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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尘埃落定》，开启了 20世纪 90年代至今的“边地小说热”，浪漫的康巴风情，神秘

的宗教启示，傻子土司的传奇人生，“四土之地”百年沧桑的历史巨变，都使这部小说备受赞

誉，并被称为“藏文化的民族史诗”淤。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颁给《尘埃落定》的获奖词中说：

“该小说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于今天

看来，该小说不仅是“藏族文化史诗”，更反映了 90年代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小说的现代

民族国家叙事，脱离革命和启蒙的视野，重塑“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地理空间想象的

努力。同时，这个过程也表现了多元化表象之下，90年代中国文学“再造宏大叙事”的纯文学

话语所彰显的内在叙事矛盾。

一

通常意义上，现代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通过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取得一种象征性，

或者说寓言性阐释。这些阐释常需要外在叙事表征，如宏大时空跨度、主体性人物、重大主题

等。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空间大幅度的拓展。那些“边

“新民族文化史诗”的空间意识呈现

———《尘埃落定》重读

房 伟

内容提要：文章以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为例，分析当代新边地小说中民族文

化史诗的空间塑形，并从三重他者化的形象塑造策略、傻子叙事视角的悖论、民族

国家内部秩序和外部形象的双重定位几个方面，指出由于后发现代境遇，该类型小

说试图通过建构权力关系镜像，形成“对内”与“对外”的双重参照，因此也具有文化

抵抗和文化复制的悖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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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陶然：《西藏的史诗———阿来〈尘埃落定〉掠影》，《阅读与写作》2001年第 3期。

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语》，《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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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化体验”，常以“前现代”面貌复活，并展示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空间所具有的权力关系和

等级层次，以此建构“文化复兴现代中国”的整体性想象。这种整体性现代想象，在内部空间

权力关系上，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性内部的文明/野蛮结构，而是由于后发现代的文化境遇，

试图通过建构权力关系镜像，形成“对内”与“对外”的双重参照，因此也具有“文化抵抗”和

“文化复制”的双重意义和内在悖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边地小说”，起源于 20世纪初的边地抒情传统。沈从文、艾芜、端木蕻

良、骆宾基、萧红等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边地小说。这些边地小说是一种“中国想象”，有

着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弱势地位的“创伤平复”心理。它们或将“边地”改写为美丽而落后但

又有巨大生命力的“国家的一部分”（如艾芜的《南行记》）；或将之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建国神

话的抒情颂歌（如玛拉沁夫的散文）；或将“他者”想象为牧歌化对象（如沈从文的《边城》）。20

世纪 8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边地”文化想象热潮，如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马原《拉萨河女神》，以及以韩少功、郑万隆的创作为代表的寻根小说等。80年代的边地小

说，一般负载强烈启蒙意义和现代化意识，如文明与野蛮的纠缠，或带有先锋语言实验的神

秘色彩。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这些边地小说，特别是寻根小说，“与其说真实地呈现了这些

边缘族群的文化，不如说它再度凸显了这种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书写机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

因此，完全可以将这些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看作主流或中心文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淤

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发育，“想象边地文化”“消费边地经验”，不仅成为西方

对中国新一轮“他者化”的文化需要，也成为“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这个“新民族国家宏大叙

事”的内在要求。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伪满洲国》、范稳的《水乳大地》、杨志军的《藏

獒》、姜戎的《狼图腾》等作品引人注目，“边地”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地理设置”，既符合文化

消费市场对“边地传奇”的好奇心理，又以其“国民文学”的内在追求，积极拓展民族国家叙事

的空间领域，并以此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的空间秩序想象。这种民族国家宏大叙

事的空间拓展，不是借助“中国边地”与“边地中国”的双重弱势地位，构建乌托邦审美想象，也

不是以革命叙事、启蒙思潮来重写“边地与中国”合二为一的故事，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天

下观”有关。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征服者并不控制边地居民的肉体，或改造边地的社会

空间结构和内在规律，而是满足于“象征性”的宗主关系，利用文明的物质优势和道德超越性，

形成对边地的松散权力控制和强大的文化凝聚力。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天下观”被“现代民

族国家观”所替代，然而，在 90年代边地小说中，却以对“边地”的“他者化”复活，不知不觉中，

使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表述，重建了具有传统“天下观”气质的国家内部空间权力关系。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 90年代边地经验表述的典型代表。然而，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对该

淤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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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藏族文化的民族属性表示质疑淤。有论者认为，该小说通过文本对话性，实现了“与在

深邃神秘的藏汉文化背景下的作者原始/宗教艺术思维的契合天成”于。而对该小说中汉文化

与藏文化、西方文化的冲突性，大多论述都避而不谈。其实，《尘埃落定》的实质，恰是要将此

书写给全体中国人。阿来将藏文化“翻译”为一种可与汉族文化“通约”的语言、意象和情绪，

以满足民族国家叙事对“边地”的想象。对此，阿来也多次表示，尽管他的写作受藏文化影响，

但更是一个有关总体性、普世性的人性写作。在回避小说民族性的暧昧表述中，人性写作的

宏大雄心，更暴露了该小说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的企图。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尘埃落定》

延续了寻根小说的内在逻辑，有所不同的是，阿来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汉族中心”的态度去

将藏文化“他者化”，而是通过塑造了一种隐含地“全球化”的民族共同体想象，从而深刻地揭

示了当代中国与当代藏文化的“共同”命运，以及“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主体渴望。

二

正如巴柔指出：“他所有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

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它的个人或群

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盂中国民族国家形象，也是通

过“他者”塑造的“自我”。然而，《边城》等边地小说，虽渴望展示边地文化的魅力，可内在文化逻

辑，却是将“湘西”等同于“中国”，抹杀二者的差异性与权力支配关系，进而造成相对于西方的

弱者化的“牧歌乌托邦”榆，这种情况在新时期寻根文学之后更加明显了，正如美国学者所说：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后来又加上从国外进口的文化明显的空虚，似乎在中国种族/民族主义的

核心里留下一个空白，使得一些文化制作人和国家文化制造人都转向少数民族文化，把这些文

化当作现存的真实性的源泉，这种做法给原始的和传统的东西……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虞而

淤 例如栗原小荻认为“对《尘埃落定》这部作品进行冷静地审视和打量，很快就会发现它的劣质的一面。

希望人们不要为此感到惊讶!《尘埃落定》这部作品的核心构思所在，从根本上讲就是: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

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亦是说，是鲜明的意识形态思维大于真实的艺术形象思维。‘主题先

行’的痕迹是无论如何都抹不掉的，它既严重地损伤了小说艺术的本体，也更不符合藏民族对生命的理解和

信仰。”（《我眼中的全球化与中国西部文学———兼评〈尘埃落定〉及其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2年第 5期）

于 黄书泉：《论〈尘埃落定〉的诗性特质》，《文学评论》2002年第 2期。

盂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1年，第 121页。

榆 刘洪涛：《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多重阐释与消解》，《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第 10期。

虞 路易莎·沙因：《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内部东方主义》，马元曦等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北京：三

联书店，2000年，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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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的叙事策略，却巧妙地对“边地”进行隐蔽的“多重他者化”，试图在不知不觉中将

“中国”在现代意义上树立成历史理性主体。《尘埃落定》的复杂性还在于，该书表达出了对

“边地”历史理性批判与牧歌乌托邦的双重情绪。这种双重情绪，在文本中不断冲突，进而破

坏整体和谐感，这也表征了 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完成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难度。作家努力

通过“多重他者化”，树立民族国家内部以现代性为坐标的权力结构关系。然而，作为被动现

代化的中国本身，在全球化秩序中也处弱势地位，其现代性进程，依然是尚待完成的任务。

首先，从创作主体来说，阿来有回藏混血的族群身分，而在他的文化血缘中，汉文化的影

响又很深。汉文化的影响甚至大于藏文化。例如，他认为，由于族别，选择麦其土司一类题材

是“一种必然”，同时暗示用汉文写作也是必然，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象形表意的方块

字统治的国度”。言外之意便是他身上流着藏族人的血，却身不由己被卷入民族国家一体化

进程。淤其次，就地缘而言，对于“西藏”，阿坝土司领地是“边地”，而对汉族内地而言，它依然

是“边地”。而“双重边地”身分，让该地区同时具有两种文化气质，这也决定了阿来的写作，在

文化身分认同上，既认同汉人和藏人的传统，又与二者有重大区别。而微妙之处在于，这个具

双重身分的“边地”，又是西方意义上的“边地”，被放置于“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视

野。这样，作家既保留了反现代性的“牧歌乌托邦”，又消解了乌托邦气质，取得了历史批判理

性；既避免了因“少数民族主体性形象”而遭遇现实意识形态的麻烦，又将之巧妙纳入“多民

族统一国家”的现代宏大叙事想象范畴。

于是，《尘埃落定》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双重疑虑”，如汉官黄特派员，被

认为是穷酸古怪，对土司不怀好意，而对宣传权力归于拉萨的翁波意西，麦其土司同样十分

排斥；另一方面，小说又表现出对汉藏文化的双重敬仰，中原被称为“黑衣之邦”，被认为是土

司权力的来源，而西藏和印度，则被称为“白衣之邦”，被认为是土司精神信仰的来源。这种矛

盾性，还体现在作家对待汉文化和土司文化的态度，土司文化成了野蛮而美丽的乌托邦，但

却消失在历史进步中，汉文化虽有虚伪和矫饰，鼓吹世俗欲望，没有神的道德约束，但最终成

为历史理性代表。然而，土司制并不是自发性统治制度，本身就有强烈的汉文化影响。《明史·

土司传》说：“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

摄，故奔走惟命。”于土司制度只是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一部分，是中央王朝统治其他民

族的政治制度。这种行政制度最早始于秦汉，经唐宋一直到元明清，是针对其他民族的传统

统治体制和羁縻政策。盂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让少数民族保持半开化状态，既保证了统治需

淤 阿来：《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增刊）》1997年第 2期。

于 杨炳堃：《土司制度在云南的最后消亡》，《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 2期。

盂 谷口房男：《土司制度论》，杨勇、廖国译，《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 3期。

“新民族文化史诗”的空间意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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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又避免改变其生活方式，引发矛盾；既保持主体民族文化优势，又巧妙利用“以夷制夷”方

式，使少数民族无法真正实现强势崛起。然而，一旦中央王朝统治力削弱，就有可能放松对少

数民族统治。现代性思维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则企图通过现代性的均质性强力整合，将整

个民族纳入共同的文化时空内。

然而，汉文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二者的差别，作家有意模糊了。小说中，汉文化高级而

神秘。它对土司有最高决定权，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的矛盾，需要四川国民军政府最后裁判。

黄特派员使土司们拥有了鸦片和现代枪炮，然而，黄特派员又是古怪的，喜欢做诗。他和继任

的高团长，其目的都在于加强对土司的控制。土司文化虽野蛮但率真、野性而浪漫。一方面，

作者用历史理性嘲讽了土司制度的不人道，如描写土司太太鞭打小奴隶：“得到了肯定的答

复，土司太太说，把吊着的小杂种放下来，赏给他二十鞭子，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道了谢，

下楼去了，她嘤嘤的哭声，让人疑心已经到了夏天，一群群蜜蜂在花间盘旋。”淤

另一方面，作者又痴迷于这种“权力秩序”，为之蒙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在我所受的教育

中，大地是世界上最稳固的东西，其次，就是大地上土司的权力”于；“土司下面是头人。头人下

面是百姓。然后才是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然后是奴隶。这之外，还有一类地位可以随时变

化的人。他们是僧侣，手工艺人，巫师，说唱艺人。”盂

又如，文中多次出现对土司文化的“性欲化”处理倾向，这是描绘弱势文化的习惯。麦其

土司抢夺央宗，汪波土司和傻子的大哥勾引塔娜，茅贡女土司的性放纵。一切似乎天经地义，

并表现为“野蛮的浪漫”。这正反映了作家在树立中国民族国家主体时，对内部空间权力关系

的认定。然而，一方面，汉人们带给康巴的，是现代欲望放纵、毁灭（由此，作家区分了土司“健

康情欲”与现代文明“腐烂情欲”，这也是乌托邦策略）；另一方面，汉人不仅带来强大武力，且

有无法抗拒的强大历史力量。这种又爱又恨的心态，无疑复制了“中国-西方”的弱者想象关

系，又具有中国朝贡体系特有的敬畏与嫉恨的特殊情绪。

再次，小说还存在另一层“他者化”目光，相对“西方”而言，无论西藏、阿坝高原和大陆内

地都是“他者”。诸多由汉人带来的现代文明，其实不过是对西方文明的不完整“复制”。然而，

作家要在小说地理版图中表现所谓汉民族主体性，故意淡化西方影响（如英国对藏地的控

制）。表述历史批判时，土司的野蛮被凸现，表现乌托邦想象时，土司的神性和浪漫又成了主

体，而表现作为整体的中国对外关系时，作家又自觉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身分，“西方形象”则

与“现代性”剥离，被处理为更遥远、且毫无亲切认同感的陌生存在。对西方的印象，主要来自

傻子的叔叔和姐姐。姐姐是虚伪和吝啬的代表，她以英国为荣，以出生在西藏为耻，尽力用香

淤 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12页。

于 阿来：《尘埃落定》，第 58页。

盂 阿来：《尘埃落定》，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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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掩盖气味，用便宜的玻璃珠子做礼物欺骗亲属。而周旋在西方、大陆和西藏之间的叔叔，却

是典型的大中华主义者，傻子也受到叔叔影响，继续以“边地”身分效忠中央政府。他毫不犹

豫地捐献大量钱财，买飞机抗日。然而，这种西方“他者”与中国“主体性民族国家”的矛盾冲

突，又如何表述呢？作者在此则表现出“悬置”的态度。

三

傻子的视角，是该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引人注目的地方，同时也透露了其叙事的意识形态

策略。以往边地小说，作家习惯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将边地的神秘浪漫和作家的理性思考

结合，如《边城》；或以第一人称亲历视角，描写外在观察者体验边地的奇观化过程，充斥着批

判和迷恋的双重目光，如艾芜的《南行记》；还有一些则喜欢限制性视角，特别是有生理缺陷

的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如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侏儒小奥斯卡对作为德国和波兰双重

边地的“但泽市”历史的反思。这类写作也常用隐含作者的理性视角进行调节和控制。然而，

阿来的《尘埃落定》，却表现为对这些叙事规则的破坏。叙事者“傻子”，既是历史理性的负载，

又是历史无能者；既是神性先知者，又有生理缺陷。这个傻子的“傻”，还同时具有汉藏的双重

文化烙印。这种对叙事规则的冒犯，更明显表现为试图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树立“文化

复兴现代中国”的内在焦虑。作为土司文化的象征者，它背负了“反思西方现代性”和“验证汉

文化民族国家大寓言”的双重使命。作为历史进步的客观观察者，他必须具有理性，而作为历

史体验者，他又“不能”拥有理性。于是，他只能在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与限制性视角之间游走，

成为“焦虑而摇摆不定”的主体。

具体而言，《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傻”大多表现为正面寓意，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倾向：一

是因智力缺失，而具有了某种神秘的未卜先知的巫术能力，如傻子多次预测地震，预示麦其

土司的命运，并让被割舌头的翁波意西说话。这种神性无疑是象征性的，不仅是赋予西藏的，

也是赋予中国的———以傻子的旁观和介入的双重身份。二是伪装的生存智慧。“傻子”是智者

形象。阿来说，傻子这个人物形象，受到西藏传说中智者阿古顿巴故事的影响淤，也有汉族文

化“以柔克刚”的阴性文化想象：“《尘埃落定》就是建构这样人事成功的中国智慧。……翁波

意西和傻子则象征中国智慧的两种形态：翁波意西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智慧，傻子

是‘贵柔守雌’、‘以阴抱阳’的智慧，后者是中国智慧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不是智慧的智慧’。”于三是对现实功利的“傻”，因而有了某种功利超越性。小说始终在这三

种“傻”之间摇摆，以配合民族国家叙事的形象塑造。很多评论家都对这个限制性视角的“真

淤 张智：《〈尘埃落定〉中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 3期。

于 孟湘：《中国智慧的寓言———〈尘埃落定〉的文化解读》，《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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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表示怀疑。因为它打破了限制性人物视角的功能制囿，表现出了逻辑混乱。“如果叙述

者纯粹是一个白痴或傻子，那他是不可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判断的。那么，怎么办?只有通过作

者利用可靠的修辞手法来解决问题，用卢伯克的话来说，‘正是作者健全的心智必须来弥补

这个缺陷’。阿来想用含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既想赋予‘我’这个叙述者以‘不

可靠’的心智状况，又想让他成为‘可靠’的富有洞察力和预见能力的智者。……但是，除了把

问题弄得更复杂，除了给人留下别扭和虚假的印象，似乎没有带来什么积极的修辞效果。”淤

其实，重要的并不是傻子的“真实性”，而是为什么会出现“伪装”的傻子视角？（甚至傻子

的智力缺陷也不明显，而更多表现为“他人”的认定。作为叙事者的“傻子”，阿来从不考虑一

个“真傻子”在叙事故事时的条理混乱问题）显然，最大的原因，还是来自历史理性的“批判视

角”与“牧歌形象”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思维方式，共同交集于民族

国家叙事的必然结果。“傻”既可以与民族前现代史的“巫”沟通，也可以在后现代的反思意义

上提供价值；而假傻的“智”，则可以成为传统生存智慧，又可以凭借超常规状态，成为现代理

性批判的隐性视角。

小说开头，傻子视角便展示了诗性抒情形象：“那是一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

一群群野画眉在窗子外声声叫唤。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吁吁地喘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一

件十分累人的事情，她那个手指扣扣铜盆的边沿，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于这个

早上，由于傻子和卓玛的性关系，傻子被开启了灵智。这可以看作小说时间的真正开始。可以

说，小说开头阿来就暗示我们：傻子不傻。而这种“大梦初醒”的叙事方式，却“颠倒地”映衬着

土司的神性没落。叙事视角的象征意味更耐人寻味。叙事人从理性“旁观者”“抒情他者”，变

成了“抒情自我”。而“边地的傻子”，也不再被认为是民族劣根性表征，加以启蒙批判。这个抒

情主体形象，无疑表明民族国家叙事主体性位移，即从对“他者”的认同，到新中国的建国神

话，最终演变为“多民族的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小说结尾，土司制度灭亡，牧歌变成了挽

歌。傻子作为土司制度最后见证，也自愿归于消亡：“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

风飞到了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了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

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

土地上来走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就是

为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盂

一切“归于尘埃”，傻子置身于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以洞察文明内部的衰落和光荣，验

淤 李建军：《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评〈尘埃落定〉》，《南方文坛》2003年第 2期。

于 阿来：《尘埃落定》，第 1页。

盂 同上，第 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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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现代性的不可阻挡。于是，中国变成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性———尽管以传统丧失为代价。汉

文化是先进的，汉人和康巴始终是中心与边缘关系，然而，“土司的牧歌”趋于消亡，“大中国”

作为使“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理性力量，占领了一切。

同时，虽然该小说以限制性傻子视角，来塑造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叙事，但小说却依然

有普遍人性的宏大追求，与历史批判理性的雄心。这表现为隐含暧昧的意识形态追问。表面

上看，傻子是土司制度的亲历者，但实际上，傻子仍是旁观者。不同的是，他既不属于高原土

司王国，也不属于汉人，而是类似巫的超验者———以善的灭亡证明历史进步必然性。阿来没

有完全用“牧歌垣挽歌”的模式，来悬置意识形态冲突，而是试图从人性角度，看待国共战争，

在小说中注入历史理性的批判。然而，如果仔细观察，这种“超越”本身也很可疑，其概念化和

策略性很强。尽管傻子对国共斗争抱相对客观态度，如描绘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颓废，共产

党军队强烈的意识形态统一性：“他们要我们的土地染上他们的颜色，白色汉人想这样，要是

红色汉人在战争中得手了，据说，他们想在每一片土地上都染上自己崇拜的颜色。”淤

但作家在需要做出历史理性批判时，巧妙地通过“傻”将之转换为牧歌想象，屏蔽意识形

态冲突。小说中土司傻少爷，之所以选择与“白色汉人”结盟，不过是因为他们“上厕所的臭

气”，而他对“红色汉人”的胜利，也茫然麻木。在潜在层面上，这种超然的“傻子”态度，却将

“红色汉人”的成功归于历史进步的必然，回避其间复杂的文化和人性冲突。

四

由以上分析，以“三重边地”身分，隐喻乌托邦的确立与崩溃，是民族国家在后发现代境

遇中历史两难选择的真实写照。作家也因此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内部秩序与外部文化形象。

《边城》后，沈从文曾续写《长河》，表达对“乌托邦”受侵蚀的现实忧虑：“表面上看来，事事物

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现代’二字到

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于某种角度上，我们也

可把《尘埃落定》看作《长河》的续篇，即“乌托邦”的最后消逝。

然而，《尘埃落定》又不是一部“彻底”的史诗。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纠葛中，小说表达

出无法化解的“主体焦虑”。这也是一种深刻悖论：树立“有别于”现代西方的主体，必须借助

乌托邦牧歌形象，却又必须以“否定乌托邦”为代价和理性基础。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叙事建立

的重要尺度，即在所谓“多民族统一国家”概念上建立内部权力秩序，既符合启蒙人性解放观

念，又符合民族国家统一性。张海洋曾就“汉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词源考辨提出看法。他指

淤 阿来：《尘埃落定》，第 368页。

于 沈从文：《长河·题记》，《长河》，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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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族国家”概念在西方产生，起因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在婚姻和继承中的土地

和属民的“私相授予和分割市场”做法。然而“汉民族”的提法，以潜在二元对立，将“汉族”与

“少数民族”对立，既有“华夷之辨”的民族歧视，又有西方“进步与野蛮”的理论预设，不符合

“中华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多民族融合的潮流。淤费孝通也指出，中国

文化属于“多元一体”多元融合格局，而不是“中心原边缘”的“华夷”格局于。然而，不能否认的

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华夷”权力秩序，如同“民族多元融合”口号，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自我

确认的不同想象方式。《尘埃落定》中，我们奇怪地看到，一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别，特

别是文化区隔，被特意彰显出来，而汉民族的物质优越与少数民族的精神超越性，都有预设

的理论嫌疑；另一方面，“大一统”思维，却又悖论地以“尘埃落定”方式，以“多元归于一体”，

宣告少数民族牧歌的逝去与“中华民族国家形象”确立。

这种奇特的想象，既昭示着中国民族国家内部树立权力等级秩序，以模仿西方确立现代

民族国家主体，也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的大一统文化的强烈主体性渴望。而这种“大一统”又

带有强烈的文化均质化与单一化想象。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在于，作为民族整体的

现代性过程并未完成，国家统一也没有最后实现，而“边地经验”一方面丰富与支持了民族国

家统一性，又间接为我们提供有关现代性的另类启示（反现代性的意义），从而为我们克服全

球化的边缘弱势地位，提供了另类文化资源。然而，绕不过的问题是，如何在“鼓吹统一”的现

代性民族国家叙事中保存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当主体汉族文化的现代性无法完成，又如

何看待普遍人性的标准与民族特殊性？国家、民族、现代、传统等诸多民族国家叙事观念，又

怎样在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中予以协调，并出现在小说文本？盂《尘埃落定》后，《狼图腾》《藏獒》

等，愈发将“边地”沦为“生态奇观”，将那些凄美的故事、壮丽的风景与执着的信仰，改写为

“大中国”的反思性内部秩序。

其次，从主题意旨与革命叙事的关系考虑，我们也会更深刻地窥见《尘埃落定》的叙事特

点。某种程度而言，《尘埃落定》不是一部“边地乌托邦”小说，而恰恰是一部以“边地乌托邦的

崩溃”为隐喻的“杂糅性”民族国家叙事。巴赫金认为，“乌托邦的崩溃”是田园诗转型后的家

族小说的必然主题：“这里描绘了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中心的条件下，主人公的那种地方理想

淤 参见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 33原36页。

于 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盂 如徐新建指出：“晚清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从而

使‘国家性’(亦即‘外部民族性’、‘主权性’)和‘民族性’(亦即‘内部民族性’、‘族群性’)同时演变为此阶段的

重要历史特征。然而迄今为止，无论内外，对于认识和表述这一特征，人们似乎仍未找到完整确切的理性共

识。”（《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

社科版）》199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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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435页。

主义或地方浪漫主义是如何崩溃的；其实绝没有把这些主人公理想化，也没有把资本主义世

界理想化。因为这里恰恰揭露了它的不人道，揭露了那里一切道德支柱的崩溃……田园诗世

界里的正面人物，这时变成了可笑可悲、多余无用的人。”淤然而，《尘埃落定》的复杂在于，这

里的“历史理性”被表现为“革命逻辑”的胜利，而不简单是汉人的梅毒、先进的枪炮引发的现

代性胜利。“革命”像突然杀出、决定一切的力量，不但战胜了“边地”，而且战胜了梅毒等欲望

符号，获得了“意识形态统一性”。“边地”不但作为少数民族主体文化的对抗因素，也作为“革

命意识形态”的对抗价值。然而，这绝不能表明该小说是启蒙性质的小说。无论“边地”传奇，

还是“白色汉人”的故事，都成为了历史尘埃。不但大中华的民族内部秩序获得权威认证，且

革命逻辑也再次以“理性而强大”的强者姿态，遮蔽了启蒙必要性。这也是该小说以“建国”为

结束点的内在逻辑原因。“边地时间”的终结，既是“红色汉人胜利”的标志，也是“革命建国神

话”的开始。就这点而言，我们甚至可以将《尘埃落定》称为“次级主旋律”小说。

然而，吊诡的是，阿来对革命叙事历史理性地位的隐性承认，是以 20世纪 90年代现实

语境革命叙事的“退隐”为代价的。那种对革命的承认，如同对启蒙的承认，对边地的承认，在

小说价值核心，最终还是一种“美丽的诡计”，并也被变成“他者”的乌托邦。由此，“建构乌托

邦”的努力与“消解乌托邦”的批判互相杂糅，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不同意识相并置，最终

使“多民族统一国家”“华夷格局”“野蛮/文明”“汉族/少数民族”的权力装置，都变成了“无法

完成”的任务。对西方和汉族主体、藏民族来说，“边地”的康巴土司领地，最终不能达成“美丽

的和谐”。而土司灭亡的尘埃，却“并未落定”，反而成为更虚无的危机，也更深刻地暴露了中

国民族国家叙事的价值冲突及空间塑形的难度。可以说，《尘埃落定》开创了 20世纪 90年代

以来新边地小说的先河，由此而衍生的主题，既有生态文学题材，也有新边地想象热潮。然

而，我们在此却看到了民族国家想象的“大一统”期待，及新的文化进化论的现代性等级想

象。而消解宏大的力量，反而奇怪地被转化为宏大叙事的注脚。由此也可洞见，20世纪 90年

代，中国文学生成的文学史描述的内在冲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宏大叙事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14BZW123）阶段性成果。

（房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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