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0-01-10

作者简介:张　灵(1965-), 男 ,陕西洋县人 ,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博士 , 主要从事文艺学 、现当代文学 、编辑

出版学研究。

莫言小说中的 “复调 ”与 “对话 ”
———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

张　灵
(中国政法大学 学报编辑部 ,北京 100084)

　　摘　要:文学作品的内容 、意义以及作家对待人物 、世界的看法 、态度 、发现等往往流溢 、呈示在作品形式结构

上。莫言作品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复调”与 “对话”如同一种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他的作品中 ,同时在整

体上 , 他的作品常常采取了 “对话”的结构方式。这是莫言作品蕴藏的生命主体精神在作品形态上的一种 “全息”

式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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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体是作家作品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艺术动机 、

话语蕴涵的表现形式 、存在之家 。巴赫金指出:“在

艺术中 ,意义完全不能脱离体现它的物体的一切细

节 。文艺作品毫无例外都具有意义 。物质 、符号创

造的本身 ,在这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
[ 1]
因此 ,

作家对生活的发现 、对人生的体验以及艺术上的创

新往往 “物化 ”在作品的肌理 、结构等文体方面 ,或

者说流溢在形式结构上或通过独创的组织结构形式

表现 、呈示出来。而美国文论家马克肖莱尔更直截

了当地指出:“现代批评已经证明 ,只谈内容就根本

不是谈艺术 ,而是谈经验;只有当我们谈完成了的内

容 ,即形式 ,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品时 ,我们才是作

为批评家在说话。”
[ 2] 43
不言而喻 ,我们除了从内容

层面来理解莫言文学的意义外 ,还必须从文体的角

度来观察和发现莫言文学的独特之处 ,如此才能达

到对莫言文学的透彻把握 。

莫言作品的普遍肌理和整体形式结构或体裁性

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 “复调 ”“对话”如同肉体的

肌理普遍分布在作品中 ,组织结构上也采取了多角

度 、多层次的 “对话”格局。

一 、“复调 ”与 “对话 ”

何为 “复调” ?它与 “对话 ”是何关系? 这是我

们首先需要梳理的一个问题。

复调是音乐的概念 ,源于希腊语 ,指由几个各自

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巴赫金借用这个概

念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 ,并强调这只

是一种比喻。

巴赫金认为欧洲的小说有两种体裁类型:一种

是传统的独白小说 ,小说的人物是受作者支配的;一

种是复调小说 ,复调小说展示多声部的世界 ,小说的

作者不支配一切 ,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都作为具有

同等价值的一方参加对话。
[ 3]

显然 ,复调是个比喻 ,既然是复调 ,则至少有两

种调子 ,也许是多种 、无数种 ,这取决于作品中人物

的多少 ,即主体的多少。而复调的根本则在于对话 ,

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以及主体自我内部的对

话。换句话说 ,复调 、对话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是

一回事。那么 ,既然有了对话 ,何以再生出一个复调

概念 ?这就在于 ,通过另一种话语方式(这里是音

乐)的比喻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意。

更重要的是:一 、对话突出的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

体间的特殊关系状态 ,而复调可以用来描述多个主

体间的相互关系情状;二 、对话突出话语性 、直观性 、

语言性———尽管对话也可以是比喻的 ,隐蔽的 ,间接

的 ,而复调则往往较为隐蔽 ,不够直观 ,并且是非语

言(狭义)性的 。三 、如果说对话 、话语突出语义指

陈和不同对话主体间观点 、意图的差异 、分歧的话 ,

复调突出音调的感染 、风格的差异 。可以说没有什

么对话不是复调的 ,也没有什么复调不是一种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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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在每一种声音里 , 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 ,

在每一个表情里 ,他能看出消沉的神情 , 并立刻准备变

为另一种相反的表情。在每一个手势里 ,他同时能觉察

到十足的信心和疑虑不决;在每一个现象上 , 他能感知

存在着双重性和多种含义。[ 4] 40-41

因此 ,当对话是直接的语言叙述 、陈述的时候 ,复

调往往以隐蔽的 、侧面的位置和方式在显露 、传达对

话中的主体的存在性感受和体验 ,如同诗有韵 、歌有

调。换句话说 ,虽然复调与对话这两个概念的语义侧

重点不同 ,但在根源上是一致的 ,也即都发源或指向

生命主体的存在 、生命主体的精神。因此 ,有时作品

的有些内容是直观的对话 ,我们可以说 ,这些是对话;

有些部分外观上不是对话 ,它们更像是复调 ,如:
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

陋 、最超脱最世俗 、最圣洁最龌龊 、最英雄的好汉最王八

蛋 , 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红高粱》)

但这种复调何尝不是主体对话的一种隐蔽的投

射 、表达? 因此在下文的讨论中 ,为了方便 ,我们将

不再严格区分这两个术语 ,并且它们会交叉出现 。

重要的是要面向它们的源头 ,面向生命主体的存在 ,

面向生命主体的心灵 ,面向生命主体的精神。

二 、“复调 ”与 “对话 ”之源

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这部著作中 ,巴

赫金充分肯定了理论家 B.基尔波京的看法:许许多

多研究者在所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 ,只看到

唯一的一颗心灵 ———作者本人的心灵 。基尔波京则

相反。他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殊才能恰恰是善

于看到他人的心灵 。
[ 4] 50
基尔波京是这样说的:“陀

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才能 ,似乎能直接观察他人

的心灵 。他仿佛戴着光学镜在窥视他人的心灵 ,能

够把握住最隐秘的思想 ,观察到人的内心生活中最

不起眼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越过了外部的

屏障 ,直接看到人的心理过程 ,并形诸文字……”巴

赫金还指出:陀思妥斯夫斯基能够在一切地方 ,在自

觉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种种表现中 ,倾听到对话

的关系 。哪里一有人的意识出现 ,哪里在他听来就

开始了对话 。
[ 4] 56

阅读莫言的作品 ,我们会发现莫言如陀思妥耶

夫斯基一样 ,具有突出的能 “看到他人心灵 ”的才

能 。应该说 ,这种才能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 ,尤其是

小说作家们都会具有 ,然而 ,相比起来 ,少数最一流

的作家在这方面的才能会显得特别地甚至不可思议

地突出。莫言即在此列 。他似乎不是从外观察到人

物的内心 ,也不是用自己的想象去推测人物 ,那些呈

现出的东西好像就是人物自己 “说 ”出来 、表露出来

的 ,而他只不过是记录了一下而已 。但小说不是人

物采访 、人物 “自述 ”“自传”,它是作家虚构的产物。

因此 ,莫言是必然要借助观察和内省 ,设身处地的

“将心比心 ”的理解才能做到的 。而要达到他作品

中的境地 ,这观察力 、记忆力无疑是要非同寻常的 ,

这内省力 ,这人生体验是需要极其地丰富与深刻的。

特别是它需要作家不是发出自己一个人的声音 ,只

以自己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人物 、事物 ,而必须依靠

个人才能的同时超越个人 “视界 ”。如果只以自己

的声音 、以启蒙的独白来看待人物和世界 ,作家就不

能理解生命和世界的 “对话”本质 。对这一点有些

论者也作了很好的描述 ,如葛红兵在 《直来直去》中

写道:
“五四”作家的启蒙语言是从西方借鉴的 , 这从他

们语式的欧化上可以看出来 , 这种语言上的欧化与精神

上的欧化即启蒙化完全一致。比如说鲁迅对阿 Q的批

评 ,在启蒙话语中 , 阿 Q是没有地位的 , 我们从阿 Q身

上看到的是愚昧 、自欺 、受骗等国民性的缺点。 这种遮

蔽的东西在莫言的《檀香刑》里被颠覆了过来。比如赵

甲这个人物 ,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敬业精神的 , 无论怎样

都要活下去的 ,充满仪式感的人物。他身上这种韧性是

来自民间的力量。我认为这一点与莫言对语言体式的

选择有关。[ 5]

葛红兵的这段描述可以用来说明莫言作品中人

物之间潜在的对话性关系。但将之归因为语言体式

的选择则有本末倒置之嫌 ,因为莫言登上文坛从事

创作之初没有选择明显的民间语言体式之前就如此

构筑作品了 ,或者说即使选择了民间语言体式 ,也不

见得就能避免 “启蒙式独白 ”的思想意识和构筑作

品的方式 。这一点与语言体式的选择没有直接的关

系 ,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与民间语言体

式没有直接关系一样。但这里关于作品中人物地

位 、评价等的描述的确可以旁证莫言作品基于内在

的复调思维 、体认方式而对作品形态产生的影响和

导致的结果。

那么 ,作家要超越个人视界则必须有充分的主

体意识和生命主体精神 ,即以生命或生命主体的意

识和态度出发去观察和想象 、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物

而不仅仅是主要人物的生命存在的境况和他的肉体

与心灵一体的 、真实生存的体验 、感受 、话语 、表情及

行为 ,从而让每个人物展现出他的真实存在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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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发出自己的声音 ,使所有的人物不论其在知识 、

权利 、地位 、金钱等等方面拥有的多少而都显露出自

己生命存在的意义 、尊严 、愿望等等谱成的声音 ,使

主体和主体以生存 、生命的权利与名义发出话语 ,使

主体和主体之间形成生命的对话 ,从而使作品进入

复调的艺术境地 。

读莫言的作品 ,我们常会对于作者对人物的内

心 ,对人物细微深刻而又往往极其隐蔽 、并且稍纵即

逝的主体性生存体验准确捕捉的才能感到惊讶 。有

时即使读一两句描写 ,我们也能感受到莫言作品渗

透到细胞 、基因的对话的喧声 ,甚至在对场景 、景物 、

植物的描绘中这种对话的喧声也无处不在。如 《红

高粱》一开始 ,父亲与奶奶告别:
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 , 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

吭声 , 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 , 嗅着奶奶夹袄里散出的

热哄哄的香味 , 突然感到凉气逼人。

就这不经意的一句中 ,父亲其实感受到了多重

“对话”:奶奶的 ,这是热哄哄的香味。其实即使在

奶奶这里发出的也并非单一的话语。另一重可以说

是一种未出场的存在发出的话语 。因此 ,父亲感到

凉气逼人。

莫言常常好像孙悟空钻入了人物的内心 ,是一撮

毫毛吹出了千万个孙悟空而潜入了人物的每一器官

和部位 ,而且在一部作品中他不是潜入某个主要人物

内心 、内部 ,而是潜入所有人物内部 ,谁出场就钻入谁

的内心 ,因此 ,我们读他的作品 ,我们也就能 “披文以

入情 ”地进入每个人物的内心和身体 ,感同身受地体

验到人物生命存在的真实的 、切身的境况 ,被它的主

体性 、生命主体精神所感染 、触动 ,从而心生理解 、同

情与尊重 ,产生相互间的对话。但莫言不是在依照对

话理论来构思作品的。这里的根本恰在莫言始终尊

重了每个人物的生命主体性 ,意识到并尊重到每个人

物灵与肉统一中存在的那个永不止息的自我源泉 ,倾

听到了这些生命泉流的自己的声音 ,体会到这些生命

的感受 、体验与反应 ,从而活脱脱地将之形诸了文字。

因此 ,发现并尊重生命 、尊重每一个生命主体 ,必然会

达到真正的对话 、复调的艺术境地。

三 、笔触中的 “复调 ”

如果说在总体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和莫

言的复调有什么不同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

复调是显著形态的 ,经常是以言论的方式长篇大论

地出场 ,而莫言的复调是隐微的 、隐蔽的。一个是大

树之间的对话 ,一个是幼苗之间的对话 ,然而对揭示

生命主体的存在境况和精神境况的深刻性来说 ,他

们殊途同归 ,不分大小 ,而且就诗学的意义来说也不

分伯仲。

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是显著的而莫言

的是隐蔽的呢 ?这是因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

常常是知识分子型的人物 ,他们是好言语 、好谈论

的 ,因此 ,对话在时空中的展现是明摆着的 、唇枪舌

剑般的 ,而莫言的人物大多是处于生存底线的体力

劳动者或非知识型人物 ,他们大多讷于言语 ,或者他

们即使不讷于言语 ,也不喜欢 “快意空谈 ”,坐而论

道。他们往往是直接用身体和行为说话 ,而非滔滔

不绝的言词。因此 ,要尽精尽微地捕捉 、理解和表

现 、书写出他们内心的 、身体的 、表情的 、言语行为的

意图感受 ,传达出他们的声音 ,描绘出他们之间共同

形成的众声喧哗 、多音齐鸣的对话景观是艰难的 ,就

像将作曲家的作品搬上舞台是容易的 ,而将自然的

天籁 、变化细微丰富的天籁尽显舞台是艰难的一样。

因此莫言写出了忍辱负重的沉默的大地的内心的丰

富的体验和心声 ,但莫言不 “言” ,他常常采取的是

显示 ,是将每个人物的存在 ,生命的主体的存在呈现

出来的方式。这种隐形的由人物在同一话语空间或

生命场景中出场而相互构成的哑剧般对话结构是莫

言作品中天然分布着的一种隐微对话 ,它没有外在

形态表现 ,它是以人物主体自身的显现而自然形成

的 ,即每个人物都充分地表征出了自己的主体性 ,从

而向读者显示出他们之间的无言的对话性。如前所

述 ,莫言总是好像潜入人物的内心 ,发现人物内心体

验到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动并捕捉到这些变动 ,通过

对人物 “心理”的提示 、刻画 ,特别是表情 、行为的描

写 、交代而展示出来。因此 , 即使像 《透明的红萝

卜》中的黑孩 ,始终沉默不言 ,但他的生命感受 、体

验 ,他的主体性在作品中也始终被表现 、描绘 、提示

了出来 ,而不管它们多么隐微。 《枯河》中的男孩 、

女孩一样 ,不管是否是主角 ,他们出场的时刻 ,其主

体性存在即表露无遗。这些大多是以近似绘画艺术

的 “笔触”般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的双耳共鸣着 ,模模糊糊地看到父亲的手臂

在空中挥动时留下的轨迹像两块灼热的马蹄铁一样 ,凝

固地悬在我与父亲之间的墙壁上。其实没有墙。阳光

射到父亲身上 ,反射出一圈褐色的短促光线 , 父亲像一

件古老的磁器灿烂辉煌。他脸上有一千条皱纹 , 每条皱

纹里都夹着汗水与泥土 ,如纵横的河流 , 滋润着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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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家乡的土地是黄褐色的 ,深厚的土层下边是古老

的沧海 , 它淤积了多少不平 , 我爷爷的爷爷也许知道。

父亲用古老的犁铧耕耘着黄土地 ,在地上同时在脸上留

下深刻悲壮的痕迹。父亲用脸来证明着我的该打。

父亲面对着我站着 , 站得那么遥远寒冷 , 他的脸一

团黑 , 疲乏地垂着两条长臂 , 长臂好像经不起大手的重

量才被坠得这般长 , 血液好像流进了大手才使手这样

大。父亲的手上凝集着令世界悲痛而起敬的表情 , 这表

情唤起我酸涩的感情 ,我的舌头在嘴里熟了。

父亲挥手打我时 , 我的心里酝酿着毁灭一切的愤

怒。新帐旧帐一起算! 我看到我们父子三十年的空间

里 , 飞动着铁锈色的灰尘 ,没有温情 ,没有爱 , 没有欢乐 ,

没有鲜花。但是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偏颇的。 父亲伛偻

的腰背和遍身的泥土抗议我的偏颇。他的骨头上刻着

劳动的深痕 , 他的眼睛里结着愁苦的车轮轧出的血红的

辙印。他站在疲乏的椿树下 , 好像一个犯人 , 在我面前 ,

垂下了灰白的头 。我听到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 “喀啦

喀啦”的声音 ,随着这声音 , 父亲耸着肩 , 慢慢地慢慢地

蹲下去。父亲被我打败了。我站在火热的太阳下 , 表皮

流汗 、内里冰凉 ,我的空壳里 , 结着多姿多彩的霜花 , 还

有一排冰挂 , 状如狼牙……

我是匆匆赶回来的 ,穿着都市里通俗的衣裤。 面对

父亲 , 这衣裤顿时生辉 ,显出高贵和奢侈 ,它有多余的口

袋和纽扣 , 还有不必要的干净。打败了父亲 , 我感到深

刻的罪疚: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老头子 , 七十岁 ,蹲在他

的衣冠整洁面孔白胖的儿子面前 ,阳光照着他的近乎赤

裸的身体 , 照着夏天的打麦场。

这是《爆炸》中摘出的几个片断 。莫言一开始

就懂得 ,作家是以作品本身而非外加的言论来发言 、

说话。如果把所有的记忆 、感受 、观点 、愿望一缕缕

撕扯出来总是长篇大论 ,滔滔不绝 ,然而肉体和心灵

一体的身体 、生命体却将这些都深藏不露地融汇一

起 ,而承载着生命主体的存在记忆和真实境况的一

个动作 、一个姿态 、一个表情就包含着生命的千言万

语 。因此 , 《爆炸 》的一开始 , “父亲 ”给 “我 ”的一巴

掌就蕴藏着阐释不尽的丰富内容。而只有设身处地

地理解才能领会出它们的意义 ,仅用理性的思维来

推测的东西总是苍白的 ,失血的 。因此 ,就得从认知

和理性的天空降临生命存在的大地。

没有对人物的生存状况的切身的理解 ,是凭空想

象不出这样的描写的 ,而这样的描写在莫言的作品中

随处可见 ,这些描写 ,没有静止的物的色彩 ,每一笔都

包含了对生活的力透纸背的叙事 ,只是这种叙事是以

笔触的形式表现出来 ,是隐藏的 ,而不是展开的 、语义

陈述的 ,而是非语义的 ,它们像凡·高的笔触 、色彩一

样浓重凝炼地诉说着生存的 “故事”,发出着主人公的

生命存在的声音 ,内心的感受和愿望 ,因此它们蕴藏

的意义就像海德格尔对凡·高的 《鞋 》所做的阐释一

样 ,如果抽丝剥茧一样把这里蕴藏的意义用记叙的语

言陈述出来将需下笔千言 ,滔滔不尽 。

四 、微型的和不完整的 “对话 ”

我们看到 ,在莫言的笔下 ,即使对话 ,也往往是

只言片语不成其 “对话 ”的 , 然而这对话 , 这外

表———词语的外表 ———非常独特的滞涩凝重 、欲言

又止 ,答与问外表错位 、答非所问的对话 ,却沉淀 、蕴

藏 、凝结 、传递出主体内心多少的存在话语:
我迎着娘走去 ,我看到娘兴奋的枯脸 , 一阵热风把

她灰白的乱发吹动 , 吹得更乱。女儿在娘的身后 , 提着

一个绿色的长方形小收音机 , 畏畏缩缩地看着我。

母亲说:艳艳 , 叫爸爸呀。

我说:娘……

母亲说:你回来了? 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

母亲的眼泪流出眼眶。

……我说艳艳 , 我是谁? 她轻轻地说:你是爸爸。

我说:你怕我? 她说:爸爸。

我答应了一声。

面对从远方城市突然回家的 “我”, “娘”的感情

书写在脸上——— “我看到娘兴奋的枯脸 ”。但 “娘”没

有直接与 “我 ”对话 ,她只是对 “我 ”的女儿说:“艳艳 ,

叫爸爸呀 。”而 “我”没有同女儿对话 , “我”却回答的

是 “母亲”,但 “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回答 ,因为 “我”只

是发出了一个字的声音:“娘………”。娘也没有涉及

情感 , “娘”只是 “公事公办” “就事论事 ”地说:“你回

来了?有什么事?”“娘”说 “你回来了 ”没有叙事的意

义 ,这是明摆的事实。 “我 ”回答 “没事 ”, “我”也就事

论事———“没事”,所以 ,我的回答简短至极。然而

“母亲”与 “我”的情感的对话在这语义叙述———空洞

简短的 “无意义”的语义叙述的背后显露出来 。 “我”

的感情在 “语义”语言的陈述之外 ,在语境和语义陈述

的语言的字里行间 、空白处溢满了 。我与女儿的对话

同样是错位的 、不完整的 ,但现场的亲情对话却溢出

纸面。不深入人物的生命主体的内心世界 ,这样的描

写和对话是不可能写出的。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因为具有同

时立刻听出并理解所有声音这一特殊才能(堪与他

这才能媲美的 ,只有但丁),才能够创作出复调型小

说。”
[ 8]
莫言的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这 “同时立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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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理解所有声音这一特殊才能”。这是他的艺术

的卓越之处 。我们还举一段《爆炸》的例子:
……姑骂一声 ,又问我:你信不信 ,我真的见过狐狸

炼丹。妻子说:姑 ,你别说 , 俺害怕。姑说怕什么! 妻子

说:您说吧 ,俺不怕。姑说 , 也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

“妻”与 “姑”的对话表面上看与叙事毫无意义 ,全无

一点 “来头 ”,妻的瞬间前后的话语变化莫名其妙 ,

互相矛盾。但恰在这看似无意义的 “闲言碎语 ”中 ,

莫言 “同时立刻听出并理解”到了妻子作为一个生

命主体发出的隐微的主体之声:姑要讲 “狐狸炼

丹 ”,妻要作出 “反应 ”,作出 “配合 ”,作出 “参与” ,

以显示自己主体存在的同时 ,表明对姑的主体性的

一种积极回应 ,她说:“姑 ,你别说 ,俺害怕 ”。让姑

“别说” ,自是发出了自己主体的 “不同 ”声音 , “俺害

怕 ”又向姑亲近地 “撒娇”的同时 ,向姑 “示媚”,对自

己的主体性作出 “谦抑 ”“自抑 ”的姿态 。这种主体

显示自身又轻轻自抑 、压低自身的姿态 ,发出的是一

种特殊的 “话语” “声音 ”,试图与姑产生对话。当然

作为一个生命主体 , 她是体察到自己与姑的现实

“身份”地位的差异的 。姑的回应即是证明:姑回答

了她 ,甚至是带点喝斥 ,满足或 “应付 ”了她的对话

邀约 ,但姑给她的 “对话 ”空间是有限的 , “怕什

么 !”———既作出了 “对话”回应 ,又及时结束了这个

对话 ,拒绝了延续 ,没有 “多余 ”。因为在姑的心目

中可以和她对话的对象是城里归来的有知识有地位

的 “我”。而 “妻子 ”也识相地对 “姑 ”的这一点 “对

话 ”回应作出了 “知趣 ”“知足 ”的回应:“您说吧 ,俺

不怕。”———看来怕与不怕的真实性及提出 ,毫无意

义 ,它们只是主体姿态显示 、表现的一种特殊符号行

为 。整个对话的变化隐微精妙 ,传达出了几个不同

的生命主体同时在场的一种微妙的话语交锋 、交往 ,

虽只一瞬 ,但传达的信息 “唯妙唯肖”。没有特殊的

才能和视界是察觉不到这些微末的生命主体内心的

幽微的生命态度的悸动的 。

五 、“对话 ”主体的泛化

如果说莫言的作品处处捕捉 、显示了微妙的

“双声语 ”现象 、笔触中的复调 、微型的和不完整的

对话现象 ,它们全息式地分布在作品的肌理中 ,鲜明

地表现了他对生命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意识的确认

的话 ,在莫言笔下 ,这种意识 、这种复调和对话 ,还不

仅展现在人物 ———人类生命主体———之间 ,也不仅

展开在动物之间 ,而且还展开在人与动物之间 ,甚至

展开在人与植物之间:
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

注视着我父亲 , 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 父亲恍然大

悟 ,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 , 受

日精月华 ,得雨露滋润 ,上知天文 , 下知地理……

八月深秋 ,天高气爽 ,遍野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 ,它

们是真正的本色的英雄。如果秋水泛滥 , 高粱地成了一

片汪洋 ,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 , 顽强地

向苍天呼吁…… (《红高粱》)

除了动植物 ,无生命的事物在存在的特殊语境

也具有了生命:
水红衫子! 你越来越醒目 , 越来越美丽……你不要

后退呀! 你后退我前进……(《球状闪电》)

从生命主体的对话的角度来说 ,人与动物的相

依相赖 、平等对话的意识非常分明 ,这是莫言视界的

一个基本特征 。可以说 ,术业有专攻 ,莫言不以人类

学为目标 ,也不以对学问 、专门系统的知识的追求为

己任 ,但莫言看待世界 、生命的眼光是与人类学相通

的。莫言具有人类学家一般的广阔的心胸视野。这

在他创作的初期就表现出来了。如 《白狗秋千架 》

对在艰苦年代父亲从舅爷家抱回白狗一事是如此叙

述并阐释的:
舅爷是以养狗谋利的人 , 父亲抱回来它 , 引起众人

的羡慕 ,也有出三十块钱高价来买的 , 当然被婉言回绝

了。即使是那时的农村 ,在我们高密东北乡这种荒僻的

地方 ,还是有不少乐趣 , 养狗当如是解。只要不逢大天

灾 ,一般都能足食 , 所以狗类得以繁衍。

这样的对于生命世界景观的描述 ,让人感到一

种人类学胸怀般的大气 。其实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

对话式态度已经成为莫言组织构造作品的一个基本

原则或特征。 《白狗秋千架》如此 , 《红高粱家族》更

是如此 ,狗及其他的动物与人类一样是作品的主要

角色 ,它们的故事以及它们与人的故事构成作品的

基本内容 ,动物的生命故事参与到人的生命故事之

中 ,成为人的生命生存的一部分 ,同时 ,动物的故事

与人的故事构成一种复调式结构 ,形成一种映照对

话结构 。如果说 , 《红高粱家族》与 《白狗秋千架 》

中 , “狗”等的生活与故事如此凸现在人的故事中 ,

是基于生存中的自然机缘的话 , 《球状闪电 》中 ,动

物与人的故事的共同书写 ,完全是一种鲜明自觉的

创造式发现与设计了。如作者把远离人的生活世

界 、几乎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故事毫不搭界的刺猬 ,请

进作品成为作品中一个贯穿前后的显著 “角色 ”,成

为一个 “观察者 ”, 刺猬甚至成为 “说话者 ” “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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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表达者 ”:
沟外雾蒙蒙的原野上 ,潮气像流水一样波动着。几

只青蛙追扑着翅膀被打湿的蚂蚱和飞蛾。野草梢上挂

着水珠 , 叶子背面沾满泥土。下吧 , 你娘的! 它恨恨地

骂着 , 顶多淹了我的窝 ,淹了我的窝 ,我就到蝈蝈家的牛

饲料储藏室里住几天。

《牛 》这篇作品中 , “牛 ”自然是一大主角 ,这不

仅是因为故事是围绕着牛展开的 ,还因为牛的命运 、

牛的生命遭遇也在与人的生命存在 、生命故事形成

一种双线互文照映关系。牛与人的对话也是形成作

品的一个潜在的结构因素 ,牛自然始终以一个生命

主体的身份出现 。

六 、作为结构方式的 “对话 ”

莫言作品组织结构上的一个大的特点是多角

度 、多层面的对话性 ,即除了处处密布的隐形的 、微

型的对话以外 ,莫言的很多作品在整体和局部组织 、

组成以至于细节安排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 、突出的

“对话”结构 、构造特点 。

长期以来 ,人们对莫言的总体印象是感性 、感觉

的爆炸 、激情的姿肆 、放纵 ,甚至担心他的艺术创作

在一任生命自由流淌 、感觉自由舒展的情况下 ,一旦

进入失控状态 ,会造成艺术的随意 、紊乱 、泛滥 ,然而

莫言的创作 ,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博大 、冷静 、清

晰 、坚定的眼光在统领 、关照着作品中的每个具体情

节的进展 ,并且他将自己的这种超出人类学之上的

视野和观察以 “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 ,无声地体现

在作品的总体建构上时 ,我们会对莫言决断的冷静 、

眼界的开阔和胸怀的博大感到震惊 。如 《欢乐》这

部杰作 ,我们都确认它是一部主体情感的宣泻之作 ,

甚至有的人会认为它有些泛滥 ,缺乏节制 ,然而这部

作品在整体构成上就是以多重对话的冷静方式构筑

的 。张志忠在《莫言论 》中如此评价这部作品:
《欢乐》在莫言的创作中 ,是一篇大容量 、多方面的

揭示当代农村生活中的丑秽 、长河大浪般的宣泻其心灵

痛苦的主要作品 ,那构成作品的万余言的长段落 ,以及

一气呵成的气势 ,正是作家长歌当哭 、回旋不绝的情绪

使之然 , 他原先分散在各个作品中的悲凉和愤懑都萃集

于此 , 而又天衣无缝般地融合在一起 , 构成了 “悲秋的挽

歌” “献给死亡的歌声。” [ 6]

这段文字很出色地描述 、概括了这部作品的整

体风貌和具体内容 、审美特征及风格 ,但这段概括还

没有涉及《欢乐》整体上的对话结构安排。

其实 , 《欢乐》这部作品具有突出的对话特征 ,

它至少存在以下几重对话:第一 、作品的主人公与读

者。这是不言而喻的 ,以 “你 ”的人称叙述就意味着

阅读是一种对话 ,读者与人物的对话 、对视。这重对

话在作品中也是无形的 ,因为出场的只是齐文栋 ,读

者不存在于文本中 。但齐文栋是在以倾诉的方式叙

述 ,那么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自然就是 “对话 ”的另

一方 ,在阅读中出场 ,即对话在阅读中实现。因此 ,

这是一个主人公与读者直面对话的作品 ,只是读者

这一方是隐在的。美国精神分析批评家诺曼·霍兰

认为 ,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是能动的 ,在这过程中读者

的自我能与别人即作者的自我同一 , “我的感觉活

动也是一种创造活动 ,我通过它得以分享艺术家的

才能 。我在自己身上找到弗洛伊德所谓作家 内̀心

深处的秘密 ,那种根本的诗艺 ' ,即突破 `每个自我

与别的自我之间的障碍 '的能力……”
[ 2] 28
。霍兰这

里虽然说的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一种心灵关系 ,但

与任何一种对话关系中主体双方心灵关系展开的机

理和效应一致 ,在这里正可说明读者在阅读时与

“你 ”———齐文栋的精神对话关系。第二 、人物之间

的多重对话。这不是由外部结构形成的 ,而是由叙

述内容完成。作品突出了不同人物 ,不同生命主体

之间的内在碰撞与冲突 。第三 、文本内部不同文体 、

文本之间构成 “对话”式修辞结构 。这也是这部作

品的两大板块的合拢之处 ,真个作品的博大境界的

隐秘所在 ———整部 《欢乐 》的主体部分 ,百分之九十

九的主体部分是由主人公齐文栋的倾诉构成的 ,但

作者又 “别有用心”地安排了一个 “篇外篇:中学生

作文选《我的母亲和她的小鸡》”。这就使作品的意

义 、容量和境界在这两个文本的对话式结构下达到

新的广度 、深度和高度。如果说前面的倾诉之声表

达的是主人公个体生命主体遭遇的苦难的话 ,正像

《白狗秋千架 》里说的 ——— “即使是那时的农村 ,在

我的高密东北乡这种偏僻的地方 , 还是有不少乐

趣”———那样 ,主人公的世界 、母亲的世界虽然充满

了丑陋 、污秽和苦难 ,生命主体在经受着蹂躏与践

踏 ,但民间社会依然有生命主体平等相处 、亲切对话

的一面或者说一种卑微虚弱的 “世外桃源 ”的一面。

这篇作文描绘出了民间社会的生命主体 ,贫困但有

憧憬 ,贫困艰难但有信任有交流 ,贫困艰难但有智慧

有乐趣 ,有自由平等亲切相处的一面 。这个 “篇外

篇”既与 “正文”形成齐文栋的生命主体内心的 “微

型对话”,又是作品整体性的 、结构性的不同文本间

的对话 ,也寄寓了齐文栋和作者莫言对民间生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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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对母亲 、母亲的生命世界的景观的另一面的发

现 、尊重与认同。从风格上来说 ,在泥沙俱下般的污

秽 、痛苦一泻千里 、波涛汹涌的宣泄之后 ,是质朴清

浅的民间平静生活的一幅素描 。这就使作品的格局

和境界绝然不一样了 。由此也不动声色地体现出了

作者的沉着 、理性 、宽容 、博大的一面。其实 《欢乐 》

中作者让齐文栋与母亲在 “冬妮亚”家遭遇这一情

节按一般阅读习惯会让人感到有些突兀 、蹊跷 ,甚至

有 “落入俗套 ”之嫌。但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

作者追求 “戏剧 ”式对话的意图信息。作者不避落

入俗套之嫌 ,强力让人物在此遭遇 ,也是作者对生命

主体的遭遇和实情的打破物质时空而刻意显示其强

烈对比差异所产生的结果 。其实这是打破传统小说

的审美习惯 ,强烈地要表达出这种 “戏剧对话 ”般的

生命景观的胆识 、意志使然 。是对话意识要求小说

艺术牺牲让步或超越艺术习惯的结果 。也许这种遭

遇在那样的时空中发生的机遇不多 ,但打破物质之

墙的阻隔 ,从人物生命主体的现实处境上来说 ,这种

遭遇在主人公与母亲那里始终在背靠背地几乎每天

发生着 、展开着 。因此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 ,这个

“对话”安排不光是不得已的 ,也是令人回味 ,颇见

深意 、用心和艺术胆识的。

《酒国》这部以侦探小说为外形的作品 ,荒怪 、

辉煌而又神奇 ,它在总体结构上也是以对话的方式

构成的 。 “肉孩 ”是一个待确证的客体 ,侦察员的任

务是通过自己的侦探手段 、本领来摸清 “肉孩 ”事件

的真相 ,由此侦破的一方与反侦破的一方之间展开

了一连串的特殊对话 ,这是作品的主线。最终不同

主体之间的 “叙述 ”使 “肉孩 ”这一客体的确证成为

不可完成 ,主体的差异使这个 “客体 ”存在的真实实

在性被解构。除了这一线索引起的对话以外 ,小说

在外部结构上就由几重主体和文本的对话构成:小

说的每章由三部分三元组合而成 ———以第三人称对

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察员丁钩儿进行特别调查时的

各种遭遇的叙述 ,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生

李一斗与作家莫言之间围绕李一斗的习作所写的往

来书信 ,李一斗的工作。如果再加上作品之外实际

进行创作的莫言 ,那么 ,这种主体与主体 ,文本与文

本之间的对话往来就是很多重的了。

莫言的许多作品 , 《红高粱家族 》 《笼中叙事 》

《檀香刑》等等 ,无不在整体上隐藏着一种贯彻始终

的对话结构安排 ,从莫言的整个创作来看 ,他的这种

以对话的形式结构作品的方式的出现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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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phony” and“Dialogue” inNovelsbyM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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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reeffuseandpresentintheformandstrutureofliteraryworksthecontent, meaning

andtheauthors' discovery, theirviewsof, attitudestowardspeople, thingsandtheworld, etc.Thepromi-

nentfeaturesintheformofMoYan' sworksare“homophony” and“dialogue”, whichspreadalloverhis

worksjustlikeskintextureoverthebody, butonthewhole, heapplies“dialogue” inthesturcture.Such

isa“holographic” surfacefeatureofthevitalsubjectspiritcontainedinhis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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