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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孟浪的诗歌作品中 , 总表现出一种飞翔的姿势。作为一种修辞 ,这种飞翔姿势具有隐喻的多重性与

多向性。从孟浪的诗中可以发现无数有关暴力的话语 ,但却读不到任何对于暴力的直接控诉;可以说 , 孟浪的修辞

策略在于他关注的是暴力的多重面貌 ,暴力的暧昧性 , 暴力与理想 、真理等的含混 , 以及暴力由于过度强烈而造成

的不可诉说和不可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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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无题·一个孩子在天上 》这首诗里 ,孟浪描

述了一个不安分的 、飞在天上的小孩———“用橡皮

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

调皮的孩子不是天使 ,当然也不是雀鸟———像所有

孟浪的诗作一样 ,这样的描述呈现出丰富的 、多重的

隐喻———而正是这种隐喻的多重性与多向性 ,标志

着孟浪诗歌对我们所处的单一化符号世界的决绝。

一

一个孩子在天上飞 ,当然是自由的象征 (况且

他还擦去了遮掩阳光的云朵)。不过在我看来 ,一

个飞在天上的孩子(天真而稚拙)同时也是对一种

险境的暗示 ———似乎对自由的向往无不蕴含了 “高

处不胜险”的情境;甚至可以说 ,自由 ,就是面临着

空旷和高度的危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 ,孟浪的诗是

对表达 、对意念的复杂化———其中暗含的困难性 、自

反性甚至不可能性可能比表面的含义更有诱惑力。

《一个孩子在天上 》被孟浪用作他上一本诗集

的书名 ,想来是他认为有代表性的一首。在这首诗

中 ,也出现了孟浪诗的范式之一 ———学校 /教育 。毫

无疑问 ,与学校相关的意象群———课堂 、老师 、课本 、

功课 、黑板 、铅笔 、橡皮 、墨水……一起构成了孟浪诗

歌重要元素 ,而这个元素———不是大学而是中小学

的场景 ———似乎起源于某种童年的记忆 ,好像挥之

不去的噩梦 ,以幻影的方式缠绕在孟浪的诗里 。比

如在这首诗里 ,教师们降临的形象混合了沉落 、君临

和压迫的多重意味 ,而学生们则惊恐万分地把终极

价值(“永恒”)像错误一样掩盖起来 。当然 , “用双

手按住永恒”不仅仅是掩盖 ,也是护卫;而正义的护

卫和失色的掩盖竟然合而为一 ———来自于 “按住 ”

一词的多义性 。这不能不说是孟浪诗歌修辞多重性

与多向性的魅力所在———正是创伤性的历史记忆剥

夺了我们英雄式捍卫的可能 。

但孩子们 “按住 ”的其实并不是 “永恒 ”,而是作

为 “一个错误的词 ”的 “永恒 ”。换句话说 ,观念 /意

念已经符号化 、文字化了 ,这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结

果 ,似乎我们已经没有了 (主观抑或客观的 )世

界———“永恒 ”之所以错误 ,不止在它的虚假或幻

觉 ,而是作为一种语言的元素 ,一种变质为谎言的文

字。那么 ,在相当程度上 ,孟浪的诗是以一种分裂的

主体来表达的 ———对终极价值的护卫同时又是对谎

言 /错误的掩盖 。这种分裂的主体性可以说是文革

后一代的典型表征 。

因此 ,我倾向把这类教育机构的场景看作是某

种国族寓言的产物。在祖国的近代历史中 ,教育和

意识形态训导和不可分割的 ———而这种意识形态训

导 ,正是精神创伤的主要起源之一 。正如孟浪在题

为《途中》的诗中描写的:“玻璃把拳头击碎 /中学生

献上手臂 。 //他的老师献上逻辑。”这个 “途中 ”似

乎是成长小说中途的一瞬间 ,而算不上太离奇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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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人咬狗 ”的事件 ,既是代表体制的老师交给的

“逻辑” ———话语构成的意识形态 “真理 ”,同时也

是创伤的动态呈现 。请注意 ,中学生的手并不仅仅

是无辜的 、被动的受害者———这个拳头的形象不能

不让人想起红色时代青年的被指定的愤怒 ,拳头的

暴力只是反过来受到了暴力对象的戕害 。这样 ,在

短短几行内 ,孟浪一方面揭示了体制化逻辑的荒诞

绝境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戕害和受害的不幸辩证法 。

二

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探讨过孟浪诗歌的自我

反思和自我质疑 ,这里我想再次强调 ,这种自反性所

表达的便是揭示了表达的自我冲突和自我偏离 ———

任何单一的 、单向的表达都遭到了积极的消解 。在

《教育诗篇 》里 ,我们读到一群小学生面对着的是

“一块旧黑板兀立 /将提供他们一生的远景 ”,而他

们 “在黑板上使劲擦:/黑板的黑呀 ,能不能更黑?”

这是一个荒诞而令人绝望的场景———因为擦干净的

过程就是抹黑(擦得 “更黑 ”)的过程 ,或者说 ,他们

把自己的 “远景”擦得愈干净 ,这个 “远景 ”也就愈加

晦暗———这难道不是有关主流教育的梦魇吗?

这样的修辞姿态当然再度证实了孟浪诗歌的

复杂性 ———而这无疑代表了当代诗歌成熟的重要标

志 。比如《无题 ,或受伤的钢琴 》一诗中的钢琴 、礁

石 、浪花 、潮流汇成的不是鼓浪屿式的装饰性风景世

界 ,而是伤害;或者说 ,在弹奏钢琴的美学行为与拍

打礁石的自然现象之间 ,是否隐含着一种共有的暴

力 ———艺术和自然同样处于被动的境况下 ,而只有

“潮流”———这个概念或许是 “历史 ”作为 “当今 ”的

唯一面貌 , “哦 ,潮流 ,押解着潮流 ”———然后 , “哦 ,

潮流 ,是潮流 ,释放了潮流 ”———才能被看作是既抓

得住又放得开历史流变的东西 ———不管是以艺术的

方式 ,还是以自然的状态。在孟浪的笔下 ,钢琴或浪

花的 “观众们 ”———或历史进程中不再具有主人光

环的 “人民 ”, “用双手紧紧抓住礁石 ” ———他们似

乎离不开暴力敲打下的那个狭小的文化 /自然立足

点 。在我看来 ,正是人民 ,需要依赖于这种暴力关系

的世界 ,更何况暴力的场面可以作为艺术或风景来

欣赏呢 ?

在孟浪的诗中 ,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无数有关暴

力的话语 , 但却读不到任何对于暴力的直接控

诉 ———也可以说 ,孟浪的修辞策略在于他关注的是

暴力的多重面貌 ,暴力的暧昧性 ,暴力与理想 、真理

等的含混 ,以及暴力由于过度强烈而造成的不可诉

说和不可确认 ———隐藏在孟浪跳跃性的诗歌语言后

面的 ,正是那个 “实在界 ”的核心 ,在似是而非 、闪烁

不定的语词中偶尔露出它的峥嵘 ———无论是 “用刺

刀尖 /弹奏练习曲”的 “哨兵 ”(《无题》),还是 “把钛

合金嵌入生活 ”的 “钢铁夫妇 ”(《飞行的后果 》),都

在提供某种疼痛的美学 ———视觉或听觉的———以至

于我们无法确知我们所感受的究竟是冰冷的刺痛 ,

还是尖锐的美感。

对于暴力的适度爱好恰好是对某种滥用血腥的

反拨 。孟浪诗的另一个范式是军队 /战争 ———但在

孟浪笔下 ,战争也有了黑色喜剧的效果 ,尤其是把军

事和教育混合在一起时 ——— “步兵操典也不再成为

必要 ———反动 ,军校的反动令他们快乐://̀ 历史别

转身 ,露出古籍 /不是臀部 , 不是。' ”(《战前教育

1996》))这里的军事行动是宏大历史的反向 ,而孟

浪看到的由血腥构成的宏大历史 ,从另一个方向看 ,

就暴露出被否认是臀部的文化经典———文化 /历史

就这样翻转了暴力 , 成为暴力意识形态的 “反

动”———一个曾经致人于死地的概念 ,如今在孟浪

笔下成为消解或阻隔暴力化历史的喜剧动力 。

孟浪似乎相信诗的这种 “反动 ”力量 ,因为 “一

首诗 ,敢于把整个时代的杀气冻结 ”(《她迅速奔回

了少女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 ,暴力化的体制貌

似为理性历史的轨道 ,但在同一首诗中 ,孟浪用隐喻

的方式揭示出它的非理性:“警察漠然地指挥着这

个时代的倒车 ”———这正是孟浪 “面对一个国家的

反面 ”所看到的 。这样 ,暴力化的体制不仅仅是压

抑性的 ,而更是胡闹的 ,是真正的 “反动 ”,以至于对

应的方式也显得激情而超现实起来:“我们嚼烂枪

管 ,如今吞下道路 ”(《激情 1993》)———既然道路就

是歧路。在与军队相关的诗篇里 ,孟浪每每想象着

这种宏大的世界版图或历史理性的丧失:“他抽走

地图 /士兵们纷纷陷落 /———哦 ,回国喽 ! /———哦 ,

返乡喽!”(《无题》)———这样 ,落败的军事悲剧就由

狂欢的人性喜剧所替代 。

实际上 ,这种对暴力体制的乐观颠覆本身就带

有某种潜在的不确定 ——— “喽 !”的感叹似乎也暗含

了这种乐观的天真意味 。在另外的叙述角度下 ,孟

浪诗歌中的时空转换却仍然延续了伤害的传统:

“少女的赤脚被烫着了 /来自罗马的军队 /也来自北

京”(《千年一九九七 》)。孟浪的诗歌可以说是悬宕

在对幸福的想象和无望之间 ,这种 “之间性 ”也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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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显示于另一个场景范式 ———医院 ,因为医院正

是伤病与康复之间 ,或死亡与拯救之间的场所;尽管

医院的宗旨是救治 ,但它的面貌却往往与伤病联系

在一起 ,或者说 ,它既意味着救治 ,但更经常意味着

无法救治。在《医学院之岸 》一诗里 ,孟浪用 “岸 ”来

意指拯救的彼岸 ,但他笔下的大海一开始就显现为

一片 “灰烬” ,连拯救也混合在 “毁灭的烟”之中 ,因

为 “痛苦在家里藏着厚厚的总图 ” ———痛苦似乎是

一揽子上帝的规划 ,不肯放过肉身的人。那么 , “医

学院之岸”究竟是可以抵达的彼岸还是可望而不可

及的幻象?

无论如何 ,孟浪笔下的医院从来不给与确定的

答案。不仅如此 ,可以说孟浪是在有意延宕对于任

何确定答案的获得:“春天呵 ,我羞惭地走回室内 /

焚烧幸福的病历 /氧气在变形 ,国家继续呼吸 /医院

的电锯等待今夜断电 。” (《诗四首》)在这样一个扭

曲变异的病态空间里 ,拯救———哪怕是施暴式的拯

救 ———对于孟浪来说面临着停滞 ,而我们 ,却甚至不

知道应该欢呼还是哀悼———或者 ,一个 “国家 ”是否

应当在 “变形 ”的 “氧气 ”中继续 “呼吸 ”?

这种意义的张力出现在所有孟浪的场景范式

中 ———表演与生活之间的舞台 、人性与兽性之间的

动物园 、消逝与永恒之间的博物馆 ……———就像游

动在钢琴键盘上的两只手 ,可以弹出无数的 、无限的

美妙音乐 ,但一定是在键盘界限的两极间 ———而且 ,

一只手必须以另一只手为其辩证的对立方 ,才能展

开飞翔般的张力———也就是说 ,一只手必须在另一

只手的否定中才能被倾听 。这也是孟浪在用作这本

诗集名的《南京路上 ,两匹奔马》一诗中所描写中的

两匹马 ———好像弹奏钢琴的两只手 ,纷繁的手指朝

着不同方向飞舞:“八只马蹄已驰往不同的方

向 ”———在南京路上 ,一个最繁华城市的最繁华奢

靡的街区———如果我们回想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

事 ,那也是个禁欲楷模的街区———怀着对 “幸福 ”的

不同构想———精神乐园或物质天堂———互相撕咬 ,

向天上奔走 ———这样的场景可以说是由各类现代性

话语写成的社会历史的出色寓言。到了最后 , “骄

傲的马头 ,在标本馆里与我重逢 ”———孟浪以本雅

明所说的作为寓言的 “历史死相”来总结和质疑现

代性 ,但这却并没有淡化有关 “绝美的鬃毛扬得更

高”的崇高美学 ———因为展厅里的标本一方面强化

了本雅明意义上的悲剧意蕴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现

代性 “骄傲 ”姿态的恒久与物化。

三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变迁 ,也是从朦胧诗时

代到后朦胧诗时代的变迁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

变迁 ———孟浪作为这个过程的中坚分子必然标志着

这一变迁 ———不是彻底抛弃社会历史的关注 ,而是

质疑和消解了至高的历史主体 ,并且把这个主体归

于历史客体的一部分 ,归于无尽的自我批判过程之

中。如果说 1990年代的诗歌论争曾经把所谓的 “知

识分子”诗学斥为精英的 、理性的自我中心化 ,孟浪

恰恰证实了一种表面理性化的写作同时揭示了理性

在历史———符号化的历史———的重压下粉碎的过

程———而不是把日常经验和个人感知简单树立为另

一个确认的中心。

因此 ,孟浪的暧昧诗学并不意味着丧失立场 ,也

绝非犬儒诗学 ———或者可以说 ,质疑本身就是其批

判立场的一部分 , 质疑本身就暗含了乌托邦的向

度———尽管乌托邦无法丈量 ,更远离实现———“在

海拔中 ,他要拉住离他愈来愈远的手指 ”(《在海拔

中》)———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孟浪诗中多次发现天

空和飞翔的意象 ,尽管和传统诗学不同的是 ,飞翔不

再是对自由的自由幻想 ,而是对自由之无法绝对自

由的冥想 。

我们几乎可以相信 ,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

飞在天上的孩子就是孟浪自己 ,倒不是因为孟浪近

年来在香港和波士顿之间来回飞 ,而是因为那个飞

在天上的孩子所做的 ,正是孟浪哪怕绝望不止也将

努力不懈的文化守望 ——— “他的一生 /必须在此守

望橡皮的残碑 ,铅笔的幼林 ” ———于是我们想象出

孟浪在天上飞翔的情景 ,仿佛一只 “如此赤裸的鸟

儿 /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 ”(《祖国 》)———像极了

他自己描写的 “伟大的迷途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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