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争鸣 06 期

“有情”与“无情”之间/ 张怡微

【摘要】我自己受冯梦龙启发很大。一来是《三言》中充满了混乱的“意见”，另一方

面这些“意见”又连皮带筋沾染着人间之“情”，有悲欢离合，有发迹变泰。这些“情”背后

都是价值，这便是写作者“刻露而尽相”“幽伏而含讥”。价值与价值自然是冲突的，所

以有变幻，有计量，有先后。
世情小说，最易遭逢“格调”的质疑。哪怕是写爱情，理论家往往也一定要添上一笔

“不只是爱情小说”，以示其为严肃小说，而非滥情之作。其实大可不必。“情”与“不情”
与“无情”，从来只有发生，而无所谓辩证。小说家要做的事，一方面是素描、一方面是翻

译，对外观的素描，对价值的翻译。充满非理性的“意见”、或理性的“观念”无法置入原

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

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
《细民盛宴》的成稿更像是我过去十年写作“单亲”题材中短篇小说的总纲。虽然故

事紧紧围绕着“我”与继父、继母、继母之子之间的关系，但归根结底写的是“我”和父亲

之情。它的叙事模式是传统的，唯一增添的面向，是一个作为对象的“我”，投射于继母、
继父眼中，内心所历经的千里江陵。

一、“有情”/“无情”：不可避免的“意见”

有段时间我对冯梦龙《三言》中有关“无情”
的故事群很有兴趣，写过一篇小论文，讨论《庄子

休鼓盆成大道》(2)的改写问题。“三言”成书于明

代出版业日益兴盛之际，作为编纂者的冯梦龙更

类似于现时的畅销书出版人，有着更商业化的运

作思路。甚至大木康指出，《三言》原本就是为了

印刷发表而编出来的(3)。所以冯梦龙着力“三言”
编纂工作的改写策略，因应着普通读者的口味，

而大大不同于原本文学作品所诉诸单一高级知

识分子的受众面向。

———与《细民盛宴》(1)有关的两点想法

张怡微

“有情”与“无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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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普通读者会以为出家人之所以向佛都

是感情创伤所致，庄子的超越哲学在冯梦龙的

“预设读者”看来实在有些不可理解。他冷漠孤

怪，妻死鼓盆而歌，烧了屋子去成大道有悖常理，

所以，冯梦龙有必要为这样一个“不可理解”的人

物找寻一个合理的叙事容器，这就有了“扇坟”、
有了“劈棺”、有了“戏妻”、有了“梦蝶”。

原文本无法解释，庄子为何要逼死妻子，即

使田氏在庄子诈死后急于嫁人，也是他诈欺在

先。在丁乃通所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

编号 1350“多情的妻子”的故事情节是：一个人假

装死，妻子准备嫁人。说明类似的情节并不是独

创，且放眼世界，“寡妇扇坟”在德国民间故事中

亦有原型，伪死试妻在印度、俄罗斯、欧洲、非洲、
中南美等地民间故事中都有记载。冯梦龙借用了

这一系列民间故事，使之与庄子形象杂糅。为此，

他设计了两个颇具叙事功能的道具，使小说的世

情意味骤然呈现了出来。
《三言》所赋予庄子的身份，首先是个丈夫，

其次是一个门外汉眼里的古怪哲学家。他的人生

故事所指向的，也不是超脱的形而上追求。小说

兜兜转转，终于描绘了一场哲学家的悲剧婚姻。
庄子路遇寡妇扇坟时，寡妇送了他两样东西，一

样是银钗，一样是纨扇。庄子没有收银钗，却收下

了纨扇。通俗意义上来讲，钗有结发之喻，庄子已

婚，不便收下。但回到家，庄子说起这桩偶遇，却

很平静，也没有指责妇人薄情。这引起了其妻田

氏不满，出于女性本能，她认为事情的真相是“拙

夫就与他调戏，夺他纨扇(4)”。田氏因怒而斥责庄子

时道：“似你这般没仁没义的，死了一个，又讨一

个，出了一个，又纳一个。(5)”而后撕碎了纨扇。过了

几日，庄周发病时，分明是要死的人，竟还不忘记

说“可惜前日纨扇扯碎了，留得在此，好把与你扇

坟。(6)”可见，在冯梦龙的设计里，庄周还真的惦记

着那把纨扇。在田氏看来，庄周路遇寡妇是一件不

太妙的事，两人还因此“淘了一场气(7)”。“淘气”这
一说法其实很有夫妻意味。纨扇像是一个信物，

但又不确切直指庄周与寡妇的因缘。以至于这整

件事情的因果链，变得像是庄周对于妻子撕扇行

为的不满和复仇。另一方面，纨扇还有时间的象

征。落实于“扇坟”，它彰示着某种神秘的尺度，即

寡妇嫁人不是问题，但寡妇多快嫁人，却是民间

的关切，自然也是大众阅读趣味的关切。
总之，先夫有情，遗孀扇坟。田氏有情，庄子

无情。情的对峙在此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读

者能够哀其不幸，又能感其炎凉。格调上显然不

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情趣，相反充满了俗世男

女日常生活的“意见”（doxa）(8)。世情小说要表现

的，正是这一类非客观理性的普通信念或流行见

解。
《金瓶梅词话》以降一批同性质的“世情书”

“人 情 小 说”（novels of human experience (9)），

鲁迅在《明之人情小说》中有解释：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

材犹宋士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以

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

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
也(10)。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

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

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

时说部，无以上之。(11)

我自己受冯梦龙启发很大。一来是《三言》中

充满了混乱的“意见”，另一方面这些“意见”又连

皮带筋沾染着人间之“情”，有悲欢离合，有发迹

变泰。这些“情”背后都是价值，这便是写作者“刻

露而尽相”“幽伏而含讥”。价值与价值自然是冲

突的，所以有变幻，有计量，有先后。
比如说，冯梦龙常常把知识分子写得很冷

酷，却把商人写得有情有义。他把庄子与妻的夫

妻之情写得极其寒凉，但他绝不是不会写恩爱，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一例，蒋兴哥休去出轨

妻尚能为其打点“十六个箱笼”的嫁妆，眼泪汪

汪。这里“十六个箱笼”的计量方式，其实是一种

“情”的历史知觉。如鲁迅《故事新编》中《采薇》一

篇的“烙饼”计时：叔齐第一次出去探听武王伐纣

的消息，“约莫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这才气急败坏

地跑回来”，后来在“恭行天罚”的伐纣队伍中准

备劝谏时，见“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

有烙三百五十张大饼的功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

丁。(12)”高桂惠认为，这种缺乏精准刻度的方式来

交代事情的进展或停留、延迟，使事件处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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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非时间感的荒唐的交互作用中(13)。这创立了

一种语境(14)，一个有关读者可以理解“十六个箱

笼”之情与“烙三百五十张大饼的功夫”之久的独

特叙事空间。它一旦确立，即与读者达成了某种

“契约”。以读者的日常经验不断地侵入越界作为

故事中“情”的计量与折抵。《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一篇中的叙事道具“纨扇”所象征的情的厚薄，就

是类似具备交际功能的语境。
世情小说，最易遭逢“格调”的质疑。哪怕是

写爱情，理论家往往也一定要添上一笔“不只是

爱情小说”，以示其为严肃小说，而非滥情之作。
其实大可不必。“情”与“不情”与“无情”，从来只

有发生，而无所谓辩证。小说家要做的事，一方面

是素描，一方面是翻译，对外观的素描，对价值的

翻译。充满非理性的“意见”，或理性的“观念”无
法置入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如米兰·昆德拉所

言“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

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

的真理”。

二、“情”与“不情”：蒙昧不明的补偿

两年前我开始写作《细民盛宴》。
开始是想写一部以次要人物为主的家族小

说，即不以“祖父、父亲、我”为主干的故事，相反

聚焦家族中一些“毛刺”人物，类似于继父、继母、
继子、继女，那些家族墓碑上不会有的人，他们之

间的关系。但后来显然，我的最初设想并不算全

部实现。
《细民盛宴》的成稿更像是我过去十年写作

“单亲”题材中短篇小说的总纲。虽然故事紧紧围

绕着“我”与继父、继母、继母之子之间的关系，但

归根结底写的是“我”和父亲之情。它的叙事模式

是传统的，唯一增添的面向，是一个作为对象的

“我”，投射于继母、继父眼中，内心所历经的千里

江陵。
我为结尾设计的，是女主人公在病床前，向

“继父”表达对“继母”的评价，以及听到继父转达

继母对“我”（袁佳乔）这十几年来的评价：

我对继父说：“我‘梅娘’是很好的，我们认识

很久了，只比我和你认识少一会会。”

我继父说：“她也说你好。说你一直以来对她

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
“乔乔”，继父突然说，“其实我和她一样，我

也觉得你很好的。你真的不要觉得自己很不好，

虽然你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开心，但是我们都理解

……她从大老远来，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一件事

……我跟她的意思，是一样的。”(15)

这里的“好”来“好”去，带着上海方言的多重

意蕴，极其琐碎迂回。对于继父继母来说，袁佳乔

的“好”与“不好”，以及“没 有 什 么不 好”与“很

好”，实在很难找到任何一种计量方式来承载，其

实是“无用”的。然而这就是细民生活的原相，就

是我心中的“情”与“不情”。与原生家庭的情感折

磨相比，这些嫁接的伦理虽然脆弱，却是良善的。
它附着于破碎婚姻的果实之上，也不可能结出没

有负担的硕果，处处是分寸，处处是静默。既不是

亲情，也不是友情，是一种互相观看的家庭内部

关系。
在生活中，继父和继母是不必相逢的，一旦

婚姻关系解除，他们连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就解除

了与本位家族全部相识的意义。即使这些人是认

识的，也无法再继续认识下去。但在小说里，这些

人又是可以继续相逢的。
亨利·詹姆斯所作《梅西的世界》，同样以孩

子的天真介入成人世界伦理的合法紊乱。亨利·
詹姆斯自己也写过精彩的文论，回答人们为什么

要读小说：

当被表现的这些客体本身大多如此容易让

人弄到手，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去加以表现呢？看

来回答会是，人总是同时怀有一种获得更多经验

的强烈愿望，和一种尽可能低的代价去让自己

得到经验的无比狡黠的心理。每当他们有此可

能，他们就会去偷别人的经验。他们喜欢体验别

人的生活，而且尤其敏感于别人生活中的那些

跟 自 己 的 经 验 相 似 得 叫 人 按 捺 不 住 的 那 些 方

面。于是那些写得活龙活现的故事就比任何其

他一种文学形式能更容易地在这方面给他们以

满足，能给他们丰富的，然而得自别人的经验的

知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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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家庭伦理问题的关切者，我觉得至

少是存在一种重新安排生活的幻觉，和窃取生活

经验的快感支持着阅读和创作的初始动力。我一

直很喜欢的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美国作家

尤多拉·韦尔蒂，同样是书写这种类“世情书”的

高手。

“我也不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不爱丈夫。”
听她这么一说，杰拉蒂姊妹有点讶异和迷

惑；凯瑟琳跪在地上给壁炉添加煤块，诺拉则往

自己的茶中倒了一点牛奶。这两个未婚妇女怎么

可能明白她的感受？艾米莉心想。对于那个已经

死去的男人，即使没有悲伤和哀恸之心，也还是

残存有一点爱意的。———《坐对死人》(17)

“我很高兴，该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就哭

得出。旺达·费依。”她挥舞着手指继续说，“任何

事儿都要看时间和场合。事后你再想寻求同情，

人家亲朋好友都回去忙自己的事儿了，那时他们

可就不欣赏你的眼泪了。眼泪只会让人不舒服。”
———《乐观者的女儿》(18)

即使没有阅读过原作，从这两段话也能看到

小说背后的“意见”，充满了生活经验的褶曲。“我

也不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不爱丈夫”，一句话就框

定了复杂的“情”。既不是不爱，也不是爱，是“也

不是想让你们知道不爱”，这又带入了“你们”。它

显然不是任何人类情感所能抵达的“观念”，它只

是一种语境。“你们”或许指的是“杰拉蒂姐妹”，
也可能是读者，它在试图透过生活经验与文本以

外发生交际。正如《红楼梦》解读上常见的“意见”
———“焦大醉骂”，文本内的人有人听见了、有人

装听不见，但读者是真切知道了，他们在猜。但它

不是真理，它对读者提出了自我超越的期待。
《细民盛宴》显然没有做到这样好的程度。但

它努力实现着，让伦理褶曲尽情创造其可能。小

说的最后，其实父亲母亲反而是退场的。丈夫也

是退场的。拨云见日以后，匆匆赶来相逢的袁佳

乔的继父继母，各自名不正言不顺地扛着一半桥

梁，拼凑着架起了观看的可能，也架起了模糊的

价值。
另一方面，佛斯特（E.M. Foster, 1879-1970）

认为人们喜爱读小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一

种较不接近美学而较接近心理学的答案，因为

“人类的交往，……看起来总似附着一抹鬼影”。
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最多只能做粗浅或泛泛之

交；即使我们愿意，也无法对别人推心置腹；我们

所谓的亲密关系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完全的相互

了解只是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说

人物。除了阅读的一般乐趣外，我们在小说里也

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补偿。(19)”
日本导演中野良太的电影《帮老爸拍张照》

（チチを撮りに），拍两个几乎没见过父亲的女

儿，听说他重病将死，笃悠悠搭火车去看父亲第

一面也是最后一面。父亲推进去火化前，姐姐突

然说：“爸爸我不感谢你也不恨你”，最后偷了一

块他的骨头。她们两个在葬礼上第一次见到父亲

再婚后生的儿子，因为母亲出走他被寄养在叔叔

家，叔叔家来了新嫂嫂……但过于复杂和哀痛的

部分被隐去了，影片诙谐幽默，带着一种“也不是

开心”“也不是不开心”的生活滋味，引领那些尚

未成年的孩子们步入难以回避的自身“来历”。
情不情风雨不同舟。

注释：

（1）（15） 张怡微：《细民盛宴》，《收获》2015 长篇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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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休鼓盆成大道〉等为例 >，《静宜中文学报》第 5 期，2014

年 6 月，第 123-150 页。
（3） 大木康：〈从出版文化的进路谈明清叙事文学〉，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17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第

177 页。作者写道：“据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封面的绿天

馆主人识语，冯梦龙答应了书店老板的请求而编这部白话

小说的集子。也就是说，《三言》原本就是为了印刷发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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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 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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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知识”（episteme）对照，早在希腊时代已提出

类似的区分。Doxa is a Greek word meaning commo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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