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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王安忆用 抽象性语言 显示了自己对极微 小平凡的事 物保持审 美态度的才 情; 用 自我命名的 小

说叙事方法, 带来了小说艺术的一场革命; 用双层对比的小说结构, 隐喻了对人类生存的双重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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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时期开始, 建构女性叙事话语的试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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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叙述语言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不同时

断进行着,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其中重要的

期以不同的面貌给读者带来层出不穷的陌生感。

一环, 它以宽广的视野、
新颖的文体形式超越了一
般的女性叙事。王安忆这个名字长时间地吸引着

纵览王安忆 20 年的小说创作, 语言风格越来越倾
向于浓丽繁复且极具修辞风格。这种文字修为显

读者格外的关注, 不仅由于她创造了既是女人的

示了作者在琐碎平凡的事物上保持审美态度并发

又是人类普泛性的精神世界, 还由于她营造了一

现情趣的才华。这里的感情意味全部显露出思索

个极富个性的文体世界。王安忆以一个女人所拥
有的智慧和认知能力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

的姿态, 以深究的考问建筑而成, 思想的脉络也在
此时清晰地显现出来。然而这理性绝不会破坏情

关注着女性文学的本体。

感的原生和鲜活, 因为它也是生的、活的, 情感意

漂泊: 一种语言的再设
首先进入读者感观、触发我们的感觉、
使我们

味的大小随理性思索的深浅而伸缩。无论语言遣
词造句的外壳如何变动不居, 那个寂寞与漂泊的
心灵世界依旧岿然不动, 敏感、
从容、
丰富的精神

呼吸其间的, 是王安忆的语言。她作品中的一切

寻求始终是惟一的航标与指归。

情感、
意念、思考, 无不是借助这原初的物质形态
而诉诸人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小说的叙述

王安忆创作之初, 与新时期初期的其他作家
一样, 急于把压抑于胸中几十年的愤怒、
忧伤与痛

语言使作者将各种客观对象鲜明准确地呈现, 并

苦一股脑倾诉而出。她的小说仅仅是在传统的思

且在呈现过程中将自己对这些对象的鲜活的感觉

想层面, 还没有意识到小说的物质部分
语言、
逻辑、
结构等的重大意义。随着生活阅历和创作

表达出来。因此王安忆的语言极具个人色彩, 她
在遣词炼字、
句法结构以及调子与节奏的控制中

经验的增长, 王安忆的文学语言系统愈益意象化,

传达出一种心境、
情绪和态度, 使小说的叙述蕴含

即按照意象的需要加强主体的创造性信息, 通过

了 言外之意 , 一些平凡的语言也因此而开始闪
光, 给人以全新的体验。王安忆的语言感正在于,

语言符号使之有序化, 这里语言已经不是手段而
是目的本身了。 小鲍庄 中她借助语言本身带有

经她组织的文字, 其组织本身就含有情味, 她以语

的历史沿袭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她发现方言、

言捕捉情味, 又与情味一起收获了语言之美, 这种

俗语等语言手段, 其实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产

语言之美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表面上看,

生的特定文化内容。语言的意向性文化内涵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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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表现了创作主体对这个封闭、
原始、
木讷的古老

以一位绝代佳人的形象浮出水面, 倾诉 风情和艳

村庄的感觉体验。

的衷肠 , 倒映水中把衬托上海的底色浸染成 无

随着对小说操纵能力的增强, 王安忆不再满
足于对生活原貌惟妙惟肖的模仿和再现, 她希望

色的胭脂红 。上海的千红百媚、
烟柳繁华全在这

跳出传统以个性化的语言传达难以言传的对生活

充满张力的文字中透露出来。与张爱玲笔下那大
俗大雅、
令人又爱又恨的上海相比, 王安忆对旧时

的感受。用语言来解 释自己的感觉 经验是困难

上海 的感受, 却因时间的阻 隔只有美与眷恋了。

的, 当小说家试图表现命运的不可捉摸、
表现人类
茫然无措、
进退维谷的窘迫、
表现一种强烈的孤独

这样层层叠叠、欲说还休的语言表现了王安忆对

感与漂泊感、
表现内心所经受的焦灼不安时, 语言

世界的整体感受力。

的力不从心就凸现出来。然而, 小说语言生来的
使命便是要表达艺术家不同凡响的感觉, 漂泊的

文字驾轻就熟的操纵能力, 这能力来源于作者对

女性视阈下的自由言说

语言最终能否找到显现艺术魅力的归宿, 取决于

作为女性作家, 王安忆首先关注的是女人的

小说家执著的探索。王安忆从台湾小说中得到启

世界, 以女性切身的感受描述女性生命状态和潜

示, 经由摸索而形成一种 抽象性 语言: 归根到
底, 小说语言是一种叙述性语言, 也可以说是语言

意识领域, 由于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经历和体验, 王

的语言和抽象性语言。小说家寻找一种生活中没

安忆的女性世界具有普泛性。她全面剖析、
整体
透视 女性世 界, 既歌颂 母性的 伟大, 如 小城之

有的语言去描绘生活中到处都可碰到的一些经验

恋 , 也揭示母性的丑陋, 如 逐鹿中街 ; 既歌颂性

[ 1]

现象, 包 括语言现象, 这是问题 的关键。 这种
抽象性语言 全是创作主体个人的, 读者阅读的
是叙事的过程, 作者与读者可以直接交流而无须

爱对于人性的拯救, 如 岗上的世纪 , 又揭示了在
性的诱惑下女性的堕落, 如 米尼 、 我爱比尔 ;
既描写男女精神之恋 的虚妄, 如 锦绣谷之恋 、
神圣祭 坛 , 也 讲述姐 妹情 谊的 脆弱, 如 弟兄

人物表演做中介, 可见抽象性语言具有强大的可
塑性和创造力。

们 。在这个丰富深广的女性世界中, 不仅有对女

抽象性语言 滥觞于 锦绣谷之恋 , 到 90 年

性宽容、
博爱、坚忍、奉献等精神的渲染礼赞, 也有

代之后更一发不可收, 漂泊的精神找到了最能充

对她们自私、偏狭、
感情用事、随波逐流等负面性
格的文化自省。这个世界里的女性摆脱了传统拘

分表达自己的语言形式。1995 年 长恨歌 形成
了一个语言的奇景, 王安忆叙述态度宁静从容, 语

囿下的软弱、遭弃、
受难的形象, 成为爱情的操纵

言古典优雅又极富现代韵味, 口气平和又十分深

者。王安忆充满智慧、
虚实有度、
逻辑井然地叙述

情款款, 表现出丰厚的文化内涵, 故事展开的现实
时空完 全被心理时空 所代替。小说 中全用陈述

着她对传统男性叙事不动声色的解构与反讽。

句, 譬喻一个接一个联翩而下, 如抽丝剥茧般把世

随着王安忆对小说探索的深入, 她把小说越
来越看作是创作个体的心灵世界的映现, 需要通

界渐渐地、
静静地展开:

过小说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思索。她认为

上海的夜晚是以晚会为生命的, 就
是上海人叫做 派推 的东西, 霓虹灯、
歌
舞厅是不夜城的皮囊, 心是晚会。

小说要凸现的应该是创作主体的位置, 因此, 在王
安忆的小说中叙述人是绝对的主角和统治一切的
上帝 , 她 或者以全知全能却隐身于人物背后

上海的晚会又是以淑媛为生命的, 淑媛是
晚会的心, 万种风情都在无言中, 骨子里

的面目出现, 或者直接现身于小说中, 有的干脆就

的艳。这风情和艳是 40 年后想也想 不

显着作家的创作思想, 王安忆苦心营造的就是自

起, 猜也猜不透的。这风情和艳是一代王

己的心灵世界, 何必借助他人之口呢? 甩掉遮掩
与矫饰的假面, 王安忆裸脸面世, 拈来现实世界的

朝, 光荣赫赫, 那是天上王朝。上海的天
空都在倾诉衷肠, 风情和艳的衷肠。上海

是一位名叫王安忆的作家。叙述人视角的选择昭

砖瓦泥浆建筑一座属于女性思想者的 人类的神

的风是撩拨, 水是无色的胭脂红。

界 。在这个神界中微讽的、
沉重的、
严峻的、
悲悯

上海的心是晚会, 晚会的心是淑媛, 于是上海

的、
无可奈何的诸种东西混作一团的情绪随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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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 新 历史 小 说中, 讲述历史 时仍假借 我奶

叙述者公然出现在小说中讲述他人和自己的

奶 、 我爷爷 的眼睛再现历史。而王安忆的 纪

故事是从 叔叔的故事 开始的, 这部小说一上来
就有叙述人一段开场白: 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

实和虚构 与 伤心太平洋 两部历史小说, 一切都

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 关于我的父兄。 这里

在 我 的叙述中展开, 追根溯源其实更多的是一
种选择, 还是一种精神漫游, [ 2] 历史因 我 的选

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 故事 , 还包括了讲故事的

择而进入文本以实现 我 的精神漫游的目的, 历

人, 也就意味着叙述者本人也是一个被讲述者, 成
了一个既讲述别人也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人, 整

史因 高扬 创作主体的地位而被重新塑造。

个叙事过程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思想表达。叙述者
不但讲述故事展开的过程, 也分析和议论故事发
生的原因和结果; 不但传达人物性格和社会背景

双调悲吟: 结构的隐喻
探究王安忆小说语言和叙述视点两个局部性

的各种信息, 也把虚构的过程和写作的技巧展示

叙事构成要素之后, 我们再从整体上分析这一系
列小说是如何结构在一起的, 语言和视点运行在

出来, 这种迥异于传统小说逼真感的写法带来了

怎样的框架中才形成小说的独特风格。小说的结

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陌生新奇的叙述方法促使
读者一气读下去, 并且相信坦率真诚的叙述者所

构就是以艺术的形式重建生活现象之间的联系方

传达的精神意蕴必定是绝对真实的。

理性水准。王安忆既不以情节的离奇曲折取胜,
也不以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见长, 她感兴趣的在

从 叔叔的故事 以后, 王安忆不再用身份不

式, 这个结构体现出作家的审美选择、
情感深度和

明的人担当叙事人, 干脆把叙事人命名为王安忆,
彻底模糊了作者与叙事人的界限, 在小说中如实

于表现一种透骨的寂寞与悲凉, 这是她描写人物、

地写进自己的经历、职业、
年龄、
家族等。在 歌星

悲剧情调像雾霭一般弥散在小说的结构中, 耐人
寻味。

日本来 和 乌托邦诗篇 中, 叙述人 王安忆 以肺
腑心语加丰富想像的叙述方式表现了严肃音乐以

叙述故事的基本背景和最终归宿, 由此而形成的

从文本的表层来看, 王安忆惯用双层对比结

及一切传统古典的精神乌托邦, 在市场经济大潮

构, 即两个或两组不相干的、
相对独立的故事平行

的冲击下溃不成军的悲凉现实。不要误以为王安

发展或交错套置在一部小说文本中, 呈现出多义
的、
不甚明晰的意旨。例如 墙基 把一墙隔开的

忆重又回到了个人的经验世界当中, 事实上, 这个
个人经验 已不是 雯雯 ( 69 届初中生 ) 那狭

两条弄堂分章叙述, 一条生活着下层社会的凡夫

隘的小天地, 现实世界的一切喧哗与寂静、
繁盛与

俗妇, 另一条居住着知识者、艺术家等; 大刘庄

苍凉都 已融入其内心 世界。王安忆 有充分的自
信, 认为自己具备了成熟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艺术

中单数章节写大刘庄的农村生活, 双数章节写上

观, 她的内心既有对久远历史的反思, 又有时代的

海几个红卫兵插队前的琐事。作者似乎有意让读
者去想像当两种社会环境氛围文化的体现者们走

印记; 既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探究, 又有对浮华人

到一起时会产生怎样的命运冲突。双层对比结构

生的追问; 既凝注于女性生存的境况, 又放眼于人
类文明 的前景。这不 再是少女的琐 碎心事的展

在 荒山之恋 中演练得更加精熟, 大提琴手和金

现, 而是以一个文化人的姿态书写着对于文化的

绕大圈子分述他们各自本不相干的生活道路。读
者看到两位主人公无论距离多么遥远, 成长道路

哲理性思索。王安忆的小说已经作为文化小说映
现出 20 世纪末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侧影。
面对历史, 王安忆仍用第一人称讲述, 一反传
统历史叙事的固有模式。过去的写史小说一般以
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为主, 绝对保持历史的真实再
现, 创作主体对于历史保持 局外人 的立场, 令人

谷巷女儿的爱情悲剧不是从他们相识写起, 而是

多么漫长, 都必然合归一处的命运, 小说结构本身
竟然成了无法逃脱的命运的外在形式。
这种结构在 小鲍庄 以后表现 为虚实掩映
式。 小鲍庄 中显露在叙事表层的是一个现实世
界: 中国农村的质朴生活; 在现实背后隐匿着另外

感到一 种对 历史的 隔膜 与 误解。这种 模式 中,

一个感觉世界: 对人类苦难历史的反省。两个世

我 的存在是一个禁忌, 在 红高粱 这样先锋前

界叠合一处, 使小说结构本身具有了极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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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和极浓的寓言色彩。 叔叔的故事 结构更为

她同凯弟是奇异的对比, 凯弟可将

复杂, 叙事文本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双层对比体式,

最世俗的东西戏剧化, 逢佳则可将最戏

叔叔的故事 作为 我的故事 的外壳而存在, 始
终作为 我 分析和解构的对象, 叙事方式本身也

剧的东西世俗化。她俩都是有诗意的女
人, 不过是两种诗意, 逢佳的诗意是孩子

成为 我 评价与诠释的对象。消解了 叔叔 们理

气的, 是那种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气; 凯

想主义彩衣下虚伪的精神建构, 同时也发现当代

弟则是女人气的, 幽雅如梦幻。她们都

知识人的快乐、自由的游戏精神也建立在虚幻的
自我欺骗的基础上, 两代知识者互为基础、
互为比

是性感的女人, 也是两种性感。凯弟是
骨头 里 的 消 魂, 逢 佳 是 肉 里 的 消 魂。

照的故事结构纠缠到 最后一起跌入 了虚无的深

她们还都是浅薄的。两种浅薄, 凯

渊。 纪实和虚构 仍 是一个双层叙 事文本, 寻
根 与 成长 双线并行, 对于历代祖先的叙述神采

弟是聪敏的浅薄, 逢佳则是稍有些愚钝
的浅薄。

飞扬、
纵横驰骋, 对于自我的叙述则窒闷、
琐碎、
平

这是王安忆式的描述手法, 在对比衬托中分

常。在虚与实对立与转化的过程中, 小说的悲剧

析、
叙述、推理, 对 比的双方相携 着显露出 形貌。

意味便蕴含其中了。如果说早期小说是用虚构的
方式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的话, 90 年代以来的创

这样的文字一气呵成, 全文充满了情调, 完全是理
性融入性灵的深度感觉。 诗意、
性感、浅薄 本来

作则是以纪实的材料虚构一个小说世界。这种逆

已经是只可意会的感觉, 现在却被拿来分类解释

向的思维方式, 使王安忆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思

成 孩子气的 和 女人气的 , 肉里的消魂 和 骨

想的结构形式。
结构的隐喻功能至此已经辐射开来, 甚至内

头里的消魂 、 愚钝的浅薄 和 聪敏的浅薄 , 解
释与被解释的都是虚无飘渺的感觉, 虚上加虚反

化为一种潜意识。人物性格的设置也因对比而涂

倒给了人恰如其分的实在感。王安忆写小说更像

上浓墨重彩, 小城之恋 中懵懂的 她 却有异常
丰满成熟的身体, 他 阴郁早熟却偏像孩子似的

精心雕镂一件艺术品, 该留则留, 当去则去, 需增
添处哪怕别取一块材料也要补足。小说叙事各构

瘦小; 荒山之恋 中大提琴手被动木讷, 金谷巷女

成部分被自如地反转整合, 直到呈现出作者心中

儿却处处操纵自如。 香港的情与爱 中有一段典

那最完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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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 strategies with legendary fantasy
On Wang Anyi s fictional stylistics
SHE Yan- chun, GAO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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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Anyi has demonst rat ed his aesthet icism, by means of abst ract languag e, in depict ing
the subt le and most commonplace topics. M oreover, he helps to revolut ionize the f ict ional art by his aut obi
ographical lyric f ictions. In the end, he makes use of t he fict ional st ruct ure of dual contrasts, shedding his
g reat sy mpat hy upon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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