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学：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叙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并成为乡土文学最大的背景，直接影响到

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叙事形态等。就叙事形态而言，作家纷纷采用日常生活叙事来表达原有社会

结构的断裂与重组，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颉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破坏等。在他们

的笔下，乡村生活变得细节化、审美化，成为他们与现实建立意义的重要手段，以及张扬世俗人间情

怀、重构传统乡村文化精神的场所。

一

日常生活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托，它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

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

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

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1]。按此逻辑，日常生活的核心要素比如说饮食人生、婚嫁丧娶、风

俗人情、伦理亲情等并不因时代、历史的变迁而销声匿迹，但日常生活又是变动不羁的，它因人、因

时、因地而异，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特殊人群生存方式的外化。从这个层面来讲，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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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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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乡土文学一直在两个维度上演进：其一，以历史横断面的方式，直面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裂

变，通过对当下乡村日常生活的叙写来传达包括“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传统文化的衰落”、“伦理道

德的乱象”、“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其二，作家深入日常生活的内部体味在漫长的人类时空中那种恒

常、稳定与充满温情的乡村文化带给我们的温暖与寄托。与之对应的，是日常生活叙事的两种形态：

一类是直面日常生活，确立日常生活的本体地位，将之视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以日常生活架构故事。

典型的有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贾平凹的《高兴》、《带灯》，鬼子的《瓦城上空的天空》，孙惠芬的《民

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吉宽的马车》、《上塘书》、《后上塘书》，罗伟章的《我们的路》，阎连科的

《柳乡长》，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另一类则是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描摹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图景，

将历史事件消融于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阿来的

《空山》，莫言的《生死疲劳》，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贾平凹的《秦腔》，关仁山的《日头》，李佩甫的《生

命册》等。在此分别以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极具“狂欢”精神。它以“闲聊”的方式将木珍老家王榨这个地方的历史与

现状、风俗习惯、家长里短等和盘托出，聚焦于偷鸡摸狗、男女偷情、婚嫁丧娶等几个中心事件。在这

里，没有秩序，没有中心，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干扰，甚至道德的牵绊，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质感的日常

生活。乡村娱乐生活与精神文化的贫瘠与匮乏，“空心化”与留守儿童堪忧的教育状况，贪小便宜与

急功近利的国民劣根性，乡村原有伦理秩序的倾颓和价值理念的混乱等，这些极易与“启蒙、社会转

型”等宏大话语联系在一起的话题，在木珍这里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符合生活的逻辑的。所以，她

才说“王榨的人都挺会享受，要有点钱就不干活了，就玩麻将，谁不会玩就会被人看不起”，“王榨的人

不爱种东西”，爱偷，整天晚上都商量着如何偷东西，而外出打工的人则到处坑蒙拐骗等乡村实情。

即便是常人认为极其不正常的乱伦、借种生子、村妓、姐妹俩共同拥有一个情人、视结婚为儿戏

等令人惊愕的事情，在木珍这里，也只不过是日常生活而已，不需要任何的阐释。木珍在叙说的时

候，不做臧否，甚为平静，只是“平铺直叙”。如木匠从海南带妓女回家嫖娼，妓女回家后，他又与双红

进行性交易，而他的母亲心疼钱，“当着大儿子（木匠，笔者注）、二儿子媳妇的面跟三儿子媳妇喜儿

说，你大哥跟别人好还要花钱，不如跟你好算了，你闲着也是闲着，他大哥也不用给别人钱。”等到三

儿子回家时，当妈的就把三儿子反锁在房间里，让大儿子和喜儿到她的房间去睡觉。又如叫“和尚”

的女人丈夫坐牢后，经常在家偷情，她的公公横加干涉，“和尚就骂她老爹爹，说老不死的！老畜生！

老儿！哪个要你管这些闲事！”骂老儿是最侮辱的。而“和尚的丈夫也知道。……他说，我没儿子只

有两个女儿。他知道那两个儿子不是他的”。又如“木菊跟她大姐看上同一个男的，趁她姐夫不在

家，这两姐妹就跟这个男的睡，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诚如贺绍俊先生所说：“这些性事在一般的文

学叙述中无疑会成为引发思想和情感激烈冲突的重要情节，像是具有巨大能量的炸弹，一旦爆炸就

会血肉横飞。但在木珍的叙述中，这些看似惊天动地的性事完全被日常生活化了，这种日常生活化

显然表达了一种民间的世界观。一方面，人们并不认同这类性事对于伦理道德秩序的破坏，另一方

面，既然这类性事发生了，也就被生活接纳了下来。伦理道德秩序就是一种公理和逻辑，它构成了炸

弹的能量，所以木珍的叙述就像是做了一件摘除‘引线’的工作，这些炸弹的能量虽然并没有消失，却

不再具有杀伤力。”[1]

在一个“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转向的年代，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葆有宏大叙事的激情，

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展示庸常的生活形态和个体遭际命运。就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学而言，很多

作家将历史的时空浓缩至一个村庄，乃至个体的细部生活，关注五十年甚至百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

[1]贺绍俊：《叙述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妇女闲聊录·前言》，〔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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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在历史的对照中，传达自己的价值理念。如果说，纯粹的以日常生活架构故事的作家队伍中尚

有部分作家由于时代和个人阅历的局限，以及与日常生活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天然选择了个体所

感知的生活（最典型的如“打工作家”），那么，在“宏大叙事”的历史帷幕上上演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

的作家，往往带有一种“史诗”冲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发掘社会的变迁，彰显那些超越历史宏大背

景的世俗生活以及恒常的人性。最典型的莫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了。

小说一开头就将我们置身于一个意味深长的“等待”的场景：“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

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

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

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厂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

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1]作为一个民族历史的见证者，“我”见证了这个民族的多舛命运，包括“日

本侵占东北，伪满洲国的成立”、“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一

九九八年的森林大火”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对这个民族而言，这些历史事件只不过是静水微澜，因

此，他们可以置若罔闻，过着自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事实上，迟子建将笔触更多地投向了这个渴望

平静生活的民族的日常生活与萨满文化，尤其是后者。小说通过尼都萨满与妮浩萨满的超自然神力

及悲剧命运，展现了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悲悯。正是这种悲悯跨越了民族界限，超越了政治斗争，消解

了一切的历史恩怨。尼都萨满可以为日本人吉田疗伤，而妮浩可以为偷驯鹿的汉族人疗伤，在他们

身上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大爱”。如果说尼都萨满的悲剧与因爱而压抑的灵魂有关，那么，妮浩萨满

的悲剧则与其丧子之痛有关。生命是平等的，妮浩每救活一个人，就必须死去一个孩子。这就是代

价。但尽管如此，妮浩仍坚守自己的职责，直到付出自己的生命。

任何的历史事件，都抵不过鄂温克族人对信仰的坚守。他们饲养驯鹿，逐水草而居，物物交换，

天然地排斥定居、教育、医疗、艺术、工艺等。风云变幻的历史，都以鄂温克族这个民族的变化特别是

“我”的个人生活的变迁隐蔽地呈现出来。这种变化是从死亡开始的，“我说了，我的记忆开始于尼都

萨满那次为列娜跳神取‘乌麦’，一头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了黑暗的世界了。”随后，“我”又经历了父亲、

母亲、伯父、两个丈夫、弟弟、弟媳、儿子、几个侄子、孙女以及许多熟悉的人的死亡。正是无穷无尽的

死亡和无处不在的外力侵蚀，使得这个民族面临着退化的危险。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沧桑的历史，

才建构了对一种文明消逝的隐忧，探究了这种文明何以消逝的缘由。

生活在山上的猎民不足两百人了，驯鹿也只有六七百只了。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投了

去布苏定居的赞成票。激流乡新上任的古书记听说我投了反对票时，特意上山来做我的工

作。他说我们和驯鹿下山，也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驯鹿游走时会破坏植被，使生态失去

平衡，再说现在对于动物要实施保护，不能再打猎了。他说一个放下了猎枪的民族，才是一

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

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如果森林

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掠过的缘故呢？[2]

鄂温克族那建立在“死亡”与“神性”基础上的日常生活，也逐渐成为一种消逝的过往，而这恰恰

是假以文明的权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找到了批判城市化的有力武器，而这恰恰是诸多作

家的立足点。乡村及传统文化的救赎意义与拯救功能在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层面体现出来。

“日常叙事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叙事，每位日常叙事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在

致力表现‘人生安稳’、拒绝表现‘人生飞扬’的倾向上，日常叙事的作家有着同一性。拒绝强烈对照

的悲剧效果，追求‘有更深长的回味’，在‘参差的对照’中，产生‘苍凉’的审美效果，是日常叙事一族

[1][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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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点。”[1]事实上，不管是林白式的狂喜，还是迟子建式的伤怀，作家均找到了自己应对城市化的

方式，那就是乡村日常生活叙事。

二

日常生活叙事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以此反映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

变动，农民离乡移民城市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因为日常生活叙事对细节的

依赖，以及现实的复杂性和现实主义的局限性，作家在消解小说故事性的同时，又兼顾了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比如说自然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仅以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

《炸裂志》为例。

“细节”是日常生活叙事的枢纽，为了获取饱含生活汁液的细节，作家不再注重情节结构，甚至一

再悬置、延宕故事情节的发展，降低故事的表达强度。贾平凹的《秦腔》就采用这样的方式。贾平凹

将《秦腔》的写法视为一种“新的文本”、“新的尝试”，将之称为“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也即关注日常

生活的横断面，一切按照生活的原貌展开，放弃传统小说对“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要求，代之以饱

含生活气息的细节。

日常生活绝非严密有序。小说正是对乡村日复一日生活的描摹，在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生活

中发现乡村的裂变。叙事散漫，拖沓，亦如闲聊。“每一次闲聊还不都是从狗连蛋说到了谁家的媳妇

生娃，一宗事一宗事不知不觉过渡得天衣无缝！”生活如此，《秦腔》也如此。“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

写，……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描写一段社会大变革时期

尤其是目前农村转型时期的作品，需要的是真实。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抽象和编写离奇故事的方式，

不能真实地反映农民的原生态。当时所抽象出来的典型农民和农村形象是虚假的。我在《秦腔》里呈

现出的农民和农村形象不仅仅是还原，也有抽象和典型，但区别是相比原来的假抽象、假真实，《秦

腔》更接近生活本色。”[2]这就是“细节”的力量，也是贾平凹不遗余力地展示生活细节的原因。“真实”是

自然主义的“灵魂”和“核心要义”，也是《秦腔》获得好评的重要原因。“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

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3]

如果说“自然主义”以“记录”来反映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等则以“夸张”的手法来反映现实。事实

上，在目前的文本中，没有哪一部作品是纯然的“自然主义”或者纯然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学对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的运用、革新，对诸如鬼神、

宗教、幻梦等非理性内容进行描写，使得“文学形式”和“创作手法”获得了空前的意义。仅刚刚过去

的2014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寓言体”（关仁山的《日头》）、山海经体（贾平凹的《老生》）、书信体（孙慧

芬的《后上塘书》）、方志体（阎连科的《炸裂志》）等。在这些别具一格的“体例”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

的运用是显著特色。贾平凹《秦腔》中引生的超人禀赋，《老生》中通阴阳的唱师，老黑、徐县长等人

物，以及一些神神秘秘的万物，均在天地间合理地存在着。关仁山的《麦河》和《日头》均是以现实主

义为根基，力求展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变革和农村新气象，但其间又夹杂着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

的手法，使得小说拥有一种神秘的气息。村夫野老，特别是那些带有儒释道气质的老者，重新化身为

乡村的拯救者。阎连科《炸裂志》中的孔东德及四儿子孔明辉带有的挣脱主流意识形态的乡野气息、

神秘气息和预言功能，特别是孔明辉企图通过万年历拯救孔家及炸裂市，都看得出乡村文化的内化

及作家对其的顾盼。换言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改变乡土小说创作惯用的现实主义笔

[1]郑波光：《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贾平凹：《秦腔·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3]贾平凹：《我和刘高兴》，见《高兴·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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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注重“怎么写”，注重小说的“形式感”，借鉴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的言说方式，寻找中国式的审美

现代性。阎连科的《炸裂志》便是其中的典范。

2013年，阎连科《炸裂志》的推出无疑是中国文坛的重要事件，它以“志”的形式道出一个村庄的

转型故事。无论是在该书的介绍还是阎连科的访谈中，此书都成为“神实主义”的力作。关于“神实

主义”，阎连科曾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

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遮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

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

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

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

的手法与渠道。”[1]“现实主义是全因果，荒诞派是半因果。而我说的神实主义，它汲取了现实主义，也

汲取了魔幻主义等，但是更注重的是内因果，就像是河床与河水的关系，我只关心河床为什么凸凹不

平、激流湍急。”平心而论，“神实主义”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新的理论内涵，但确实充满了荒诞、神奇的

元素，恰如该书封面所言：“最现实”的“最寓言”，揭开“不存在”的真实，展示看不见的真实，凸显被真

实掩盖的真实。绕老绕去，还是围绕着寻找表现真实的艺术形式，而运用各种叙事手段。因此，本文

就从“神实主义”的内核“荒诞”入手，考察《炸裂志》。

荒诞首先体现在《炸裂志》的主要人物孔明亮、孔明耀身上。孔明亮这个人乃“异人天象”，可以

呼风唤雨，用语言掌控万物。当十七岁的秘书程菁稍有不满，他说让她哥坟头山连棵野草也不生，于

是，她哥坟头真的寸草不生。而一旦程菁意识到这一点，顺从其心意，他哥的坟头就开了花。这里面

没有任何的逻辑，就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一样，孔明亮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如何如何，

结果就如何如何。作为炸裂村的权力代表，孔明亮就是这样掌控着人们的命运。他可以让三年半死

不活的铁树重新焕发生命并开花，让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俯首称臣，随时听候命令，也可以让程菁的

衣服自动剥落；签了他名字的白纸可以治病救人、起死回生，可以让干旱的冬天下起大雪……真的是

“炸裂是他的，世界是他的。”

除了孔明亮有特异功能之外，其弟孔明耀也有这样的功能，甚至超乎孔明亮之上。草木可以为

孔明耀开得姹紫嫣红，也可以因为他的枪声而全部枯萎。他为孔明亮选举示威之后，反对的刘家沟

和张家岭因天遭冷寒，树枯苗死，粮食绝收，而支持孔明亮的炸裂村却风调雨顺，粮食多得吃不完。

真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孔明耀退役当天，寒冬腊月，树木花开，墙壁和训练场的军械设施

上都盛开着各色花朵。而孔明耀退役后成为炸裂矿业总公司总经理之后，他几乎可以点石成金了：

让军队对着烂楼、未完工的立交桥、世贸大厦吹乐，走上一圈，未完工的立马竣工，就连工地都一尘不

染。一个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就这样不费吹嘘之力建立起来，不免令人叹腕！为了让炸裂顺利成为超

级大都市，孔明耀对哥哥孔明亮施以援手，用五千条假腿和一万个假手指头在五天内修好了世界上

最大的飞机场和一二百公里的地铁线。他甚至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孔明亮所建立的政权……如

此这般，真的是超乎逻辑之外。所有的不可能的景象可以随着人的意志而出现，而且是瞬息万变。

如此这般，让人感受到语言和文字的创造力，感受到阎连科式的“奇崛与想象”。

而世事变迁，乃靠孔明亮的父亲孔东德的预言，人物命运全系于初始的偶遇。就连《炸裂志》的

结构也充满了荒诞性：志书结构，却并不与事实相符。但我们读起来，却处处可见现实的力量，看到

权力、武力，看到欲望横流的现实，看到乡村的隐痛，看到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贾平凹式的“自然主义”的呈现，还是阎连科魔幻式“神实主义”的审视，他们都用自己的

笔触完成了对现实意义的重建，也带来了乡土小说形态的新变。

[1]阎连科：《阎连科：神实主义——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北京〕《中华读书报》201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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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与启蒙、革命、国家建设、社会转型等纠缠在一起，自然对日常生活叙事

保持警惕态度。五四新文学到20世纪40年代，乡村日常生活与启蒙、革命的复杂关系，1949年之后

对合作化道路等主流意识形态的配合等，都使得日常生活叙事难以真正获得本体性位置。直到1980
年代中后期，乡土作家才纷纷放弃了此前的宏大历史视角和理性价值判断，将视点下移至乡村的日

常生活，总体上呈现出日常生活叙事的基本特征。这与社会的转型、作家经验的失效及宏大叙事和

日常生活叙事自身的特征密不可分。

造成“宏大叙事的消隐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凸显”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进入了“日常生

活”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化聚焦点从宏大的政治历

史中逐渐退出，转向对日常生活的集中关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使得个体权利得

到承认，个体价值得到张扬，日常生活的独立价值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吕西安·戈尓德曼曾说：“在

我们看来，小说形式实际上是在市场生产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搬移”，并

认为文学形式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同源性”[1]。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小说就存在着这种

“同源性”，它对日常生活叙事关注的热情与市场经济以来整个社会所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情感

诉求乃至新的价值取向有关。作家开始着眼于乡土中国的震颤所带来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变迁，将关

注的焦点投射于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冲突、对峙、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人们的生存方式、文化习俗、

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动，以此来体现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调整。

“宏大叙事的消隐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凸显”还与中国乡土作家既有乡土经验的“失效”有关。乡

土写作的中坚力量多以50、60后为主，他们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

人，远离了他们所熟悉的故土，自然也远离了滋养他们写作的文学现场。“现场感”的缺失，使得很多

作家的写作失去了“真实感”。孟繁华在《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遭遇》一文中指出:“三十多年

来，这个文学群体几乎引领了中国文学所有的主潮，奠定了文坛不可取代的地位。公允地说，这一代

作家对中国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将当代中国文学推向了我们引以为荣的时代。”但这个

群体“基本还固守过去的乡村文明的经验”，“他们的经历和成就已经转换为资本”，所以“他们不再是

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2]。白烨在《也谈乡土文学与“50后”写作》中提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乡土文明

在现代性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生产方

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乡

村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乡土现实又在多样性中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

现实和把握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他们已有的文学经验与这种新的现实并不对位，因而难以在彼此

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内在勾连，这就造成‘50后’们在乡土文学写作上难以逾越的写作困境。因此，直

面当下乡土现实的长篇小说为数较少，而不多的写作涉及当下乡土生活的变异时，又多在惊诧与哀

叹中表现出无力与无奈，这已是无可讳言的乡土写作现状。新的乡土现实的小说写作的这种困境，

与其说是属于‘50后’，不如说是属于这个时代。”[3]两位先生均指出“经验的负累”对当下乡土文学创

作的影响。同样的，60后作家也有着他们那代人特有的童年记忆与知识谱系，也更愿意将当下的乡

村现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变”，而不是直奔当下的叙事现场。这也就是为何抱有宏大叙

事愿望的作家将叙事时间延长至50年，甚至100年，但这期间有明显的“断裂”，80年代末至今的乡村

[1]〔法〕吕西安·戈德曼：《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2]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北京〕《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3]白烨：《也谈乡土文学与“50后”写作》，〔北京〕《光明日报》201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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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分量较轻，且极为松散，难以与现实对位。莫言的《丰乳肥臀》、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等均存在这

样的问题。李洱曾说：“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

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

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与此同时，变化迅速的当代生活，很难在作家的

经验当中形成某种形式感。……”[1]而贾平凹在论及《秦腔》时，也曾感叹，乡村变化太大，“按原来的

写法已经没有没办法描绘”[2]。在这个时候，“日常生活叙事”的拯救功能迅速凸现出来。事实上，我们

的确能够感受到作家找到这一叙事方式时的隐秘欣喜，恰如林白将“最”字形容自己的“敞开的世界”

与“新经验的获得”。她说：“《妇女闲聊录》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

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有着另一种文学伦理和另一种小说观。这样想着，心里是

妥帖的，只是觉得好。如果它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那样，我仍觉得是好的。”[3]一个长时间沉浸在虚无缥

缈的自我世界里的作家已然放弃自己的惯性写作，更遑论那些一直寻找与现实经验对位的作家了。

此外，“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本身的特征也是其叙事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宏大叙事是

伴随着西方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思维的解构而产生的。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提

出“元叙事”也即“宏大叙事”的概念。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其明确定义为“诸如精神

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等主题构成的叙事，“在这类叙事中，

知识精英总是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4]宏大叙事作为“完整的叙事”具

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自然就要求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历史的

碎片化决定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谨慎态度。诚如阎连科所说：“必须承认这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也必须承认这个社会让很多东西的扭曲，这个小说（《炸裂志》，笔者注）写了我们整个社会蓬勃、扭曲

而不可阻挡的脚步。但是它也同时表达了作家乃至于很多读者对世界的焦虑和不安，谁都不知道这

个世界要到哪里去，结局是什么样。”[5]而日常生活叙事作为“小叙事”，它讲述“小人物”、“小故事”，且

“这些小人物小故事不再依赖强大的历史背景，也不再依赖高深的现代思想氛围，它仅仅凭借文学叙

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6]。此外，日常生活叙事以一种特殊的

眼光洞悉这个世界，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具有不可否认的审美价值。“日常生活决非没有良知与

正义，决非没有对意义的维系和创造能力”，其中蕴含着“真生命、真追求、真理想、真精神和真品

质”。 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遍、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

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7]

总之，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学开始转向日常生活叙事，既是对社会转型的共鸣，也是文学追求

现实品格的重要手段。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大流动时代中国农民的生存困境、认同危机、婚姻伦

理的变迁，也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文化困境、生态危机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日常生活叙事”虽被

赞誉，但其“现实品格”并没有得到学界的真正认可，文学与现实之间依然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重建

文学与现实的意义关联仍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平 啸〕

[1]施战军：《生活与心灵：困难的探索——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北京〕《人民文学》2006年第1期。

[2]贾平凹等：《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上海文学》2005第7期。

[3]林白：《世界如此辽阔》，《妇女闲聊录·后记一》，〔北京〕新星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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