。

对话:

那老 者和少 年漠 然地 望着老 万 ,并没 有因
“这么说 ,真的是你? ”他又问老万。
“这真的是你?”老万问米良。
“是我。”米良说。
“我也是我。”老万说。

这突然出现的“编导”而振奋精神。
他们 的漠然 令老 万惶 惑: 难 道他 们不 相信
他的诉说?
他又 一次向 那老 者报 告着自 己 ,一个 崭新

“你的身体很弱。”米良说。

的自己。那老者和少年 更加漠然。他们弄不懂眼

“也不一定你的就好。”老万说。

前这个生人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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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审 美内涵 ,使形 与神 谐调、内与 外一 致、表 与里
契合。〔 8〕《木樨 地》就是运 用了艺术的 多种手段 ,谐调

有怀疑 ,却也没有认可。
是 的 ,没有 认可。 这 态度 深深 地打 击着 老

统一地创造了其共同的哲学意味。在结构上 ,也同样

万 ,他的心比往日 要重。 他发现 ,当他摆脱了 怀

采用了 打乱时 序的手 法 ,客 观事件 之时 空和顺 序的

疑时 便也摆 脱了 认可 ; 当不 再有 人证明 他吃 过

跳跃看 上去毫 无规律 ,作者 把原本 的正 时序发 展的

人肉时 ,也不再有人证明他是编剧和导演。他是

故事全部拆卸得 七零八落 ,然后再加以任意拼 接 ,从

一张白 纸。 是谁说过一张白纸 好画最新最美 的

而在结构上也让 读者进一步感受其 中蕴含着的无序

图画? 可他却不知该拿这张白纸怎么办。

性。 这部小说的结构 交错和事件拼接不 同于通常的

艺术是 整体的、系统 的 ,一部小 说的文本就是 一

蒙太奇结构法 ,它是有自己 独特的深意的 ,正是这种

个完 整的艺 术的世 界 ,它 的内涵 是从 整体上 也就 是

多重的 事件组 合与体 式构造 ,把作 品意 蕴带入 了一

从艺术 的各个组成要素中 共同表现出来的。 小说 的

种崭新的境界 ,实现了铁凝小说的 一次较大的飞跃。

语言 以及结 构体式 ,必须 全都能 够共 同表现 作品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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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e 's randamness
and its artistic expression
— — On Tie N ing 's Mu Xi Di
HAO Yu
( M as s M edi um Departm en t, Hebei U niversit 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ie Ni ng 's nov elett e Mu Xi Di couv ey s a prof ound a nd unique philosophica l
m eani ng , showi ng it s autho r 's underst andi ng of t he univ erse, The w ork rev eals criti sti cally
the randamness of the unicerse, t hus shif ting in a w ay the perspective o f lif e, of a f emale, and
o f social cri ti cism in Tie Ning 's prev ious st ories. Ti e Ni ng also made ex plo ratio n in t he a rtisti c structure i n many aspects and ev ent ually had a g reat l eap f orw o rd in her crea tion.
〔Key words〕Ti e Ni ng; M u Xi Di; philosophical underst andi 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