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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写作的尝试
—劳马《哎嗨哟》的思想价值
——
艾 翔
内容提要： 满族作家劳马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文坛新秀，通过对小说《哎嗨
“ 边界人”形象的塑
哟》中叙事模式和历史观的解读，以及主人公吴超然“政治人”
造，梳理出作家贯连城乡前后四十年的大历史观。
关 键 词： 劳马 《哎嗨哟》 城乡一体 “笑”

又完成了 20 万字
劳马创作中短篇小说逐渐引起文学界关注后，
在身边好友数次劝说下，

的长篇小说《哎嗨哟》，初刊于《作家》2009 年 3 月的长篇小说春季号，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提示我们需要对这位作家更多的阅读和理解。
2014 年 9 月，
劳马获得蒙古国最高文学奖，
一
“在吴超然、伊百这些从农村走到城市的成功者
《哎嗨哟》出版后，刘芳坤很快撰文指出：
这
那里，
乡村和城市具有内在同一性。……劳马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找到了
‘笑’的传统，
‘笑’
统一了城乡
种笑是严肃的笑，
也是作家有意的笑，
是介于
‘庄’
与
‘谐’
之间的范畴。劳马用
两个对照的世界，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淤可以看出，刘芳坤受《哎嗨
哟》独特的写作模式启发，从中提炼出可以观照作家全部作品的创作观或研究视角。
“城乡一体”首先意味着小说并置城市与乡村作为情景空间，其次表明二者同时具有主
体性而非对方的参照系。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革命的需要令农民地位获得了颠覆性的提
升，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旧官僚贵族以及市民阶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到了 1980 年

代，当城市经济成为政府工作中心后，
农村再次成为城市的附庸。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中
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批现代化大都市随之建立，
人们心中断裂性的历史观因此
《
‘庄’
与
‘谐’
之间——
《当代文坛》2010 年第 2 期。
淤 刘芳坤：
—劳马小说的对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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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城市带来的巨大现代性焦虑也在强化着作家心中虚幻的乡村蜃楼。
劳马在自己首次创作这种长篇作品时便选取了长达 40 年的时间跨度和城乡一体的空

间跨度。小说一共 65 节，其中乡村背景 9 节，城市空间下的情节发展绵延 56 节，篇幅比例为

14%和 86%。几位主要人物都经历了情节全过程，也就是说都经历了农村身分向城市身分的
思
转变，
其中对吴超然的描述最为丰富。吴超然这个人物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一体化”
“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社会，吴超然有一个无法摒除顺手牵羊喜
维的缝隙，在一个“一大二公”
“替人家挑水能捎回个瓢来，帮人家劈柴能把斧头拿回家，至
好的祖父，对此他自己描述道：
茄子、
玉米棒子，包括我的名字。幸亏他老人家撕下的
于捡粪捡回来的东西可就多了，黄瓜、
‘春联’四个字完整，如果前头掉个字或者选了中间两字，
叫了‘然物’，那才叫费解，神仙也琢
磨不透。关键是，我这名字，没沾上牛粪，不像我从爷爷手里接过的黄瓜、茄子，总是臭烘烘
的。”淤作为成功资本家的吴超然试图消解自己带有小农意识的前辈/历史，其实正是历史断
裂论的影响产物。毛泽东曾说脚上沾着牛粪的农民比知识分子更“干净”，吴超然却以牛粪为
耻，并为自己“没沾上牛粪”的、带有城市智性色彩的名字沾沾自喜，通过名字——
—确切地说
这是一种后置式赋义的历史命名行为——
—划清自己的城市身分（西化、现代性、资本）与险些
“前现代”、劳动）的界限，方便自己解释历史
误取“然物”之名而被滑稽化的祖父（传统乡村、
并与官方话语口径协调一致。
“不管去镇
赶大车的吴前方作为资本家吴超然的“前史”出现，并与祖父发生历史关联：
里还是县上，吴前方总忘不了替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捎一些针头线脑、皮筋细布、雪花膏等
杂七杂八的小零碎，……他会从中赚点辛苦费，这点小钱他不明要，而是根据货品的多少暗
于
中加价。”
祖父的
“经济头脑”得到了后辈继承发扬，
所不同的是日后将成为资本家吴超然的

农民吴前方的“进化论”意义在于他发现了权力和收益的关系，因此效率相较粪里寻宝的祖
父大大提高。这正如梁鸿所见：
“吴超然的成功并非是依靠改革开放这一颇具现代性的制度
而获得的纯粹商业活动的成功，他的成功更多地来自于他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及权力制度
的运作模式。……吴超然的商业轨迹作为贯穿的线索给我们展示了中国权力制度与市场经
济之间的基本存在样态。”盂劳马和梁鸿的观察启示我们，虽然社会转型时日已久，期间不断
对改革进行论证和“改革的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按照所追求的西方标准衡
量，当下中国并没有一支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仅仅是一批吴超然式“先富起来的
第 6 页。
淤 劳马：
《哎嗨哟》，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9 年，
第 13 页。
于 劳马：
《哎嗨哟》，

期。

《当代作家评论》2010 年第 6
盂 梁鸿：
《
“玩笑”与“嬉闹”背后的中国镜像——
—读长篇小说〈哎嗨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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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对整体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难以产生正面推动力。
无论吴超然能否归入“资产阶级”，都不可否认其生意上的巨大成功以及社会上的如鱼
得水。如若仅仅呈现主人公资本帝国的断代史，对于这种人生状态只能解释为社会发展不成
写作模式的价值再次体现。
熟、过渡时期等有气无力的论断，因此“城乡一体”
吴超然的经营意识和实践起步源于
“投机倒把”
，此外还具有强烈的从政意识。作为成功
商人，吴超然担任过政协委员及政协常委，之后劳马进行时空切换，从现时城市退回少时乡
村，讲述葫芦镇中学初三年级的“野心家”侯家常最终破产的“阴谋活动”。童年吴前方作为
“行动”的参与者得到豁免，但近距离接触到的政治核辐射改写了主角基因排列方式，小说从
一开始塑造出的便是一个“政治人”
而非“经济人”。这种历史关联还通过暗示得以呈现，令伊
万颇感棘手的中学垮楼事故中垮塌的教学楼并非吴超然承包的工程项目，与学校一墙之隔
但并无人员伤亡，
的新时代广场则由吴超然承建。广场固然发生了礼炮炮架倾倒而引发爆炸，
事先准备好的新闻稿如期刊出，正剧也因草草结束而成为一出笑剧——
—情节层面（官场）和
阅读层面（笑）均为牵扯到问责机制——
—事态比教学楼垮塌的严重程度轻微许多。在这里，作
者将富于政治、历史意味的“广场”淤与吴超然关联，并撇清其与教育于和豆腐渣工程的联系。
二
一路走来，吴超然不可谓不顺利，也不可谓不艰辛。在村里，参与“阴谋活动”险受牵连，
成为车把式前又遭人质疑，通过威胁村长才换来高考资格，读书期间因打麻将被送入公安
局，后因于辰家长状告校方导致退学，
在蛇口做搬运工，在深圳走私商品，遭遇离婚和惊人补
与心腹助手田一禾分道扬镳，
偿费，
为帮助伊万而承包的煤矿事故不断，妻子王小丽的贬低，
被剥夺省政协席位，成功道路上的吴扯淡及吴超然从来就没少遇见过失败。相反，同村的伊
百则更有成功的希望，高考成绩是前者的四倍多，进入了北京一所综合性大学，选取了当时
热门的哲学专业，
顺利完成本硕博阶段学习，评上了副教授又破格晋升教授并担任教研室主
历史发生了什么令原本的失败者摇
任，成为小有名气的学者。劳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
身一变为成功人士，原本优秀之人却落败凄苦。
淤 出于群众游行集会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场规模大多较为宏大，
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方便管

“广场须大”的理念已经作
理游行及商业开发等因素的考虑，广场相对狭小。时至今日，政治色彩虽然淡化，
为民族文化基因和历史活化石延续下来。
于 更确切地说是西式教育或精英教育模式，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极力反对

的事物。改革开放后，教育的等级性和精英性得到恢复，
并且在改革深化后因为教育产业化导致精英教育披

上了市场模式的外衣。因此小说中
“广场”
“教学楼”
的意象基本可以作为这种社会思潮及历史阶段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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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变换视角，吴超然其实一直是一个“边界人”或者说“跨界人”，有私心的无产
者、被退学的大学生、
官商黑三道借路、钻法律空子的守法公民、对公正心存敬意的唯利是图
者等等，这种身分会遭受板块间的挤压，
也能看到板块内部难以寻觅的机遇。身处不同板块
之间，
他就不能按照正常轨迹生存，不断地试错造成了表面的不断失败和内在经验的不断积
累，这正是伊百给学生讲述得头头是道、自己却并未领悟的“世界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
这一哲学教义。敬文东在他奇异而睿智的评论中提醒大家重视哲学型傻瓜形象：
“真正的哲
学是‘做’，不是‘想’和
‘说’
；哲学必须要成为可以用于做事的学问；……劳马在幽默、狂欢化
的叙事中，为自己的小说写作贡献的隐蔽基础（或基本逻辑）无疑是：如果哲学不与生活发生
肉体关系，……哲学休想‘知道’生活之本质。”淤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的英子是吴超然的影
子，伊百也是吴超然的另一种可能，乃至于伊万和主人公的命运关联和内心默契也有双胞胎
的错觉。通过小说编织的真实幻境，历史与社会的纷繁复杂被归纳为几位主角，几位主角其
实是一个人的不同状态，也包含着作家个体生命对他们的体认，实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
界”的互相推动。
抛开制度化生存的压抑性和边界人的灵活性，比较吴超然和伊百的言行和相关叙事不
难发现，
“城乡一体”的叙事策略仅落实于前者。小说对家乡的两个评价“在在者的在中存在
着”和“抹布”都出自伊百，体现着哲学家的机智与概括力，但这种富于深度的思考并未与其
后来的历史形成有效对接，
如同小说题材划分一样，
“哲学”被分割在“乡土”和“城市”的不同
空间内，面对政治运动，无论是语言或行动上，伊百都不能真正理解并介入其中，知识分子从
变革的健康力量渐渐变成了历史的旁观者。伊百面临的问题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困境。
与伊百形成鲜明差别，
“吴超然……必须在巨大的变动中寻找到那些不变的东西，那些
能够固守本原的东西，借助这些东西，吴超然才能处变不惊，才能在完成自我的同时不至于
陷入人格上的分裂。由此，
这部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向后看’的小说，它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寻
找和救赎、回忆和坚守的故事。”于拒绝“去历史”，而是主动将自己“历史化”
，通过历史认识现
和“认识世界”
的
实。吴超然用以坚守自我并认识社会的基础，正是劳马自由转换“认识自己”
保障，
外在的“城乡一体”叙事策略也与内在的主人公心理机制构成了高度一致性。缺少这种
设置的伊百，纵然具备高超的思辨能力和全套西化教育训练，仍然困在专业词汇、政治事件
和生活琐事之中，劳马的哲学和伊百的哲学之间横亘着鲜明的鸿沟。劳马是荒诞化和戏剧性
的高手，完全无惧历史意识分配在不同人物上的巨大反差，意图得到了充分彰显。
可见，作家编制长篇是为了实现其艺术雄心，即以吴超然的事业成功为引子，通过有意
哲学与二人转——
《当代作家评论》2013 年第 3 期。
淤 敬文东：
《小说、
—劳马小说阅读札记》，

“变”
与“不变”
——
《当代作家评论》2010 年第 6 期。
于 杨庆祥：
《现实主义的
—读劳马的
〈哎嗨哟〉》，

99

·

·2015 年 3 期

识的“城乡一体”的叙事策略关连起前后四十年进行历史阐释。回望劳马以往的作品，中篇小
说有意识地处理某一明确段落的历史：
“十七年”之于《傻笑》、
“文革”之于《抹布》、改革开放
之于《伯婆魔佛》、八九十年代之交之于《飘扬的迷彩旗》、二次改革之于《烦》，这些小说连缀
起来就是一部艺术化的当代历史。
最终《哎嗨哟》以如此面貌示人：打通时间和空间的间隔，包纳了新中国初期、
“夺权”时
期、改革时期和新世纪以及之间的过渡段，
跳跃在北京、广州、深圳（及蛇口）、
“省城”、葫芦镇
歪脖子村乃至洛杉矶、拉斯维加斯，
活跃着资本家、官员、
知识分子、农民、伪宗教人员、学生、
城市居民、普通职员乃至涉黄工作者，
拉起几个顶角，高效地撑起了全景式的当代史，以有意
官场、商界、学界、社会思
分配的
“城乡一体”叙事构建的独特历史观，回答了中国历史、社会、
潮等领域现状何以如此的问题。在作家看来，历史和生存空间是彼此连接、互为因果的，改革
时期和革命建设时期并非断裂而是有机一体——
—前者由后者的间隙乃至部分地由中心发展
而来；
城市和乡村并不彼此分离或对立，前者受到后者支持、
推动，反过来城市也带动了乡村
的发展并将其吞噬、毁坏。
“笑”的对象的无差异性提出的，这与劳马一
在刘芳坤的论述中，
“城乡一体”主要是针对
贯的创作思路一致。笑一切可笑之事，无论是光彩熠熠的吴超然、伊万，还是灰头土脸的村
长、伊十，通过
“城乡一体”叙事打通的当代历史，都需要通过“笑”对其进行调整和重新认识。
至于“笑”的细节，比如知识分子的迂腐、官商两界的潜规则、
海归的狂妄无知、改革潮造就的
“经济动物”、
农民的闭塞等都是作家擅长的技能施展领域。另外对从历史走来、叱咤当下的
同龄人的嘲弄，搭配的另一端是对下一代的希冀淤。对学生的关爱可以归入这种情感，也令其
小说呈现出乐观的光芒。可以说，劳马的小说是创作给评论家、学者看的，也是创作给普通民
众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看的。与时代同步的年轻人同正在前进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劳马看来，愿意笑的人（社会）迟早会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历史绽放出
笑容，暗示了笑者宽容的态度：他认为所有问题都不是严重到无法解决的程度，通过笑的惩
戒效力足以拆解并修复受损的历史和现实机制，同时因为被笑者的潜在威胁已经被“笑”所
“缴械”
，成为橱窗里的陈列品而不是“潜伏敌人”，反而拉近了观赏者对历史的距离，并传播
这种全面冷静历史观和健康社会力量。
三
当然在认同《哎嗨哟》的杰出价值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出自业余作家之手的长篇处女作
》，载林建法主编《说劳马》，沈阳：
淤 张小刚：
《智者的历史叙事与想象——
—读劳马的长篇小说〈哎嗨哟〉

第 165 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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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研讨会上，青年评论家傅逸尘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作家心悦诚
存在的
“不掩瑜”之“瑕”
服也早已发现的局限：
“离开这种幽默和形而上的思辨，
劳马的写作可能相对笨拙一点，这在
他的长篇小说体现的比较明显。……在写长篇小说时也有一些细节、情节，但是更多是为了
所以缺乏一点文学的感觉。我认为在写
让故事情节完整、
让人物生活的逻辑更完整而去硬写，
实和还原生活能力的方面可能并不是劳马最擅长的。”淤一方面是写作长篇的技巧准备略有
不足，
另一方面其短小说的长处用于构造长篇则难免掣肘。傅逸尘的批评恰恰体现出其训练
有素的文学涵养，
《哎嗨哟》在结构和细节方面存在较为显在的疏漏。虽然前几节城/乡、今/昔
之间的转换颇富于创意，但未能持久，
大部分篇幅不能实现这种意图，甚至转换略显僵硬，情
节线索的连贯性也有些许问题。短小说中作家擅长的高手过招般点到为止的含蓄，也因长度
需要而加入铺垫，致使许多嘲讽成了赤膊上阵式的批判，
影响了局部笑意的生成。
小说叙事上呈现的症结与小说的容量相关——
—以 20 万字篇幅书写一部关于 40 年乡村

变迁、40 年城市变革、40 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数十年商界波澜、40 年宦海沉浮以及 40 年
社会风貌的长篇小说，要么成为长河小说，要么凝练成为光盘跳碟式的正常篇幅，这种容量

与作家
“城乡一体”的大历史观一脉相承，
因此其中缺陷很难悉数避免。小说的不精巧未必就
不能视为独特的贡献，莫言、阎连科先后大胆地将中篇小说聚合成为长篇小说，余华将语言
简化到令人胆寒，都成为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除了别具一格的深度历史观，短小说
合集的长篇结构方式、简练深邃的哲学式语言、笑的全程广泛运用等，不妨看作是一次有益
的写作实验。另外长篇小说固然需要饱满的细节作为支撑，但我们反思劳马小说的同时，不
妨参照其作反思文坛创作现状。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细节肥大症”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注
正视听的重要价值。
意，由此不难看到劳马小说矫曲枉、
宋徽宗赵佶是书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瘦挺爽利、笔法犀利，是
一种风格独特的字体。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或许吸收了瘦金体精义，创造出影响深远
的“启（功）体”。观看这种字体，与劳马小说的阅读效果十分接近，犀利简捷，如同暗夜闪电，
又能折射出书写者自身的精神气质。有人认为瘦金体适合画旁题字，但仍然有《秾芳依翠萼
诗帖》这样充满气势的大楷精品。擅长写短小说的劳马贡献的出人意料的《哎嗨哟》，正是这
样的瘦金体大楷作品。
（艾翔，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周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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