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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随着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开始至今城市化的强

力推进，乡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文学也面临着挑战。很多人开始担心甚或哀叹乡土文学

式微。其实面对社会变化转型，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创作自身也在积极回应，创作特色发生了很多变

化。“在 20 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一个国家的乡村史终于被史无前例地改写、刷新或者终

结。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这些变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强烈的感受者。”[1]对此，有学者在十年前就曾

意识到乡土文学变异的问题：“从90 年代开始，乡村向城市迁徙和漂移的现象决定了中国乡土小说创

作视点的转移。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文化冲突中，中国乡土小说的内涵在扩大，反

映走出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已经成为作家关注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创作资源。同时, 反映这

些农民肉体和灵魂‘游走’状态的生活，也扩展了乡土小说的边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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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冬妩：《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北京〕《读书》2005 年第2 期。

[2]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北京〕《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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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动，乡土文学不仅没有式微，而是依然繁荣，从数量、质量及

影响上，都算是近二十年来文学历程中最为可观的类型。有学者对新世纪乡土文学的特征作出过界

定：“新世纪以来城乡关系变动给乡土小说带来的深刻的、鲜活的文学经验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

乡下人走出乡村进入城市，人物的生活空间不再局限于地域性范围，城乡之间的内部联系日益深刻；

二是乡土文学世界中渗透进了城市文化的因素并改变着以往的乡土文化形态；三是乡土的地方特征

和文化经验在城镇一体化的进程中被弱化，人们在乡土文化世界中生成的精神、情感、人际交往伦理

法则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作家对与历史发展相关的现代性、与乡村城镇化相关的人

的生存状态有了更多的反思。”[1]这三个方面的总结有其合理性，但仍显得有些笼统。

其实除了乡土文学的写作对象发生变化、文学表现侧重有所不同之外，还应该注意到，新世纪以

来乡土文学创作的主体也就是乡土文学作家也在悄然变化。从独领风骚的50年代生作家、已入中年

的60年代生作家之外，开始有越来越多的70年代生作家甚至更年轻的作家涉足乡土文学创作，并有

不俗表现。与50年代生作家为主体的那批作家不同，这些年轻作家并没有亲历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多

次重大社会变革，对当代中国的那段历史没有亲身体验。而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就是当代社会

变革转型的最重要的侧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反映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变化，

以及其中的世道人心，无疑给更年轻一代作家提出了重要的命题。面对这一挑战，年轻作家也作出了

自己的调整，呈现出不同于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面貌。这些特点，在青年作家李凤群的小说

创作中，有着某些具体的呈现。换句话说，李凤群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小说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

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乡土书写的若干特点，这其中或许隐含着此后乡土文学的某种可能。

二

李凤群目前为止的作品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的书写。第一个方面，从《边缘女人》[2]、《非城市爱

情》[3]至《背道而驰》[4]，特别是再到《颤抖》[5]，可以归为一个脉路。而从《大江边》[6]到《大风》[7]则属另一

个路数。《颤抖》为代表的这一脉，多是通过一个逃离乡土、漂泊于城市的女性的视角，书写城市中的

“乡下人”的精神异动。比如《背道而驰》中的田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作为农村家庭的长女，最

终出走，历经波折而在城市里立稳了脚跟，甚至小有成就。围绕她的周围则是通过各种方式逃离农村

游走于都市的人物，从而构成了都市外乡人的种种面向。而《颤抖》更是通过一个同样栖身于都市的

文艺女青年的呓语与诉说，将她成长过程中的种种伤痛展现出来，令人不忍直视。这系列小说中的都

市外乡人，绝非“小时代”的物质女充斥欲望的发嗲或炫耀，而是试图更深层地揭示她们独特成长经历

中的心理暗疾。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来自于农村，并且根本上又无法轻易洗掉或者说斩断渗入血脉之

中的那种乡土情结。在乡野的粗砺而又沉重的环境中长大，而后又被移植到城市空间之中的主人公，

环境的改变与血脉的不变因素必然导致一系列的对立、撕扯与分裂。

而后者以《大江边》、《大风》为代表的这一类型，则是农村家庭变迁的纵向历史书写。这个类型的

[1]王光东、郭名华：《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世纪乡土小说》，〔上海〕《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

[2]﹝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3]﹝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6]﹝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7]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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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虽然写法或各有不同，但总体看来，还是有着大致相似的叙事模式。首先是以代际更迭为经，写

出一个家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与遭际。比如，在《大风》里，张家四代人的代际传承与迥异命运，

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跨度；《大江边》中，围绕吴家三代的奋斗与创业，书写了复杂的恩恩怨怨。第二是

通过这种变迁与遭际，试图去折射出家族所存在的历史语境的另一重面向，从而具备了史诗性建构的

特点。典型的如《大风》，借助家族中不同人的独白，讲述了从土改到当下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第

三是对苦难叙事的浓墨重彩的渲染。在凶暴的自然与复杂的社会历史中，人的脆弱、坚韧与卑微，人

性的善良甚至人性的卑污，往往让读者印象深刻。比如《大江边》中，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饥荒年代为

了生存的情状。文学往往这样，在极端的环境中，将人性在静好岁月中永远被小心遮掩的另外黑暗一

面赤裸裸地展览出来。那个巨大的人性黑洞吞噬着脉脉温情。虽然这些历史书写并不集中和突出，

但对于一个没有切身经验的70后作者而言，敢于触及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历史，这个勇气和关怀已

经难能可贵，值得赞赏了。

如果说前一种脉路侧重于心理的挖掘和展示，后一类书写则更着意于某种历史的建构与重塑。

一个是向深度去掘进，一个是向长度来延伸。上述两种书写，在内容侧重与叙事风格上确实存在着很

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将两种类型再统合观之，其实二者通过不同空间、不同代际的书写，恰好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虽然各自看似独立，而实际又前后相续。对此，我们可以选取李凤群的《背道而

驰》、《大江边》、《颤抖》、《大风》的人物形象，根据他们的代际、命运、性格等的联系，建构出一个前后相

继的人物谱系。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不同的小说中，各个人物有着自己不同的名字，但他们之间有

着代际的趋同和命运的相似。《大江边》里的吴四章其时代、命运和努力，似乎是《大风》中的张长工的

翻版，而吴家后代的吴家富、吴保国身上，总能看到张氏后人张广深、张文亮的影子，而张氏的青年一

代梅子杰、张子豪的面目，总是重叠着吴文、吴武的痕迹。有的时候，不同小说的某些细节都有相近之

处。甚至此小说中此人物是彼小说彼人物的前生，彼小说的彼人物是此小说此人物的今世。最典型

的就是田园（《背道而驰》）、吴革美（《大江边》）及“我”（《颤抖》）三个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在乡村饱尝

苦难、受到冷遇的畸形家庭中成长，而又极富责任感、有着强烈乡土意识和观念的女子，而后又在世俗

眼里成为城市里的成功者。逃离乡土进入城市并成功转型的吴革美在《大江边》中虽然并没有过多展

开其在城市的生活与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其实她的江心洲之外的另外一个自己早已在《背道而

驰》中详细讲述，后来又在《颤抖》中进一步丰富。

所以，无论是重在叙述城市空间里乡下人心路的《背道而驰》、《颤抖》、《非城市爱情》等，还是主要

勾勒乡土世界人们的命运的《大江边》、《大风》，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有着一个无法走出

的基点。无论是安于乡土的吴四章、张长工，还是尝试走出大江最后又伤痕累累地回归的吴家富、张

广深，抑或成功逃离华丽转身为城市人的吴革美、吴保国、张文亮，尽管他们的命运在不同时代有着不

同的遭际，但是他们也都与一个起点有着宿命般的纠缠。这系列故事的基点及系列人物的起点就是

小说中的“江心洲”，而围绕这个独特乡土空间的故事展开方式，笔者姑且名之为“江心洲叙事”。可以

说，这个“江心洲叙事”是目前为止李凤群所有作品始终走不出的圈，这个圈或许是她未来必须击碎或

超越的枷锁。毋庸讳言的是，这同时也成就了李凤群作品的独特气质。

三

不必说《颤抖》等乡下女性进城的作品侧重于心理的挖掘和展示，即使是后一类乡土家庭历史变

迁的书写，也非常注重通过某一女主人公（多是成长中的女孩）的心理体验和童眸观察来见证历史的

重塑。也就是说，即便是着墨于家族历史的小说，其最集中呈现的依然是个人化的视角书写个体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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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程。这一特点，其实已经表征了青年作家乡土书写与前一代作家不同的地方。与前辈作家相比，

青年乡土作家的写作表现为启蒙意识的相对弱化，而个人性、个体化的特征凸现。

新世纪以来，面对城市化的剧烈冲击，乡村的原有状态进一步加速破碎。很多前辈作家面对这种

变化，张扬启蒙意识，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书写半个世纪以来的乡土变迁历程，着力于刻画和揭示这

个进程中的乡土子民的人性弱点。这些书写对“揭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意识往往有着强烈的

自觉。所以有学者曾认为：《湖光山色》同李佩甫的《羊的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阎连科的《受活》

等，“一起构成了新世纪启蒙主义文学新的浪潮”[1]。而青年作家的乡土写作在这个方面，可能并不像

前辈作家那样旗帜鲜明、立意明确。他们从相对个体化的视角出发，在城乡之间的游走转换中书写自

我的成长史。比如前述李凤群的小说，如果我们把吴革美（《大江边》）、田园（《背道而驰》）、“我”（《颤

抖》）贯串起来看，就会发现，吴革美其实是田园和“我”的乡村时代的前身，而田园和“我”则是吴革美

到城市里打拼的后世，而且田园和“我”是有着不同发展可能和生活轨迹的两个“吴革美”。这三个人

物其实何尝不是作者从故乡（江心洲）到都市、从都市再到故乡之间的自我心路历程。

在书写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作者少有明确的启蒙理念的渗入，而是更着力于主人公心境的渲染、

心路的描画、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度扩张。这与作家们自己的成长际遇有密切关系。相比而言，50后

或60后的作家们，有着更加丰富的当代中国历史体验，其历史的经验也比较复杂，所以当书写乡土社

会的时候，前辈作家自觉不自觉间更多地着墨于当代中国乡土历史的纵向变迁。于是，他们的写作大

致更多属于历史书写，这些前辈作家每每涉及乡土，基本上无一例外地转向历史。实事求是地说，他

们写作的最精彩、最充分的也是历史部分，而一旦涉及当下现实部分，相对会流于简单化处理，比如

《丰乳肥臀》写到90年代之后就相对粗疏了很多，《蛙》亦如此。而青年作家可能不具备那样纵向和丰

富的历史体验，他们更侧重于对自我成长中所体验和见证的乡村被城市化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个

体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异动。对于青年作家们来说，他们感触最深和最直接的当然是与其成长共生的

现时代，而历史是一个书写过程中的前设的模糊背景。也就是说，与前辈作家的历史经验复杂不同，

青年作家则长于现时代体验的多层次。老作家容易把现实简单化，历史复杂性呈现得比较好；青年作

家则容易把历史简单化，而现实的复杂性呈现相对擅长。所以，相对而言，前辈作家更倾向于写历史，

青年作家更愿意写当下现实。“于是，日常生活叙事就成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的方式”[2]。

也正是基于此，青年作家的乡土书写就更加鲜明地具有个体化和内向化的色彩。就青年作家李

凤群的小说而言，她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心理和意识的深度展开。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与丰

富，李凤群的小说越来越注重叙事技巧的探索。这种探索体现在故事的推进，不主要依靠故事情节的

外在叙述，而是侧重于内在心理叙事的运用。这种叙事特点虽然在早期的小说中人物心理体验呈露

还略显直接简单，而近几年的创作已经近于内在意识的自如流淌。也就是说，她的创作从最初的充分

发挥女性敏感特质的呓语般的内心世界的铺陈，已经有意识地转向了主要依靠人物心理体验丰富的

层次的步步展开，而使得故事得以发展。尤其是前几年推出的《颤抖》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

《颤抖》通过女主人公“我”的独白式的私语，将“我”的成长伤痛、现实处境进行游刃有余的自然叙述，

依托于心理叙事的步步推进，不断地将往日的乡村场景与现实的城市人生交替闪回。这种叙事，不仅

推动了情节，更自然地将主人公的忏悔剥笋般的次第开掘。

心理叙事往往要选择叙述的限制性视角，而心理叙事又特别要求充分发挥其在内心与外物、历史

[1]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55 页。

[2]范卫东、秦香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学：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叙事》，〔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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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之间的闪转腾挪的特点，所以心理叙事的自由切换必然比较依赖小说结构的独特设置。在这

方面，李凤群也有着非常自觉的结构试验意识。比如《颤抖》中，作者专门塑造了一凡这样一个人物。

一凡的意义，更主要地体现为结构性的设置，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角度得以丰富，如此一来“我”的独

白不至于沦为事实上的呓语。再如，《大风》突出的特点也在于结构设置的巧妙：人物的直接站出来说

话讲述，全知的叙述者隐匿于人物之后，每个人物的片段与片面的讲述反而最终汇成了故事的全貌和

全部，从而多声部复调性最终形成。然而，对结构的刻意追求，往往会是双刃剑。《大风》的不同人物的

各自讲述这一设计的巧妙也必然使作者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即人物和故事是靠人物本身的自

叙/述完成，则对人物的自述的书写就不得不成为小说的重中之重。那么人物的鲜活与否、生动与否、

成功与否，几乎全在于人物自身的言说。不同人物的讲述风格或者说语言风格，必须能透射出人物的

外在与内在的气质。客观上说，在语言风格这方面，小说还不够自然，并没有完全做到人物与语言的

融合无间。这些人物，虽然出于同一家族，但祖孙数代在不同的历史中成长，他们的语言风格不可能

完全一样。事实上，小说中不同人的语气，区别度并不明显，都是作者的语气，于是本来隐匿的全知叙

述者又一次露出了真容。

四

与青年作家相比，完整地经历了当代中国社会历次转型的前辈作家更具备了历史体验的纵深，所

以他们的乡土历史书写，更多地蕴含着对外部体制性的焦虑和更宏大的国族命运思考，而青年作家则

倾向于对自我内部的生存焦虑和追问。其实整个二十世纪以来，乡土文明的破落溃败一直是不可逆

的进程，但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每个阶段转型和变化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每个个体对于历史转型

的体验也迥然有异。前辈作家经历的是上世纪50-70年代间因政治的强行楔入而带来的溃败，青年

作家体会的则更多是90年代以来因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经济大潮冲击而带来的农村的凋敝。

前辈作家带有更强烈的批判色彩和对抗姿态，道德感和理想主义的倾向比较明显：《秦腔》对传统

伦理沦丧的叹息，《泥鳅》对戕害人性的都市之恶的揭露，都有着明显的道德性的批判色彩。当然，老

一代作家对城市的批判，其实是更隐含着某种对体制化的抗拒，而绝不仅仅是批判现代性。这在阎连

科的作品中有集中的表现。贾平凹等也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带灯》的后记就曾有追问：“我们的文

学虽然还在关注着、叙写着现实和历史，又怎样才具有现代意识和人类意识呢？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

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这恐怕

我们也写不好，却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

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

虚妄和阴暗，怎样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活得尊严和自在。”[1]在这个方面，新作家可能更趋平和

一些，让他们产生切肤之感的，更多地是来自个体奋斗中的惊悸与复杂。故《背道而驰》中对白雪的书

写则显示出了对城市空间的多元化、复杂性的审视和理解。孙惠芬曾认为：“在精神上，城市人和乡村

人命运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有钱人和没钱人痛苦的重量是一样的，只是方向不同而已，但因为我

只熟悉乡下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只写了乡下人这一面，而在乡下人那里，城市既充满了诱惑又充满

了险恶，城市之所以叫城市，就是有着这不同于乡村的深渊般的不确定性，外来者必定是这深渊中脆

弱的一面受害的一面。实际上，城市的扮演者未必一定就是城市人，那个包二奶的老板也许出生于乡

村，只不过在城里奋斗而已。而深受城市伤害的乡下女子，只代表一种时代的普遍可能，并不是我写

[1]贾平凹：《带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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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二奶的酒店老板，就意味着我就对立了城市与乡村，就意味着在我眼里，城市就是肮脏的，乡村就

是纯朴的。不能这么看。”[1]这种看法就为更深入地观察和呈现城乡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能。

因为，相对简化的道德判断，很可能导致对城乡二元对峙关系的建构和书写。这种思路，就容易

将城市完全视为恶的渊薮，而乡村则被看作是田园梦想的所在。在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中，作

者对“小镇”所承载的田园牧歌的精神依恋，对古朴的传统生存方式的赞美，不能不说是过滤、美化而

建构起来的某种幻象。而《泥鳅》则对冷漠的城市怀着强烈的敌意。这种写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

个被简化和提纯之后的想象性书写，其背后还是有着二元思维的潜在规约。事实上，城乡交流沟通的

加速，流动人口的空前增加，“流动农民”的现实生存和内心异动，是不能简单化地处理的。“新世纪乡

土小说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流动农民’叙事。所谓‘流动农民’，不是指农民在世俗日常生活中因探亲

访友、治病救人或游览购物等的现实需要而在城乡之间来来往往的即时性行为，而是指具有‘移民倾

向’的农民主动或被迫异地务工谋生等现代性社会迁移现象。从地理文化空间角度看，‘流动农民’主

要在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之间迁徙流动，其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 从职业

角度看，‘流动农民’主要从传统农牧业流向现代工商业。”[2]他们的流动不仅仅是职业身份和生存空间

的转换，而且也是所系的精神、梦想、情感不断地转换与牵绊。事实上，无论是城，还是乡，都已经是流

动农民无法完全割舍的精神所在。他们的情感梦想，都已经和这两个空间密切相连、息息相关。只不

过，城、乡所系的是他们情感中的不同部分和层面：一个是灵魂的休息，一个是奋斗的梦想，一个是过

滤后的回忆，一个是现实中的焦虑。

就李凤群而言，她的经历的独特赋予了她观看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眼光，这种眼光不管是优势还是

局限，都成就了李凤群的独特之处。她是以一种别样的身份来到城市，这种身份使得她对都市这个空

间的种种有着敏感与敌视，这敏感赋予了她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异己感。无论是《背道而驰》中的田

园还是《颤抖》里的“我”，不仅无法获得如鱼得水的贴己欢乐，而是周身都漶漫着近乎疯狂和变态的压

抑，充斥着一种随时可能引爆和燃烧的破坏性的冲动。这种冲动虽然因对城市物质的获得、占有而暂

时压抑和掩盖，但压抑的过程也往往是能量在不断聚集增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颤

抖》）、田园（《背道而驰》）在城市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的表面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而吊诡的是，触发危机的产生的导火索，并非压迫性的城市本身，而是往往来自于乡村。《背道而

驰》小说开头的那句话特别具有意味：“后来她想，在这个叫白雪的妹妹到来之前，生活如果一定要用

一个词来概括的话，谓之‘幸福’也未尝不可。”[3]这句话安排在小说的开头，或者作者自己有结构性的

考虑。这句话很巧妙，一下子将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很自然地放置于城市与乡土的语境中，接下来的情

节展开和城乡冲突都会水到渠成。但笔者更觉得结构性功能之外，其象征意味更值玩味。与自己有

着血缘关系的亲人的到来，为什么会一下子唤起了长期在城市中“幸福”家庭和生活的荣耀与平静底

下的危机？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亲人带来的是身处城市的田园与农村的血脉关系，以及伴随着血脉而

来的乡土情结。乡土情结的激活，激活的不仅是乡土意识，而且也激活了长期被掩盖的对城市的抵抗

与异己感。与此类似的，《大江边》中的保国，在无数次的打拼和无数次的失败后终于成为了一个成功

的商人，成功后的他回到了生与斯长于斯的江心洲。他固执的要建一座大桥，这种执着，何尝不是乡

土情结的集中体现。然而这次建桥，却让他血本无归，再次沦为失败者。即使如此，小说的末尾依然

在隐约暗示，最终因乡土意识而导致巨大生存危机的保国，依然随时会出现在那个江心洲上。

[1]张赟、孙惠芬：《在城乡之间游动的心灵——孙惠芬访谈》，〔西安〕《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

[2]李兴阳、丁帆：《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成都〕《天府新论》2013年第3期。

[3]李凤群：《背道而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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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而从未走出的乡土，是漂泊于都市的乡下人的动力，又是他们的梦魇，随时会又一次将他们

拉入深渊。而这个乡土，在李凤群的笔下又往往具体化为血缘的认同。无论是《背道而驰》中田园对

再次出走的白雪的寻找牵盼，还是《颤抖》中的“我”对母亲和祖母的无尽的忏悔，都是源于对血缘的毋

庸置疑而且从来没有去质疑的坚持。特别是她的多部小说中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的一个模式：

一个家庭对男丁的热切渴盼，为了生儿子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疯狂，更加集中而尖锐地体现出小说

中人物对血缘关系的强烈固守。如果更深地追问，血缘不是最根本的，对血缘的执著坚持，则更源于

根深蒂固而又无处不在地支配着江心洲子民意识的乡村文化。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仅仅发现乡土的执念随时引发来到城市的主人公的内心风暴和精神危机，而

且还应该注意到，城市物质生活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也在不断地掀起原本循环往复近于停滞的乡村人

的精神动荡，激发人们的欲望渊薮。在李凤群的笔下，总是存在一个想象中的静态的乡村和躁动不安

的现实乡村的对比。原来停滞不前、自生自灭，贫穷、蒙昧、痛苦到麻木的乡土，外来的冲击不断地将

那种状态打碎，带来了另外一个凌乱无序的农村。大江之外遍地黄金的传言，大山那边都市生活的想

象，不断地勾起江心洲青年人的无穷欲望，搅乱了原来的生存秩序，从而也引发了江心洲人的心理危

机。曾经在北京打工的马小翠（《大江边》）的到来给江心洲激起的波澜和动荡，以及其他走出者似乎

发财的传言，都使江心洲再也无法平静。而多部小说中都曾出现的摆渡者阿三最后的突然死亡，似乎

就意味着江心洲过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的状态的崩溃。

由此我们看到，乡土执念引起漂泊于城市的人们的心理风暴，而同时都市幻象也在不断撩拨着居

于乡土的人们的欲望。以江心洲为圆心而存在的激荡不安，正是乡村与都市两种文化交汇与冲突的

战场。然而，李凤群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表现这种冲突。因为在她的作品中，冲突不仅表现为城乡

两种空间特别是这两个空间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对撞，更深层地看，这种冲突更在于人的内在冲

突。因为，不管是都市漂泊者，还是乡村的困守者，他们身上都有着灼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拒斥，这种

随时会爆发甚至毁灭的尖锐的异己感，使得小说获得深度心理开掘的契机。比如《颤抖》心理体验在

呓语中，表现出主人公的深度颤抖，从而也触发了读者内心柔软部分的共振。

这就使得李凤群的作品具有了触及人性深度的可能。这样的双重观察、视角和体验，就避免了李

凤群作品流于简单的都市文明的批判，也避免了流于单向的沉溺乡土田园的幻象。从而基于城乡异

质文明冲突而超越城乡冲突，在一个个不安分的漂泊的灵魂勾画中，呈现出人恒在的心魔，抵达了人

性的深处。

五

所谓乡土文学在新世纪的式微，不仅在现实中没有发生，而且从理论上也说不通。事实上，正是

因为有了城市，才有了乡土文学的问题。作为现代性学术问题的乡土的出现，源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的出现。没有城市的生成，也就没有乡土问题的凸显，或者说乡土问题就不会成为问题。面对乡土社

会的巨大变化，有人对乡土文学式微的哀叹和忧虑背后的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还固守传统的乡土文学

叙事模式或者题材类型的思维观念，担心当田园牧歌的生活不再之后，那种新的农村状貌，是否还是

农村。二是将乡村、乡土与城市直接与传统和现代对应起来，认为乡村、乡土就意味着传统，乡土写作

就是写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思维其实也是一种共同的向度，那就是用一种固化的概念来对照和

剪裁变动不居、活生生的现实的方式，一种研究文学的刻舟求剑式的思路。乡土，乡是生活的空间，土

是情感认同所系。而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持久绵长，与文学联系更紧。既然如此，那么乡土还会存

在。但是，如何存在，怎样变化，以及该如何应对城市化的冲击而带来的乡土的凋敝，则是新世纪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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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最需要面对的。

目前作为空间的城、乡或许还界限分明，但是因为交往的便捷、改革的加速，城乡的沟通融合交流

则越来越频繁，城乡的一体化在加快。乡下人的身份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多了数重的

身份，进城来的乡下人以各种职业、身份栖身于城市。随着城乡关系的复杂，城乡空间的切换越来越

容易，也越来越频繁。这种频繁，带来的并不是不断在城乡之间辗转的人对城乡感情认同的融合，反

而加剧了无论是对于城，还是对于乡的认同的分裂。于是，进城的乡下人更加惶惑、迷茫、撕裂、痛

苦。在农村找不到归宿，在城市中又失去了依托。正如李凤群《背道而驰》中女主人公田园的那种心

理焦虑：“她匆忙而又不无兴奋地逃向城市，急切地想对自己证明，自己还没有成为乡下的囚徒，其实

却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身前是纷纷扰扰的城市文明，身后是蒙昧无知的故土。她被两股力量纠缠拉

扯，又被两股力量挤压，无论在哪里，她都尽量按着它们的要求要求自己。它们要求她向前，她不后

退；它们空气稀薄，她就喘息；它们灌输一种生存法则给她，她就毫不犹豫遵守；它们给她一个模型，她

就照着模型生长。如今这两股力量有时各自为阵，有时融为一体，难解难分。她对世界的认识，她的

思维方式和判断力，说不清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或者说，既不知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也不知道究竟

属于现代文明还是乡土本能——到底是谁的产物？到底称谁为母亲？抑或在两者眼里，自己都是一

个两面三刀的背叛者？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持续不断逃跑的过程。逃脱是简单的，逃脱的下一步是什

么？是重复的背叛吗？逃脱的终点在哪里？就算允许从头再来，她也不知道该用哪一部分经验来判

断今天发生的一切，无论哪部分的经验似乎都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1]他们已经被城市化，他们永远

又无法被真正的城市化。因为乡土和城市，其实本来就是一体之两面，乡土意识的强化，也就意味着

城市意识的强化。

上述李凤群对主人公田园的心理状态的大段剖析，无疑袒露的就是新世纪以来在城乡之间不断

流动往返的人群的普遍状态。毋庸讳言，李凤群的思考并没有完全超越城乡冲突与撕裂的一般摹

写。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里，城乡之间流动的人们认同的严重分裂、生命的漂浮状态、情感的焦虑不

定，这种状态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现代性。以往很多的表述总是把城市等同于现代，这是需要商榷的。

现代并不意味着城市化，也并不意味着乡村的物质化。如果说有一个所谓的现代的话，现代应该意味

着物质与精神较大程度上的良性的均衡，或者说相契合，而不是对立和分裂。分裂只是工业化时期的

现象，而绝不能视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许有一天，城市和乡村不再对立、分裂，城市和乡土不再

作为现代和传统的文化价值所附而对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就不再是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或许才算

是真正的现代。

乡土在变，城市在变，乡土文学也在变，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当然也必须回应与调适。一切似乎

都在变，但也有不变的和不应该变的，那就是写作者的态度：“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

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2]而做到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

现在，端赖于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书写者和研究者正视和思考“这个世界会好么”这一绝大问题。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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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