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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镜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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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叙事学解读, 发现铁凝的/ 三垛0 蕴含着丰富的叙事策 略。由于独特的 叙事策略 的运用, 铁凝的/ 三垛0 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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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的 / 三垛0 从发表之日起, 就引起了人们
的广泛关注, 尤其是 5麦秸垛6, 更是让人们惊叹

义: / 旧事0 和 / 新事0。作家在创作时把本来不是
同时发生的事情放在同一叙事空间中, 我们把文本

铁凝笔锋的敏锐。为什么 / 三垛0 至今仍有着迷人

故事发生的时代, 即文本叙述呈现的时间里发生的

的魅力? 通过阅读文本我发现, / 三垛0 有着独特
的叙事策略和叙事结构, 在铁凝的小说创作乃至当

事叫做 / 新事0, 而把先于文本叙述时间发生的事,
即过去的事, 叫做 / 旧事0。旧事与新事发生的时

代文学中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而从铁凝研究

间虽然不同, 却以相同的表现形式出现, 具有相同

现状来看, 与铁 凝其他作品研 究相比, 对铁 凝的

或相似的本质特点。 / 旧 事0 先于 / 新事0 发生,

/ 三垛0 还缺乏深入的文本细读研究。
从根本意义上说, 叙事是人类对自我经验的一

/ 旧事0 在前, 我们叫 它 / 镜0, 而 / 新 事0 叫做
/ 像0, / 镜0 在 / 像0 之先。这样被置于同一叙事

种 / 书写0, 而作家创作的文本就是这一书写的痕

空间的旧事和新事就产生了叙事张力, 从而推动文

迹。由于个体经验和感受的不同, 作家在具体创作

本叙事的向前发展。这里所谓的 / 张力0, 指的是

时采取的叙事策略也会有所不同, 作家的叙事策略
可以体现出作家对世界的独特而复杂的感受方式,

由于内在结构的紧张性而产生的一种 / 不动之动0。
文本中的 / 旧事0 和 / 新事0 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拼

通过叙事策略的运用, 作家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社会

合在一起的话, 那么它将是一种失去灵魂与运动的

和人生, 表达对生活的独特看法, 而我们可以通过
对作家叙事策略的解读, 勘探出作家对人生的独到

僵死之物。通过叙事镜 像就可使文本 获得这种张
力。所谓的 / 镜像叙事0, 指的就是作者在叙事过

见解。

程中, 一方面让那些 / 旧事0 和 / 新事0 转换成一

一、别出心裁的镜像叙事

种形象化的存在, 通过形象之间映照、折射来表现

在 / 三垛0 中, 铁凝成功地采用镜像叙事的策

意义; 另一方面, 由于有了映照和折射, / 旧事0
和 / 新事0 就都被纳入统一的叙述空间, 加以戏剧

略, 开辟了崭新 的叙事空间。我们这里所说 的镜

化的对比和流转性的观照, 从而推动了叙事节奏不

像, 并非拉康的镜像理论, 而是一般意义上的镜像
含义, 它是在细读文本时发现的作家的叙事策略。

断向前发展, 这就内在地在文本之中创造了一种整
体感、对称感。根据 / 镜0 放置角度的不同, / 像0

在界定 / 镜像叙事0 之前, 我首先明确两个词的含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镜像关系在 / 三垛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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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复杂的体现和展示。

5棉花垛6 中也存在几组镜像关系: 一组是米

5麦秸垛6 中的中心意象是 / 麦秸垛0。 / 麦秸

子和小臭子之间的同比性镜像关系。在百舍这个小

垛0 在小说中具有浓厚的象征意蕴, 它既是历史的
见证者, 又是悲剧的衍生地, 它记载着过去、现在

村子, 米子年轻时用性换取物质生活资料, 成为男
人泄欲的工具, 当不再年轻时结婚, 成为男人的生

和未来。小说主要写的是一男二女的爱情故事, 这

育工具。而小臭子虽然不再 / 钻窝棚0, 但仍以自

是小说叙述的现在时态, 这是新事。小说还讲述了

己的色相换取生活资料, 母女二人走的是同一性质

在麦秸垛旁发生的过去的事情, 栓子大爹和老效媳
妇、老效的故事, 这是小说呈现的旧事。旧事和新

的路。经济地位的失落, 使她们永远是男人的性奴
隶, 即使 是不钻窝棚的 女人, 也没有 摆脱这种命

事处于同一叙事空间中, 致使文本呈现两组同比性

运。而且 她们都认可这 种生活, 都认 可自己作为

镜像关系: 一组是沈小凤与大芝娘之间的关系, 一
组是小花、小花丈夫、小池与栓子、老效媳妇与老

/ 奴隶0 的身份, 主动去做男人的性奴隶。几千年
的性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惯性, 女人永远只是

效之间的关系。在 / 昨天0, 大芝娘结婚三天, 丈

作为男人驾驭的对象而存在。另一组是米子和乔之

夫就离家参战, 最后盼来的是与她离婚, 并要生养

间的镜像关系, 这一镜像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样

个孩子; 在 / 今天0, 沈小凤为留住陆野明的爱想
跟他生个孩子。在 / 昨天0, 老效为换皮鞋不惜将

态, 既有反差性、同比性, 又有同质性。说它具有
反差性, 是指乔跟小臭子同为女性, 在战争的年代

自己的妻子作为筹码, 女人只是男人的被捆绑的工

里, 一个受革命影响成为革命战士, 一个在无知中

具; 在 / 今天0, 四川姑娘小花为躲避贫穷与挨打,

成为汉奸, 战争使两个女孩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怀着孕来到端村与小池结婚, 后又挺着肚子被四川
丈夫带走。虽然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 人们的思想

然而, 不管是走革命的路还是走非革命的路, 下场
都是死于男人之手。乔被日本人轮奸后杀死, 小臭

还是没有变化。如果说栓子大爹、大芝娘一代被作

子被国这个革命战士以革命的名义先奸后杀。革命

为旧事, 沈小凤等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一代是新
事的话, 旧事和新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女人永远

并没让乔幸免于难, 乔成了男人泄欲的工具, 小臭
子成为满足国欲望、成就国功名的双重工具, 而假

只是男人思想的附庸, 永远是作为物而存在。如果

公济私的国却成为消灭汉奸的英雄受人爱戴。乔的

作者不叙述大芝娘离婚后的举动, 仅仅写到沈小凤

参加革命, 主要是因为国的影响, 当国要走时, 她

为留住陆野明的爱而想生个孩子这一层, 虽然也能
看出沈小凤身上潜藏的传统奴性, 却无法将女性整

就没了主心骨, 她与小臭子一样始终没有摆脱对男
人的依附地位, 这又构成同比性镜像关系。她们常

体的命运深入地揭示出来。正是因为有了关于大芝

常把自己作为被观察的对象, 却不能作为生命主体

娘的叙事, 旧事和新事之间相互映照, 从而揭示了
两代女人悲惨命运的永恒轮回, 产生了叙事张力,

去观察另一性别。站在 女性本体生命 价值的立场
上, 她们之间的本质和命运又有什么不同呢? 即使

这种镜像关系的内涵, 才变得更丰富了。另外, 大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 女性的工具性的命运

芝娘在离婚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即使在大

仍然没有改变。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也没有人

芝死后, 她把自己关在屋里调整好心绪之后又出来
做事, 从此浑身仍然洋溢着生命的光彩, 而沈小凤

告诉她们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她们只是按照
自己的本性去生活, 天 真的生命遇上 了暴力与革

在寻爱而不得后就消失了, 二人在存在相同命运的

命, 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悲剧性的命运始终无

同时又因不同的性格特点和文化因袭而选择了不同
的生活方式。铁凝敏锐地抓住了这些人性的细节,

法避免, 无法改变。就像波伏娃在 5第二性6 中所
说: / 女人已经成了相对于本质的非本质。男人是

并予以个性化的表现, 显示出作家眼光的敏锐与细

主体, 是绝对; 而女人只能是 -他人. 。女人即便

腻。对于沈小凤, 铁凝更多的是同情与批判, 而对

不 说 是 男 人 的 奴 隶, 至 少 也 仍 是 他 的 臣

大芝娘, 作家的情感就比较复杂了。在这里, 作家
明显把大芝娘作为民族生命力的象征, 在批判她保

仆。
0
而在 5青草垛6 中, 大模糊婶与十三菱之间,

守的同时给予了更多的尊重与理解。作家借大芝娘

少年时在乡下的十三菱和进城后的十三菱之间, 花

这一母亲形象, 传达了对女性内在精神匮乏和对传
统文化的双重质疑。而大芝娘这一母性形象, 也以

天酒地、道貌岸然的男人与悲苦的 / 十三菱0 们之
间, 又形成几组反差性的镜像关系。社会的发展,

其独特的性格魅力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史的画廊。

文明的到来, 并没有让女人获得做人的权利, 男人

[ 1] ( 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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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着经济命脉, 行为可以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
而女人只能 / 三从四德0, 为满足自己的温饱而拼
打, 不得不成为 / 小黄米0。在男性观念里, 女人

二、循环论时间观念的文本显现

永远是性而不是人。社会各方面都限制女人同男人

恩格斯说: /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
间。
0 [ 2] 小说作为以叙述 的方式传达创 作主体对世

一样成为独立自由的人, 却要用各种方式证明女性

界的审美感受、体验的文学形式, 其诞生决定了艺

不适宜于独立, 只能从经济和精神上依附于男性。

术创造时空世界必然与现实时空息息相关。同时,

女人永远只能是作为对象的存在方式, 却永远不能

由小说的语言本体和人的思维特性共同支配的另一
种时空方式也参与到其中, 小说时空因而成为了小

拥有主体地位。
如果把 / 三垛0 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它

说美学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对小说时空的探索, 有

们彼此之间又形成 一种互文性镜像 关系。 5 麦秸
垛6、5棉花垛6、5青草垛6 分别发生于解放后的上

利于全面展现小说艺术的美学价值, 开拓小说审美
批评的视界, 而小说时空, 其实质是作家借喻现实

山下乡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虽然

时空结构创造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审美时空, 小说时

故事发生的时间不一样, 但女性的命运在根本上却

空必然打上某种特定时空观的烙印, 折射出作家对

是一样的。女性 永远只是 作为男人 的 / 物0 而 存

现实时空的感受。而小说中审美时空的构建, 正是
作家独特时空意识的彰显。

在, 主体性丧失殆尽。不同时间发生的相同悲剧在
这里形成一种互文性镜像关系, 从而使文本脱离具
体时空限制, 获得了永恒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上
述这些镜像关系的创造, 整个文本才内在地形成交
相辉映的叙事图景,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是
一种深度叙事, 是作家独特生命体验的文本显现。
另外, 以上这些镜像关系都是围绕着 / 麦秸垛0 这
一中心意象展开的, 这几种镜像关系都聚焦于 / 麦
秸垛0 这一焦点上。意象作 为主客体 的有机融 合
体, 在小说中的独特位置致使小说的表现空间得到
了进一步的拓展。 / 麦秸垛0 文本一直都围绕 / 麦
秸垛0 展开叙事, 不管是旧事还是新事, / 麦秸垛0
都是一个见证者, 它既是过去悲剧的发生场所, 又
是现在乃至未来的发生场所, 它既是原初生命力的
象征, 又是民族惰力的体现。不管时间如何变幻,
女性的命运不可避免。 / 麦秸垛0 就像是一根线,
连串起其他镜像, 共同开拓出文本叙事的新空间。

作家通过运用镜像关系的叙事策略, 发现了被
历史遮蔽的真实, 从而赋予了文本一种深刻的历史
感和厚重感。而在这种叙述镜像之间, 凸现出作家
独特的时空意识, 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世界独特而复
杂的感受方式。从空间知觉与人类精神结构的内在
联系来看, 一个作品文本的空间形式最能显示作家
是如何地来把握、感知、建构自我与周围世界的关
系[ 3] 。/ 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
着自己对时空的独特的感知方式。正是在这种对时
空的充分个性化的感知方式中, 凝聚着这个作家对
于生命、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 表现着作
家独特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 即我们能通过作家
对时空的感知方式的分析而把握到主体的心理体验
的深 度。
0 [ 4] ( P 231) 对 作家 的时 空感知 方式 的分 析,
实际上也是对作家审美创造过程的洞察。
当代叙事学认为, 小说是以时间符号 ( 语言)

而文本也正是通过这一中心意象把要表现的种种含

为表达媒介, 以时间文本 ( 故事) 为主导的本体形
态, 这决定了小说必然是以时间为主导。它一方面

义结合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整体, 从而提升了小说

表现为故事情节本身的时间状态, 即故事时间; 另

的品位。
这种镜像叙事的运用, 其实是作家看待生活和

一方面表现为文本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 即叙事时
间, 前者体现为 / 时间将事物组成一条无限行进的

历史的一种方式。作家通过运用镜像叙事的策略,

线, 为故事烙 上前与后的秩 序关系。
0 [ 5] 而后者是

获得了新的认知世界的眼光, 传达出对人生、对社

作家处理安排故事时间的技巧。叙事时间可以打乱

会、对历史的独特见解。人生其实就是一种镜像,
过去、现在和将来并非截然分开、互不干涉, 它们

故事时 间, 与 现实时 间不 同 步进 行, 而 运用 顺、
逆、倒、插等多种 手法, 重新对 故事时间 排列组

之间有重叠, 有反复, 有交叉, 现在中有过去的因

合。在 5麦秸垛6 中, 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进行了

子, 过去中同样蕴含着现在和将来。文明的发展并
非直线前进, 文化的进步也并非与现代化进程同步

重新排列组合。它以现在时的自然伸延和过去时的
回溯为两个支点, 交叉地向前推进, 形成一种交叉

进行。

性结构, 现在时是过去时的延长, 而过去时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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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延伸, 两种时间交替出现, 从而寻找出今天与

运用循环论的时间观念, 抓住女性本 体去审视女

昨天、现代与传统的联系, 这在时空观念上来说,

性, 在这种时空形式背后隐藏着作家丰富的心理内

是摒弃了由自然时 间、空间来 牵引生活事件 的方
式, 而以时空交叉、情绪脉动所构成的辐射网络来

容, 表达了作家对女性解放的独到见解。
这种独特的时空 观念体现出来的历史的重复

建构作品, 使小说的时空呈现出回环往复的形态,

感, 对铁凝以 后的创作有着重 要影响。如 5玫瑰

从而把历史与现实这两个不属于同一时空的范畴,

门6 中司猗纹与苏眉之间的某些相似的表现, 在苏

作为作品内在律动的两极, 体现出作家对历史与现
实的深层思索。 5青草垛6 则通过超验的手法, 突

眉出生的孩子脑袋上那一弯新月形的疤痕上的似曾
相识, 5麦秸垛6 里新旧故事的重复, 5 永远有多

破了现实时空的限制, 让死去的冯一早的灵魂继续

远6 中白大省的最终回到原点等, 都将视点放在女

活动, 让灵魂游荡的冯一早以 / 隐形人0 的角色,
在旅馆、舞厅、茯苓庄三个活动点展开对现实的嘲

性命运的悲剧轮回上, 一方面显现出作者对我们民
族历史的某种忧虑, 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女性解放的

讽。在这里, 小说通过丰富的想象力, 借助荒诞的

艰难。女性要想解放, 必须首先唤起自觉的女性意

表现方式突破了现实时空的限制, 赋予文本独特的

识, 将自己从男性文化的阴霾中解脱出来, 还自己

审美空间, 在 一定程度上拓展 了人们的审美 想象
力。

生命主体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 铁凝的小
说具有了 / 五四0 以来启蒙叙事的意蕴, 但这种启

如果把 / 三垛0 作为一个整体系列, 从中也可

蒙不是宏大叙事, 而是在历史的纬度下通过日常生

看出作家独特的时空意识。上文中, 我们提到铁凝

活的平凡叙事, 揭示广大女性的悲惨命运, 以引起

的 / 三垛0 主要关注女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
其中的故事发生地点都是在农村, 而故事发生的时

人们的警示, 唤起自觉的女性意识, 这也是铁凝对
女性文学的独特贡献。

间分别是解放后的上山下乡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

三、多种叙事模式的交叉运用

改革开放时期。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期,
女人仍然是男人的附属品; 在欢呼女性解放、男女

在叙事体文学作品, 尤其是小说创作中, 叙述

平等的新时代, 受过教育的女性仍然重复传统女性

形式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它与作品的内容一起

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 当现代文明吹入乡土的改

担当着传达作品意义的任务。文学作品的叙述形式

革开放时代, 女人仍然只是对象性的存在。时代的
不同, 并没有改变女人的命运, 历史在不经意间重

特征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形态意义越来越大, 有时甚
至超过了从内容中可能发掘的意义。作品叙述形式

复过去的故事。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生命在某种意

对于体现作家创作意图, 传达作品隐含的内在意蕴

义上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这种旧事、新事的错
综交融的富有张力的时间形式, 是源于作家主体的

具有重要作用。所以, 对小说叙事结构等因素的分
析显得格外重要。 5棉花垛6 描写的是抗日战争背

一种更深层的对现代和历史的共时性的洞察方式,

景下三个乡村女人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

作家是自觉地把过去、现在、将来放在一个共同的

可以把它作为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如果从这个角

叙事框架加以理解与表现, 并且, 这种理解和表现
的关注点是寻找其中内在的历史连续性、意向的对

度来讲, 与同时期同类 题材的小说相 比, 铁凝的
5棉花垛6 具有独特的超越性, 它以其独特的叙事

话性。[ 6] 这是一种独特的感知、观察方式, 在这里

结构完成了对十七年文学的超越, 是对宏大历史叙

体现了作家循环论的时间观念, 在女性解放的这条
路上, 充满了艰辛和苦难, 女人要想摆脱工具的命

事的无形消解, 是对同类题材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挑
战。在以往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中, 作家往往在

运是多么的艰难。就像汤因比说的那样, 对于个体

革命英雄史观的指引下书写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

而言, 文化是一种先在的 / 存在0, 它在根本上塑

进行红色革命叙事, 意在突出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

造了个体, 并决定了他们怎样来构想自身世界, 怎
样看待别人, 怎样介入相互之间的责任网络, 以及

主义精神。而 5棉花垛6 将民间叙事纳入官方叙事
背景中, 无形中消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神圣性。

怎样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做出选择, 文化具有安身立

在 5棉花垛6 中包括两个叙事单元, 即民间叙

命的功能, 个人 要想寻找精神 归宿, 乃舍文 化莫
属[ 7] 。正是由于长 期传统文化的浸 染, 女性丧 失

事和官方叙事。在小说中, 这两种叙事在历时性空
间中展开, 彼此各自独立, 似乎缺少一种整合性。

了判断和自审的能力, 成为无主体性的存在。作家

然而二者又并非截然独立, 它们被统一于一种浓郁

# 82 #
的性的想象和氛围背景中, 米子和花主的性交易,

开两种文本叙事。如果说对茯苓庄的书写可以算作

乔与国的性游戏, 国与小臭子的性交往, 构成了小

对乡野民风的叙事的话, 那么对路边旅店和舞厅的

说的叙事主干, 这样一个叙事氛围中, 米、乔、小
臭子三个本来经历、性格各不相同的女人, 本质上

书写就是一种 / 城市文明0 叙事。与导致十三菱成
为 / 小黄米0 的路边旅店和大舞厅相比, 茯苓庄是

成了一个女人, 一个角色化、符号化了的女性, 成

以草和茯苓为生的乡野社会, 这里没有城市的诱惑

为政治和男权文化的牺牲品。在这里, 作家是把她

和喧嚣, 有的只是大模糊婶的母性关怀, 冯一早和

们作为群体性、整体性人物来塑造, 有意强化了人
物的角色化、符号化特征, 意在通过乔和小臭子两

十三菱幸福纯洁的童年生活。越是书写乡村的宁静
与纯朴, 越能显示出对城市文明的疑虑。客观上,

个分别代表正义和非正义的女性的惨死, 彻底消解

两种叙事同时进行, 时有交叉。在将城市与乡村的

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神圣性, 体现
出对女性群体生存境遇的强烈关注。与同类题材中

比较中, 将注意力放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审视
上, 城市 文明正在日益 侵入乡村的体 内, 大量的

的革命者相比, 代表正义的革命者国失去了革命的

/ 小黄米0 不断出现,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是在牺牲

神圣光环, 他 的荣耀是建立在 对女性蹂躏的 基础

人类心灵的基础上前进的。在这里, 作家将两种不

上, 是对女性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践踏。这种反英
雄叙事的写作方法, 在对传统英雄史观颠覆和批判

同叙事统一在一个文本中, 以此传达对现代文明的
质疑。 5麦秸垛6 则通过双重叙事结构完成了对传

的同时, 也完成了对男权意识形态的反叛, 从而也

统与现代的质疑与追问。从文本的表层叙事层面来

显示出作家女性主义的立场。所以说, 从深层角度

看, 小说主要讲述了 / 一男二女0 下乡知青的爱情

来讲, 5棉花垛6 也采取了一种女性视角。正是在
这一女性视角下, 民间叙事和官方叙事被有机地统

故事, 这是文本的叙事主干。然而作家并非是想给
我们讲述一个通俗的三角爱情故事, 而是为了揭示

一在一起。民间叙事和官方叙事在这样的相互对立

这一故事背后深层的文化和历史深蕴。仔细阅读文

和统一中, 不时地发生纠葛、牵连, 形成错综复杂
的网络关系。宏大历史叙事在与民间叙事的对话中

本会发现, 在爱情故事 背景下, 存在 一种深度叙
事。大芝娘离婚之后要与丈夫生养孩子的行为, 困

被消解, 而民间叙事在对官方叙事消解的同时, 反

难时期对前夫一家的慷慨解囊, 沈小凤被陆野明抛

衬出传统民间的滞后和愚昧, 作家也正是通过这一

弃时要生个孩子的酷似大芝娘的作为, 小池与四川

独特的叙事结构体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层思索。
与 5棉花垛6 解构宏大历史叙事不同, 5青草

女人花儿之间的感情纠葛, 杨青对陆野明情感的若
即若离等等, 这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文明

垛6 是在民间叙事的背景下展 开对现代文明 的质

与愚昧的相互纠葛, 这些叙事单元与 / 一男二女0

疑。小说采用超验的手法, 写了一个车祸中失去肉
体而灵魂获得自由的农村青年冯一早, 在成为一个

的三角爱情故事处于同一叙述背景中, 共同支撑起
文本的叙事框架, 显示 出文本丰厚的 文化和历史

隐形人之后的所见所闻与所作所为。小说将荒诞的

内蕴。

叙事手法融入现实的客观描述中, 给人耳目一新之

影响作家选择叙事策略的原因有很多, 如作品

感。同时期的作家方方在 5风景6 中也采用了同样
的荒诞叙事 手法, 小说 以武汉平 民区的 / 河南 棚

题材、主题、作家写作资源、时代环境等。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 作家要表现的主题与叙事策略的选择

子0 为背景, 通过死去的 / 小八子0 的视角, 讲述

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同一类题材, 由于作家

了主人公 / 七哥0 从一个只能睡在床底的孩子, 不
择手段地变成 / 人上人0, 后又对社会进行报复的

要表现主题的相异, 不同的作家会采用不同的叙事
方式来叙述小说。即使要表达同类思想意蕴, 在具

故事。故 事中 / 父 亲0 一 家 11 口 人的生存境况,

体的叙事操作中也将出现不同的风貌, 这是有个性

展现出都市一隅的独特风景。虽然这两篇小说都采

的作家必须遵守的规则, 要不然将会失去其创作的

用了荒诞的叙事手法表达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 但
二者在具体叙事时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结构。方方的

独特个性。如同样关注女性的作家王安忆在这一时
期创作了关注女性的 / 三恋0 系列, 在空间上与铁

5风景6 采用了以人物带动故事的叙事方法, 通过

凝的 / 三垛0 形成一种文学的对峙与对话, 二者虽

家庭主要成员的人生轨迹展开文本叙述。而 5青草
垛6 则截取小说人物冯一早的三个活动地点: 路边

然都将目光放在女性命运的关注上, 但采取的叙事
策略却有着很大不同。在 / 三恋0 中, 作家将目光

旅店、舞厅和茯苓庄, 通过冯一早的言行和见闻展

放在人的本能欲望上, 注重表现自我, 把人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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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命体, 揭示它的存在、演变和发展过程。文本

叙事学分析中可以看出, 铁凝这一时期将目光更多

中的现实背景都采取虚化的方式, 旨在强调人本身

地放在对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女性的自主与

的独立性, 人的本体的生命力对人行为的支配、生
命存在的意义、生命的延续等等。由这种指导思想

依附的矛盾关系的审视中, 并将其放在现代文明进
程的大背景中考察。由此可以看出, 作家的出发点

出发, 她的这一时期的文本更多是一种欲望叙事,

和文学兴奋点的迥异,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家在

通过把女性置放在与男性的情爱、性爱关系中, 展

具体的文本创作中所选用的叙事策略的不同。作家

现女性对生命欲望的感悟, 在人物的爱欲与世俗压
力互涉所形成的张力中, 实现其对爱情以及人类原

应该根据作品的立意选取适合自己文本表达的最佳
方式, 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作家的审美精神, 表现

始欲望的理性反思。而我们从对铁凝的 / 三垛0 的

作家独特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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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ie Ning and her Three Stacks from narrative perspective
CHU Hong- min
( School of Chinese, Shandong N ormal U niversit 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T he art icle discusses T ie N ing. s T hree Stacks from the follow ing t hree aspect s: imitation, repet itious temporary concept ion, and mult-i narrat ive mode. Narrat ive strat eg ies are applied in the T hree Stacks,
w hich turn t o st and out in her novels for t he unusual est het ic sty le, t hus enriching t he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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