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非研究专辑

不确定的历史与记忆:

论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

杨小滨 著 愚 人 译

小说写作……使我有可能重获无法

表达的现实经验和记忆。
———格非

格非是他那一代中国先锋作家中最年轻

的一位。他与绝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不同，

他的职业是在学院教授文学。也许是由于学

术生涯的缘故，格非的小说在处理历史和个

人经验方面似乎专注于叙事技巧或形式上的

可能性。格非通过揭示集体与个人记忆在不

可调和的叙事碎片中的缺陷，来挑战主流话

语赖以构成的宏大历史总体性。在格非的叙

事中，主体的声音颇为清晰; 但是，它并不是

用另外一种绝对的声音取代宏大历史话语，

而是展示了其自身游离分散的表述。格非小

说中“无法表达的”经验与内存表现为不可

知的、无法消解和遗忘的叙事碎片。

重新认识或重新呈现过去的陷阱

《陷阱》是格非的早期短篇小说之一，格

非的叙事者甚至在小说真正开始之前就承认

了他的叙 事 局 限。更 加 离 奇 的 是，故 事 是

“从她的自叙开始的”，①她是一个名叫牌的

女孩，那是离家出走的“我”偷听来的。偷听

本身出于与故事毫不相关的一个偶然意外，

它不仅成为“我”即将深陷其中的现实，而且

也是叙事者现在讲述故事的原因。换句话

说，主要叙述完全来自一个不带任何决定性

的历史历程的偶然事件。叙事者不再对叙述

的真相承担责任; 确切地说，一种叙述可能始

于另一种叙述，或者可以不加组合地任意切

换成另一种叙述。在某种程度上，牌的叙述

是不连贯的: 她一会儿声称她离家出走是因

为害怕，继而又说她不得不离家出走。谭运

长在他讨论这个短篇小说的文章中指出了这

个问题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他却敏锐

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任何意义，如果

牌的叙述本身是不可信的，那么她的所有陈

述都是不真实的。② 当牌后来再次讲述她的

过去，声称应该对她离家出走负责的父母

( 根据她先前的陈述) 早已死去的时候，这样

的疑虑更是有增无减。
前后矛盾的陈述瓦解了叙事的总体性和

绝对性。如果我们将这个片段与五四时期妇

女离家出走的同类主题故事相比较，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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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格非的叙事并没有为女主人公的

离家出走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鲁迅的

小说《伤逝》中的年轻女性子君或者冯沅君

书信体短篇小说《隔绝》中的“我”是离开( 或

者决定离开) 令人窒息的家去追求“自由恋

爱”。鲁迅与冯沅君的小说至少部分地顺应

了从父权压制到自我解放的历史理性秩序的

解放话语。在鲁迅的小说中，这样的历史后

来当然变成了毫无结果的哀叹。格非通过脱

离解放话语来击破这样的历史: 牌离家出走

的理由令人困惑，这就打乱了整个宏大历史

的逻辑。
格非也探讨了真实与幻觉、可以预期与

不可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另一个关于导致

她离家出走的故事中，牌说她看见一个老人

用一些细长的树枝在河边搭桥。她试图说服

老人这样的桥是没有用的:

你的桥不牢。我说

它是给鸽子走的

鸽子能飞过河去 不用桥鸽子也能

飞过去

它是给没有翅膀的鸽子走的

所有的鸽子都有翅膀

没有翅膀的鸽子没有翅膀①

对话一直在继续，直到她回家并发现一

些不相识的老人占据了她的家。她无法进入

她自己的家，因为老人们认为她进入屋子是

非法的。在格非的许多故事中，非现实压倒

了现实。在很多情况下，现实似乎只能服从

于那些导致不幸的美好或者戏剧性的幻觉。
这些梦境般的幻觉不仅是悲剧性的，而

且还可能是喜剧性的或者荒诞的。总而言

之，所有这一切都寓言性地直指现代中国无

法实现的文化想象。牌向她从前的男朋友黑

桃讲述她离家出走的这后一个版本的故事，

当牌和“我”一起去拜访黑桃时，黑桃竟然没

有认出她来。黑桃可以被寓言性地诠释为曾

经为“寻根”文学所钟爱，现在被喜剧性地戏

剧化的一个怀旧形象。甚至在他回想起牌的

时候，他的旧情复燃也只不过持续了很短的

时间，接着他又恢复了他“木然而立”②的姿

态。重温旧梦的初衷根本没有希望。作为一

个流浪者，牌“一直朝北走”去“寻找救星”③

的努力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历史救星应该

是远见卓识的社会解放者或者怀旧的精神赎

救者，这样的角色不再具备把整个叙事引向

一个完美的结局的超强功能。因此，牌对黑

桃的拜访就是对回到原初的戏仿性探索，因

为黑桃自己就是“遗忘心理学家”，象征着逃

离原初。
黑桃以各种方式毁灭了牌的幻觉，所有

这一切都与审美想象或创造的危险有关。他

暗示那是为鸽子搭桥的老人设下的陷阱。这

个老人必须被看成艺术或者幻象的象征，因

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幻象( “没有翅膀

的鸽子”) ，完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正如黑

桃认为的那样，他的不切实际和审美的活动

仅仅是具有特殊实际指向的一种伪装，那就

是把牌从家里引出来，好让老人占据她的屋

子。这是审美的危险陷阱，这样的伪装给现

实带来了灾难。占据了牌的屋子的那些人好

像在演戏: 美 /幻与恶 /真在他们的表演中融

会一体。然而，陷阱不仅存在于牌关于她自

己的故事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她的故事叙述

之中，由此可见，她的叙述作为艺术( 人为捏

造) 就像老人的桥一样不稳定，或者就像伪

装成占领她屋子的那些人。换句话说，对陷

阱的表现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自反的形式暴

露了再现性叙述的自我解构倾向。
黑桃说服牌把遗忘和回避的艺术当作重

新找回或构想过去的天籁福音来接受。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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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可以被寓言性地理解为对再度体验的拒

斥。究竟什么是真实也受到了质疑。他警告

“我”，牌已经“成了你众多记忆混合物的复

制品。这都是你过于沉湎冥想记忆泛滥所

致”。① 正如黑桃暗示的那样，牌现在只不过

是叙事者精神形象的“复制品”，我们不仅会

怀疑牌的陈述，而且还会怀疑她是否存在。
然而，根据黑桃的暗示，牌只是一个想象中的

人物，牌也否认黑桃的存在。叙事者后来确

实收到过牌的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黑桃在

他们进城拜访他之前就已经死了。叙事者可

以“推测我们深夜拜访黑桃可能是一次幻

觉”。②叙事中的这种自我否定破坏了表现过

程的连贯性。因此，陷阱( 尤其是表现陷阱)

不仅是其他人安排的，而且还可能是那个人

自己的设计。叙事者声称( 同时又是自我反

驳) ，“实际上”③ ( 这样的“实际”总是可疑

的) ，当天夜晚，他们没有找到黑桃，却参加

了一个葬仪。在这个似是而非的葬仪上，人

们穿着溜冰鞋滑翔而过，计算机操纵着灵车，

立体音箱里播放着事先录制的哀号。最滑稽

可笑的是，“我”最终发现死者原来是一头

猪。表现的“事实”或者“表现性”就这样被

理性叙事的迷惑错置，这正是横贯整个短篇

小说的最大陷阱。
《陷阱》的叙事是幻觉、幻想、伪装、欺

诈、游戏和闹剧的杂烩，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对

表现与现实的谎言的彻底揭露。最为显见的

是，故事的发展逆转了各种宏大叙事对真实

的见解，这样的见解正是中国现代叙事的核

心。所有的表现继而被揭示为误现，所有的

现实则被揭示为非现实。任意和冒险的叙事

逻辑破坏了宏大叙事的总体性。
格非通过不断地否认先前的陈述或与先

前的陈述自相矛盾来引起我们对叙事自足性

危机的关注，表面上整合的叙事变得断断续

续和前后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非戏

仿的不是某种特殊的叙事种类或者类型，而

是所有在整体上一致或者稳妥的叙事，尤其

是严格同质的宏大叙事。如果说历史的基础

是记忆和叙事，那么格非复原的就是记忆与

叙事中的那些不确定因素。在他的《褐色鸟

群》里，叙事者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没有日

历和时钟，他根据迁徙的褐色候鸟估算季节

的变换。一个名叫棋的女孩走过来，向叙事

者展示她的画夹，叙事者感觉到“我的记忆

深处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但并未就此而唤醒

往事”，他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

一种奇怪的胶粘接起来”。④夜晚，叙事者对

她讲起自己的故事，“尽量用一种平淡而真实

的语调叙述”。⑤然而，他的关于他遇见另一个

女人的叙述却并不“平淡而真实”，他在他所

谓的结尾处停住了。只是在棋这个故事讲述

的倾听者不可思议地接着讲完了他的故事之

后，叙事者自己才继续他的叙述: 他徒劳地跟

踪一个女人来到郊区，以及他在女人消失后遭

遇的神秘事件。棋再次为他讲述了故事的结

尾，叙事者后来也确认了这一点。叙事者与叙

事对象的角色互换破坏了表现的稳定性，打乱

了话语的制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叙事者在小

睡之后被迫讲述了很多年后发生的 事 情:

“我”在另一个城市遇到了那个女人，但是她

否认她在十岁以后去过他第一次见到她的那

个城市。然而，她记忆中的某些部分与叙事

者的叙述交迭在一起。⑥ 接着，他与那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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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叙事者诉说他跟着一个女人来到一座木桥，他

看见女人穿过木桥，但是她的靴印在河边消失了。他遇到

了两个人: 半路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迎面而来，跟他擦

袖而过; 另一个是手提马灯的花白胡须老人，老人告诉他

没人能穿过这座木桥，因为木桥早在二十年前就被洪水冲

毁了。正当“我”准备赶回去的时候，他发现了沟渠边的

自行车以及先前跟他擦身而过的那个人已经僵硬的尸体。
这个女人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她丈夫提着

一盏马灯来到那座木桥( 据她说，毁坏木桥的是偷窃木材

的小偷而不是洪水) ，她看见了一些鞋印和自行车的胎

辙; 第二天，人们在河里找到了一具尸体和一辆自行车。



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终于

结婚，而她却在他们的新婚之夜死去。当棋

知道故事已经真正结束的时候，她离开了。
几年后，叙事者看见棋穿着同样的外套，挟着

同样的档夹走来，然而她一点都不明白他在

说什么，她否认她就是棋，然后消失在远方，

就像不知疲倦的褐色鸟群。
《褐色鸟群》在叙述中套叙述，由无数古

怪事件组成的多层叙述构成。叙述“框架”
包括棋的来访以及叙事者讲述他的神秘爱情

故事。尽管叙事者的记忆经常被棋的陈述所

悸动，他仍有记忆困难，因为他的“意念深处

一定存在着某种障碍”或者“压抑”。① 可以

假设，心理障碍来自他的个人经历，他的爱情

和婚姻结局悲惨。那就是为什么他意识到他

对棋的叙述就像一个病人在对一位心理分析

医生倾诉。②叙事者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讲述

他的故事。中间他停顿过几次。在第一个停

顿中，他像是在否定他的痛苦记忆，声称他从

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棋还在贸贸然继

续向他讲述这个故事，依据是( 正如叙事者

假定的那样) 她对叙事常规的敏感。在这

里，叙事者将叙事常规解释为叙事的心理学

基础，而棋则在其中扮演了不断进行盘问的

心理分析医生的角色。
第二个停顿发生在棋所谓的“非常庸俗

的结尾”③之后，棋再次讲述了他在沟渠里发

现尸体的故事。至此，叙事者的“大脑像是

一个空空落落的器皿，里面塞满了稻草和刨

灰”，④他回想起棋先前提到过的一些人。叙

事者似乎只有通过部分释放压抑才能重新获

得他失去的记忆，他只有通过唤醒他对愉悦

的记忆才能避免或者至少延迟痛苦不堪的记

忆。很显然，叙事者与中国现代文学范式中

自信的叙事主体不同，他被围困在强制的表

述与压抑的表述之间。更有甚者，他作为叙

事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向一名女性听者

讲述故事———的身份是可以替代的: 他中断

的叙事必须由她来补充。他的完整叙事依赖

于这样一位替代他、从他异化而来的叙事者。
因此，叙事主体的力量不再是绝对的，而且变

得无能为力和自我瓦解。
遭到瓦解的恰恰就是无法提供一幅没有

瑕疵的过去图景的连续独白。甚至相互补充

的叙事对话 ( 叙事者与棋之间的对话或者

“我”与那个女人之间的对话) 也没有使整个

故事变得统一完整，而是揭开了交流中无法

弥合的差异。棋对叙事者的叙述的补充中也

存在着误会、省略和疏漏。这个女人对过去

的记叙与叙事者的记叙互相重叠却又相互矛

盾。叙事者与棋，叙事者与女孩的相遇包含

了遗忘或者误会。
故事的结局显示了叙事者的困惑: 棋来

了———也许她不是棋，也许她就是棋，只是她

已经不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正如开头的

叙事者那样，或许她只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身

份。这个场面与开头那个部分一模一样; 然

而，那不仅仅是重复，而且是带有反讽意味的

重复，或者失败的映射，映照出映射的无能为

力。在小说的开头，叙事者看见棋的时候，她

身穿“橙红( 棕红) ”的衣服，“怀里抱着一个

大夹子，很像是一个画夹或者镜子之类的东

西”裹在“草绿的帆布”⑤里。大夹子确实是

画夹，因为棋向他展示了绘画。在小说的结

尾，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开头: “她依旧穿着橙

红色( 或者棕红色) 的罩衫。她怀里抱着那

方裹着帆布的画夹，而远远地看起来，那更像

一面镜子”。⑥然而，叙事者的假设错了。那

个女孩不是棋，那个看上去像是棋曾经怀抱

过的夹子其实只是一面镜子。
这里出现的问题，比如真实与镜像，就是

所有叙事表现中固有的问题。显而易见，叙

事表现的基础就是对真实的假设。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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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再现的符号是要读作符合“本真的”对

象。然而，在格非的叙事中，这个貌似透明的

再现符号具有反讽意味地产生了模仿本真却

又无法还原其实质的镜像。所以，落空的不

仅是叙事者对棋的期望，而且还是读者对叙

事中表现本真的期望。格非通过质疑叙事再

现的本真性，戏仿了在目的论式的团圆中达

到高潮的时间概念。就这样，叙事者再次被

留在了一个无限的空白之中，一个缺乏时间

逻辑的空白，为此叙事者一开始就担心“这

些鸟群的消失会把时间一同带走”。① 时间

本身向非同一性或者异质性开放，而不是封

闭在同质的结尾之中。
叙事框架中对真实性的疑惑在很大的程

度上反映在叙事者对他的爱情故事的记叙

里。“我”相信他先前遇到而后来再次邂逅

的那个女人就如同棋的“镜像”，她否定了他

们曾经相遇的可能性，尽管再现的符号，比如

她的栗树色靴子，可能确证了叙事者的陈述。
除了女人的否认之外，叙事者的记述并没有

遭到彻底的驳斥。总而言之，女人承认坍塌

的桥的存在( 尽管她对桥之所以坍塌的解释

与叙事者的解释不相符合) ，她甚至回想起

她丈夫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看见的事情，她

的记叙与叙事者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

的地方。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模棱两可: 像

这样包含了相互争讼的种种次要叙事的叙事

既不是绝对确定的，也不是绝对否定的。再

现叙事遭到了彻底的戏仿( 而不是被完全舍

弃) : 格非的小说通过揭除再现性“现实主

义”的面具，突出了解构的潜力，即坚持在质

疑的过程中而不给出任何确定答案。

宏大历史的岔道歧路

在格非的小说中，解构的力量只有在与

个人经历和民族、地域或者家庭、历史相关联

时才会产生作用。格非的小说绝大多数可以

被看作是对表现以往历史的原型或模型的再

书写甚至戏仿。原型或模型的关键因素得到

了保留，但却无助于它们通常假定会产生的意

义。例如，在《迷舟》和《大年》里，“北伐军”和

“新四军”的正统历史形象遭到个人欲望或者

日常事件的污染。这些名词所标志( 或者虚

构) 的统一历史“本质”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打着历史叙事幌子( 通过简短的开场白

介绍的历史背景) 的《迷舟》并没有导致历史

事实的客观化，而是导致了主体表现的脱漏。
这段开场白用确切的日期、地点、部队番号、
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以及新闻报道风格的叙事

表现了历史真实，最后才提到故事的主角，孙

传芳部守军三十二旅萧旅长的失踪。然而，

小说中站在北伐军( 历史进步势力) 对立面

的主人公萧不像是一个“反面人物”。他身

陷风流韵事、违反军纪、家庭变故这样的麻烦

之中，等等，所有这一切打乱了他在创造历史

的过程中注定应该扮演的角色。萧的下落不

明不仅给“雨季开始的战役”，而且还给应该

把反面人物明确地放在确定的敌对位置的历

史叙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②他的失踪

在编好程序的历史地图上留下了一个空白。
故事从媒婆马三大婶带来萧的父亲意外

死亡的消息开始。萧回到他的故乡小河村是

为了他父亲的葬仪和侦察任务。他很快与刚

刚在小河村跟三顺结婚的杏暗中私通，他仍

然在记忆中保留着对自己在榆关的青春回

忆，然而榆关现在已经被他哥哥率领的北伐

军部队占领。他们的私情暴露之后，作为惩

罚，三顺阉割了杏，杏被人送回了榆关娘家。
落到三顺手中又被莫名其妙放掉的萧决定去

榆关再次看望杏，他回来后被他的警卫员杀

死，因为后者接到了命令: 如果萧前往他哥哥

占领的榆关就杀死他。
格非这篇小说的故事逻辑并没有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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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叙事那样离经叛道。然而，这样的

逻辑放在宏大历史逻辑的背景中就变成了藐

视现成秩序的一种戏仿。萧不时地置身于历

史的十字路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

却没有行使他被赋予的历史功能。小说一开

始，他身负历史任务回归小河村，他的使命的

纯洁性却由于他父亲滑稽地从屋顶上掉下来

摔死在水缸里意外死亡而遭到玷污。再者，

他此行的侦察任务无非就是参加祭奠仪式。
有意思的是，萧的父亲会摆弄洋枪，是为数不

多的小刀会头领之一。小刀会( 十九世纪中

期盛行一时的地下反叛会社) 的失败是因为

仅仅想依靠小刀( 一种传统的中国武器) 改

变历史，萧的父亲能够熟练使用洋枪这个事

实就是杂交的独特历史现象。有一天，萧询

问父亲为什么投身于一支失败的队伍，父亲

的回答是必须用狼和猎人取代失败或者胜利

的概念。当时，年轻的萧提出的问题已经表

现出他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传统定义的困

惑，萧的父亲把这个问题带到了更加暧昧的隐

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历史似乎被等同于不

可靠的自然世界。事实上，萧的父亲扮演了一

个重要但失败的历史角色，他死得毫无意义。
像这样充满喜剧色彩的死亡，带来死讯的不是

历史学家，而是村里的媒婆，一个传播丑闻的

类型化人物，她的话语微不足道。
事实上，萧“曾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激

动，他不知急于回家是因为父亲的死，还是对

母亲的思念，或者是对记载着他童年的村子

的凭吊的渴望”。① 从表面上看，萧受到了许

多冲动的驱使，然而，其中没有一种冲动与宏

大历史的中心主题有关。确切地说，根据接

下来的叙述，驱使他的是“更深远而浩瀚的

力量”，是深埋在他的记忆中对一个姑娘朦

胧暧昧的个人欲望。萧的侦察任务仍然没有

完成，因为他从他不得不参与的历史戏剧中

抽身而退。罗纳德·詹森( Ronald Janssen) 将

之理解为“中心化权力的意象在故事中被萧

在关键时刻所经历的命运线索所驱使”。② 他

的命运既不像宏大历史要求的那样意味深长，

也不像道家告诫的那样可以预测。当历史戏

剧转向个人欲望的舞台的时候，萧的命运和格

非叙事的命运都变得离奇古怪和不能确定。
最戏剧性和荒谬的情节发生在结尾。杀

死萧的既不是他军事上的敌人，也不是他的

情敌，而是他自己的警卫员，后者没有意识到

萧是去榆关探望杏。小说中的历史逻辑一而

再、再而三地错位或者改变方向。首先，萧的

家庭意外取代了他的军事行动。参加父亲的

葬礼被他与杏的约会所取代。过去的延续似

乎取代了现在。当我们即将透过个人传奇目

睹错位的历史戏剧全景的时候，历史力量并

没有忘记其责任及其始终蕴藏的潜在活跃性

和致命性。萧的警卫员杀死他是假定萧会背

叛他的历史角色。这样的处决在一定程度上

是合理的，尽管他没有叛变和投降敌人，他却

歪曲了自己的历史作用。然后，小说的结尾

再次让纯属个人悲剧的虚构故事与笼罩个人

命运的历史幽灵的冲动之间产生错位，尽管

是以一种似是而非和不合理的方式。
然而，错位不仅是一个内文的现象，而且

也以互文的方式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迷舟》是对规范的中国现代叙事的戏

仿，后者中的历史责任与风流韵事往往协调

一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互利互惠。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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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的《青春之歌》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的

叙事模式。林道静生活中的男性形象卢嘉

川、江华和余永泽分别起到了不同的历史作

用，而林道静必须在实现她对历史主体的追

求的同时实现她对爱情的追求，反之亦然。
林道静追求的主体性很难用自足来评价，这

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样的主体性仍然处于

一种依附状态，依赖于男性历史话语的塑造

和操纵。这样的结构原型可以追溯到一九二

○年晚期: 丁玲的《韦护》、洪灵菲的《流放》、
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蒋光慈的《鸭绿江

上》，等等。在这些作品当中，个人与历史之

间的联系是如此牵强附会，以致两者之间只

有冲突才具有潜在的永恒性。( 比如，只要

想一想《韦护》中的文丽嘉的意识形态转变

有多么不自然。)
如今，在格非的《迷舟》里，这样的冲突

被推到了前台。恋爱情事不能被纳入宏大历

史的图景，反而变成触发历史的非理性力量

的致命或凶险要素。杏与“性”同音，这个字

不仅使传统意义上的浪漫情调变得庸俗，而

且还彻底阻断了对历史远景的展望。然而，

杏转移了萧对他的历史责任的关注，虽然她

不是直接导致萧的悲剧的祸水红颜，但她却

是萧不由自主地违犯禁忌的诱因。总而言

之，杏不再充当协调历史与浪漫的中介，她最

终导致了萧的历史角色与浪漫角色之间的分

裂与冲突。历史反讽就这样从历史剧男女主

人公的“角色误扮”中诞生。

缠绕不休的历史叙事

在格非看来，非理性挫败了理性的历史，

原因不仅在于盲目的欲望( 比如萧对杏的欲

望) ，而且还在于想必是理性的假设( 比如警

卫员的假设) 。这样的历史多重决定论正是

格非叙事的根本动力。格非小说中的反讽始

终就蕴含在自我困惑的叙事当中。他的另一

个短篇小说《青黄》就是“追踪‘不在’”①的

故事，一个没有目标的调查最终产生了《青

黄》一词各种各样、甚至不可思议的结论。
那是关于大约四十年前一支叫做“九姓渔

户”的当地妓女船队。根据一位教授的理

论，《青黄》是一部失传的妓女生活编年史，

而不是民间盛传的一位漂亮少妇的名字。然

而《麦村地方志》对妓女船队被禁后的情况

语焉不详。格非从一开始就展示了指向蕴涵

在官方或者知识权威炮制的历史中的含混暧

昧、充满裂隙和自相矛盾的叙事。
小说的主要章节描述了叙事者对麦村不

同的人的采访，他们对过去的个人回忆构成

了当地历史的复杂图景。第一个采访对象是

一位老人，他特别提到那个姓张的男子和他

女儿的到来。然而，他没有详细述说事情的

来龙去脉，他只是大概描述了那天的气候以

及他们身后熊熊燃烧的船只。他在记叙中承

认他的不知情并且提出了疑问: “他也许
獉獉

担

心村里的人不肯收留他们而放火烧掉了那条

船”;“我还不知道
獉獉獉獉

他的名字。他的女儿好像
獉獉

叫小青”;“以后的事我也不怎样清楚
獉獉獉獉獉

”; “中

年人……也 许 是 对 村 子 里 的 水 土 不 太 习

惯”;“他也许
獉獉

是一个很好的父亲”。② 老人的

陈述本身就是对范式化的历史叙事的戏仿，

它昭示了表现的不确定性。从更为广泛的范

围来看，对叙事者来说，老人的叙事之所以难

以捉摸的原因也是不可确定的。显而易见，

老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显得
獉獉

非常吃力”，③

然而，他 的 模 样 却“造 成 的 一 个 奇 怪 的 印
獉

象
獉
”，“他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

一些事”。④也许只是因为“他说话时齿音很

重，喉音混浊不清，这使我在记录时遇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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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麻烦”。① 因此，由于各种各样有意或者不

可 避 免 的 原 因，历 史 充 满 了 脱 漏 或 者 困

惑。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九年前在家里接待过

叙事者的外科郎中。他在采访中声称，他还

记得那个姓张的男子的葬仪，然而当话题转

向他自己遇到那个姓张的男子的时候，他显

得有些“心不在焉”。他说，他“从来没有和

那个外乡人说过一句话，他的心思……也许

……他的女儿……”，②他甚至没有把话说

完。“九姓渔户”的历史再次变得若即若离

和令人生疑: 这样的历史仅仅存在于没完没

了的引述或者无法复原的省略之中，而真实

的事件却被不断推迟。至于“青黄”这个词，

外科郎中认为它指年轻妓女( 青) 和年老妓

女( 黄) 的划分。
然后，一个名叫康康的年轻人讲述了大

水是怎样冲毁了姓张的男子的坟墓的，漂浮

的棺材里空无一物。人们甚至怀疑姓张的男

子是否真的死了，尤其因为外科郎中在棺盖

钉死之前没能看见死者的尸体( 根据先前的

采访) 。老年小青关于她儿子的死的故事更

是加深了这样的怀疑。小青告诉采访者( 即

叙事者) ，她的儿子在淹死之前声称自己看

见过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在各方面酷似死去

很久的姓张男子。然而，小青儿子看见的那

个老人是否就是姓张的男子也同样难以确

定，也许那只是另一个跟他长相酷似的人，也

许那只是幻觉。更有甚者，小青还无动于衷

地声称，她的父亲“也可能不是亲生的”，③这

更是增加了那个姓张的男子令人迷惑的神秘

感。不同的叙事声音之间的关联和冲突再次

制造了叙事的不连贯和绝对历史的紊乱，这

样的历史被瓦解成为不可能统一的神秘碎

片。
小青在提到“九姓渔户”的时候声称，她

没把卖淫的职业像村民看得那么严重。她对

继母为了保护她不受性侵犯而招致杀身之祸

感到歉疚，而她自己对强暴已经习以为常。
虽然如此，她在说明船队形成的历史背景时

对传说的解释是，“直到后来”④发生了严重

饥荒，船上的女人才逐渐变成了妓女。她为

这段历史所作的辩解，其中的讯息显然可以

被读作她对卖淫无动于衷的一种开脱。小青

对卖淫的态度模棱两可。我们看到，不仅村

民们( 对他们来说，船队和船民是不光彩的)

与小青( 声称对卖淫无动于衷) 的叙事声音

互相冲突，甚至连同一个采访对象的叙事也

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小青，她至少是不知不觉

地希望澄清自己声名狼藉的家族史的起源。
格非的叙事通过唤起空缺，即总体性话

语压制下的时间成为一种“多元声音”，其中

的每一个叙事声音都与潜藏的对手发生外在

的或内在的冲突。
历史的霸权与总体声音的瓦解同时也呈

现在一个意义与表现难解难分的世界里。叙

事者“我”在对《青黄》一词或者“九姓渔户”
的调查没有结果之后，拜访了九年前曾经在

外科郎中家里过夜的卖麦芽糖老人李贵。那

天夜晚，当外科郎中离家外出急诊时，被雷雨

惊醒的“我”发现李贵在失踪了几个小时后

又浑身泥泞地出现在门口，脚趾头还在向外

渗着血。李贵是另一个反复无常或者自我否

定的叙事者，他现在否认他曾经在那天夜晚

离开过他的屋子，但是他又承认他经常梦游。
“我”惊讶地发现，李贵的狗名叫“青黄”是因

为皮毛的颜色。然而，在整个故事结束之际，

“我”又在一本明代《词综》里偶然看到了“青

黄”这个词条，青黄是一种草本植物。
至此，对“青黄”一词原意的探索终于有

了结果。然而，这样的结果却衍生出偏离了

既定意义的各种不可确定的结果: 《青黄》唯

一能够肯定的意义与历史预设没有任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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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把握历史真实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从

中产生的一切成为某种偶然多样和前后矛盾

的东西。对过去历史的不同叙事也偏离了原

初，无法在想象中拼凑出一部完整的编年史。
然而，没有任何叙事能够避免主观介入: 任何

叙事者，包括作为作者的叙事者，似乎都加入

了从 自 身 的 位 置 出 发 重 新 构 建 过 去 的 行

列。
我们可以从吴洪森为格非的第一个短篇

小说集《迷舟》所作的序中读到与这个故事

的来源有关的一则有趣的轶事:

记得一九八六年夏，我俩( 吴洪森

与格非) 去千岛湖( 名为考察的) 旅游

……县文化馆长给我们介绍了当地风土

人情，其中关于九姓渔户的故事使我们

极好奇，特地到该渔户的所在地去了一

趟，结果空无所获。那儿的人知道他们

的祖先 是 陈 友 谅 的 部 下，可 这 所 谓 的

“知道”是因为县志上这么写的。他们

矢口否认该船队的妇女史上有卖淫的传

说，他们关于祖先所记得的是帮助太平

天国打过胜仗，可县志上并无记载。两

年后 格 非 把 这 次 经 历 写 成 了《青 黄》
……①

这段文字至少为我们指明了格非这篇小

说的由来。这个段落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

于，真正的过去或者被信赖权威历史的人们

合法化，或者被希望增强历史的地方色彩的

人们神话化。格非显然深入阅读了这些历史

读物。《青黄》中每个叙事的片面性同样来

自对道德禁忌的内在诱惑和抵御。在某些情

况下，道德禁忌对真实经验进行了审查过滤。
例如，第一个老人“与村里的许多人一样，对

于那件‘不光彩的事’不愿重新提起”。②那

就是“我”觉得他的叙事中既有所揭露又有

所隐瞒的原因。外科郎中对张姓男子之死的

好奇，看林人( 另一个采访对象) 对后者张姓

男子性生活的好奇分别使他们看不见整体。
通过不同的声音拼凑出来的残破画面无法产

生完整和绝对的过去的记载。
张旭东在他对格非的研究中敏锐地观察

到《青黄》( 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格非小说) 里

挥之不去的一个沉思的和自我凝神的叙事主

体。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像这样一个由

不同声音编制的网络所构成的现代主体实际

上打破了 叙 事 者 声 音 的 一 统 天 下。因 此，

“自我形象的建构”③必须得到解构，不是透

过叙事者的自我瓦解倾向，而是透过他的无

法将他对过去事件的反思理性化。叙事主体

的“遭遇想象性解放的自我意识”④以及“恢

复过去的冲动”只能面对经久的意义传播，

无法企及可能确立他历史身份的绝对自足的

认识。张旭东认为，“人的开端”作为比“人

的终结”⑤更为恰切的阐释仍然被悬置在对

构形的欲望与毁形的现实之间。格非展现了

叙述历史真相的困难，他奇迹般地创造了现

代认知主体，虽然如此，这个主体的探索历程

却经常遭到打断和回避。

似曾相见和迷乱的主体历史

叙事的异质模式在格非的《湮灭》( 一九

九三) 中再度出现，多元声音在对那个名叫

金子的女人的描述中相互冲突。他的另一个

短篇小说《锦瑟》( 一九九三) 是在无穷无尽

的叙事中套叙事，形成了一种自我吞噬的回

旋叙事。小说的标题沿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

的著名诗篇《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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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格非小说中的主人公冯子存多次提到这

首诗的第三行，他在整个转世来生中沉迷于

庄子的“梦蝶”。① 庄子的寓言质疑现实的真

实性，李商隐的诗关注记忆的朦胧，而格非的

叙事则是一个对记忆与历史迷惑不解的自我

吞噬的迷宫。李商隐的诗注定了格非叙事的

抒情格调，冯子存就像李商隐那样迷失在他

记忆或追忆的遐想之中。遐想的主体就像庄

子那 样 变 成 了 不 稳 定 和 自 我 质 问 的 主

体。
在安葬美少妇的那个夜晚( 他第一次看

见这个女人就有一种神秘的似曾相识的感

觉) ，冯子存听见有人在河对岸呼唤他的名

字，他昏昏沉沉地穿过一片竹林走向墓地。
村民捕获了他并且将他处死。从此之后，故

事的叙事结构开始逆向展开。在冯子存死去

的前一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京城求取功

名，冯子存讲述了他是怎样去省城赴考，写不

出以《锦瑟》为指定标题的文章的故事。在

他回家的路上，他的姐姐向他讲述了她从茶

商那里听来的故事。冯子存趁着她沉睡之际

在一棵树下悬吊而死。在茶商的故事中，身

患重病的冯子存接到皇帝召见的邀请。他在

病榻上翻来覆去地阅读《锦瑟》这首诗以期

感悟其中的深刻含义。他向妻子讲述了他刚

才做的梦，但是直到他死也没有讲完。根据

冯子存的记述，他在梦里变成了沧海国的国

王，亲自出征讨伐西楚国。西楚国包围了他

的王国，冯子存带领他的百姓离开沧海去蓝

田牧羊采玉。② 一天，在王子前来刺杀他之

前，他正在向园丁讲述他前一天夜晚做的梦。
他讲述的梦境又回到了整个故事 ( 叙事框

架) 的开头，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 在安葬美

少妇的那个夜晚，冯子存听到她在窗外呼唤

他的名字，他不知不觉地穿过麦地朝墓地走

去……这个最后的梦也可以被读作他转世轮

回 的 先 兆，因 为 叙 事 的 时 空 是 自 我 吞 噬

的。
这个无穷套结构与庄子的寓言相应: 庄

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反过来蝴蝶又梦见

自己变成了庄子。如果说庄子的梦境就是蝴

蝶的现实，那么他的现实必然就是蝴蝶的梦

境。现实与梦境在叙事里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是传统的中国神秘主义的一部分，格非以

此抗衡线性的宏大叙事。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格非的《锦瑟》也驳斥了被现代理性化了

的庄子寓言，比如在王蒙的短篇小说《蝴蝶》
中，历史辩证法对混乱的时间进行了重新组

合。同样引用了庄子寓言的这篇王蒙小说展

示出目的论的时间性，在这样的时间性中，个

人历史只是国族历史的一个提喻( synecdo-
che) 。叙事的基本线索围绕着主角张思远，

他回想起他过去从党委书记 ( 政治动乱之

前) 到老张头( 他流放山村时期) ，再到副部

长( 他 平 反 之 后) 的 ( 政 治) “生 命”的“转

世”。这里的“转世”显然包含着辩证历史的

本质: 张思远( 或者中国) 只有通过在政治动

乱中洗涤灵魂才能净化他的精神并且最终进

入一个灿烂光明的新时期。尽管王蒙叙事运

用了意识流技巧，故事的线性发展是显见

的。
比照之下，《锦瑟》中用来揭示转世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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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事是倒退发展而不是向前发展，甚至是

杂乱的。宏大历史不再占据主导优势; 更加

确切地说，故事中晦暗不明的事件萦绕着不

可追忆性。格非的故事戏仿了用居高临下的

主体讲述模式强化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理

性。在格非的《锦瑟》中，依然还在的叙事主

体陷入了个人追踪的无尽的自我吞噬之中。
再者，叙事的抒情性带回了古代哲人和诗人

旨在挑战现代主体绝对理性的自我魅惑之

声。叙事框架由环环相套和层出不穷的叙事

组成，直到最后的叙事回到原来的叙事框架。
一个叙事主体被另一个应该是从属的叙事主

体所替代，直到最微不足道的从属叙事主体

取代了最主要的叙事主体。因此，这里没有

任何自足的叙事主体，如果每个叙事主体都

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元叙事主体的话，那么就

根本没有元叙事主体，没有任何绝对和超越

的主体能够操纵这个陷入既连续又回旋的叙

事沙漏之中的整个叙事。抒情的声音再也无

法展望目的论的时间性或者将解放的理性历

史绝对化。更加确切地说，接连不断的回想

促使叙事朝着不可追忆逆向发展。
冯子存这种追忆前世般的叙事形成了一

个周而复始的精神轮回，无法最终展现完整

的主体形象。记忆的困难与似曾相识的经验

交替出现。对冯子存来说，“那些琐碎的在

事仿佛突然藏到了时间的背后，他对过去时

光的追索常常一无所获”。① 与此同时，冯子

存在一开始第一次见到这位美貌少妇的时

候，“他觉得这个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

又想不起来”。②这个让他遭遇不幸的女人的

视觉形象让冯子存陷入了模糊记忆的陷阱之

中。在上述片段中，冯子存第一眼看到这个

女人“浮糜而俗艳的笑容”③就被深深地吸引

住了，他就是因为这个女人的死“昏昏沉沉”
走向墓地的时候被捕的 ( 没有任何理由) 。
这样一个形象在冯子存讲述的关于他在乡试

考场上失利的故事中再次出现: 在考场上，面

对指定的试题《锦瑟》，冯子存不知不觉地想

起了“妓女搔首弄姿的笑脸”，④这让他无法

静下心来写文章。至于使冯子存从一种人生

转向另一种人生的，是否就是他的追忆无法

确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使一种叙事转向

另一种叙事的正是追忆。追忆这个词在李商

隐的诗中被用来追踪仅仅是“惘然”的“当

时”，这也是冯子存的体验的隐秘动力。小

说人物冯子存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陆续改变

自己变迁( 转世来生) 的叙事功能，行使不同

的功能，却再也没有找到他原来的家。叙事

中呈现的怪诞和叙事自身的怪诞( Unheimli-
chkeit，即“无家可归”，正如海德格尔所提示

的) 表明了处于流放状态的小说人物和叙事

主体。从叙事的层面上来看，叙事的声音相

互交迭。从情节的层面上来看亦是如此，初

次来到村庄的冯子存与率领民众逃难的冯子

存都体现了无家可归的人类，无论他是一个

独善其身的文人还是最高权贵。
格非叙事的无穷套结构起源于西方文学

和艺术，比如埃舍尔( M． C． Escher) 的石板画

和木刻画，其中的拓扑游戏达到了自我迷乱

的巅峰。在格非的作品中，冯子存不能从统

一整体上把握的复杂个人经历偏离了线性的

历史观念。叙事主体无法维持它的全知全能

并且经常暴露出这种叙事主体自身的缺陷与

不稳定身份，以此质疑作者主体性的绝对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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