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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響 ” 裏的當代史

———《繁花》裏的兩個時代及其美學
陳曉明
【摘 要】《繁花》以單雙章交替的形式展開敘事，分别講述
６０ 年代與 ９０ 年代以來的故事 。 小説實際上是使用二種不同的
敘事方法，６０ 年代的故事以個人記憶爲依據的現實主義手法；
９０ 年代的生活則以説書人的文體表現爲各表一枝的格局 。 前
者因爲歷史的激進變革與困苦，對人的生存構成强大的壓抑，但
小説卻因此寫出了歷史中生存的人們的堅忍不拔；後者因爲繁
華盛世浮華亂象，生活顯現爲虚空和無意義，作者尋求做舊筆
法，賦予傳統與歷史做底色，從美學與文化的層面重新給予其韻
致。這裏面顯然貫穿著作者對兩個時代的判斷，對人類生活之
正當性的理解。在歷史與人的生活之間，在政治、文化與美學之
間，《繁花》終究以美學或寫作的倫理學化解了那些矛盾。 因
此，這就要從歷史感的角度解釋這部作品，纔能呈現它的豐富性
與複雜性。
【關鍵詞】歷史感 不響 創傷 敘事 元政治 寫作倫理

題辭：
它發掘真實，這生來的形象
我們畏懼從不敢顯露；
站在不穩定的點上……

———穆旦，《詩二章》，１９４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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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５ 年舉行的第九届茅盾文學獎的評獎中，《繁花》以最爲無可争
議的方式獲得該獎項，這在該獎項的歷届評獎過程中也是少見的。頒獎辭
也是不吝褒獎，稱其“遥承近代小説傳統，將滿含文化記憶和生活氣息的方
言重新擦亮、反復調試”，“如一個生動的説書人，將獨特的音色和腔調賦予
世界”，“在小歷史中見出大歷史，在生計風物中見出世相大觀 …… 盡顯温
婉多姿、餘音不絶之江南風韻”。如此高的評價，幾乎也是把“推陳出新”的
卓越典範賦予了這部作品。甫一出版，多位資深編輯、作家、評論家就給予
高度評價：程永新説：“《繁花》讓人爲之一震，小説的好處自有高人評説。”
張辛欣説：“優雅之野心，當今幾乎不可能出現的文體。”吳亮説：“近年來最
有看頭的小説。”也多有論者强調這部作品與上海的文脈傳承，與其地方文
化特色的顯著關係。例如，叢治辰就探討《繁花》體現了一種 “書寫上海的
方法”，由此看到上海城市書寫的獨特之處 。黄平稱 《繁花》建立了一種
“上海詩學” 。所有這些，都讓人們感受到 《繁花》在文化記憶書寫、在文
學的風格學、在傳統文脈在今天的重新焕發諸多方面，都有可圈可點之處。
《繁花》的意義僅只是描寫了一種地道的地方性或城市生活麽？僅是
把舊有的形式花樣翻新舊瓶裝新酒而韻味無窮麽？前者的認識或許只是
因爲人們對上海的想象和地方性在起作用；後者的認識也有可能是因爲整
個文學圈對藝術創新的淡漠，過於保守所致。這都不足以把《繁花》看作是
一部時代的總結之作。作爲一部廣受好評的作品，必然是對時代的記憶或
思考有深刻之處，必然是提出或可以促使人們去思考時代、歷史和生活本
身的根本性問題。一部偉大的作品，它能揭示時代的矛盾，它自身的矛盾
就是時代的矛盾；它一定能真實地、下意識地把時代矛盾轉化爲自身的矛
盾，以其虔誠來表達寫作的倫理學，也正因爲如此，它體現了審美的歷史
性。這即是説，一部作品以其自覺的藝術表現方法觸及時代的癥結性問
題，但又無法擺脱被時代決定的命運。因此，它能最生動、深刻地表現時代
的矛盾。這就是在審美的層面體現出的歷史意識，或者稱之爲審美的政
治性。
我以爲《繁花》最爲鮮明的特點在於對上海市民生活的書寫表現了另
①

②

叢治辰《上海作爲一種方法———論〈繁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２ 期（２０１６ ），第 ３０—
３９ 頁。
——〈繁花〉與上海敘述》，《當代作家評論》第 ３ 期（２０１３ ），第 ５４—
② 黄平《從“傳奇”到“故事”—
６２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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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極致的可能性，它幾乎是和盤托出上海的市民生活，把 ６０ 年代的生活
與 ９０ 年代以後的生活比較，前者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造的時代，那時
中國正在講述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國家敘事；後者則是改革開放進程加
快，全球化進入中國的時代。兩個時期的上海生活如此不同，但都是頑强
的上海市民生活，它促使我們思考的問題還是要超出上海地方性，進入現
代之後的上海的生活究竟發生何種變化。這顯然不是上海的本地性的變
化，而是中國的現代性的激進化在起變化。人們究竟爲什麽而生活，一句
話，人們究竟應該過什麽樣的生活？這其實就是在表現當代史的意義。這
兩個時代的生活被放置在一起，穿插、對比，相互重疊或有穿越之感，其内
裏則讓我們看到兩個時代的生活如此不同，但究竟何種生活有意義呢？什
麽是上海市民（當代中國人）應該過的生活？這裏面交織著金宇澄在著力
描寫如此富有特色的上海生活，表現上海文化的同時，一個現代性的問題
還是揮之不去：上海人要過自己的生活，要説自己的語言，但現代社會卻將
其帶到另外的場域———革命、大機器生産、鬥争；全球化、消費主義、欲望、
暴富奇觀……金宇澄越是自覺而自然地描寫上海人的生活，上海的文化韻
致，就愈發與現代性構成緊張關係：它是在與之對抗嗎？是逃離嗎？是回
到海上舊夢裏去嗎？在這裏，那些地方性的描寫、説書的筆法、聲音、方言
與文化韻致，所有這些，作爲逃離的項目，又都擺脱不了作品中兩個時代穿
插交叉的敘事格局，無形中産生出了對兩個歷史時代的評判以及由此透示
出的價值理想。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感受到《繁花》更複雜的意義所
在，歷史並未終結，那個大歷史的寓言始終在場。盧卡契早年説過：“小説
是在歷史哲學上真正産生的一種形式，並作爲其合法性的標誌觸及其根
基，即當代精神的真正狀況……” 恐怕這一點對於始終未完成現代性的中
國的文學來説，尤其如此。確實，《繁花》寫得節制，似乎並不深究，有意使
用一次又一次的 “不響 ”，點到爲止，從不多語，然而，在顯示上海人的品
性心理、文化韻致的同時，背後是一部宏闊的當代史。這兩個時代在敘事
上的參照與背離，内裏隱含著堅實的歷史意識，以至於兩個時代有著獨特
的連接方式，它們共同引向對當代歷史變遷和始終不渝的生活理想的
思考。
①

①

盧卡契《小説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６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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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政治的烏托邦與創傷史
《繁花》以單雙章交錯的形式在兩個時代裏展開敘事，單章是 ６０ 年代
的故事，雙章是 ９０ 年代以後的故事。兩個時代相互穿插，互相映襯，各有
意味。
小説對 ６０ 年代生活的書寫，在兩個層面展開，其一是少年人的創傷性
的成長記憶，其二是激進現代性推進的時代變革與動盪。以少年成長生活
作導引，進入時代變革動盪的歷史情境。雖然歷史風雲際會，但少年人的
憂傷和旁觀者的視角，小説敘述保持娓娓的感傷語調，使得時代慘烈的變
動也是如水墨畫般徐徐展開。縱然有悲痛也怨而不怒，即使有失敗也不絶
望哀號。
小説第一章開篇，寫 “阿寶十歲，鄰居蓓蒂六歲”。第二節就寫到滬生
的故事，在這一節，滬生路遇阿寶與蓓蒂，“三人纔算正式交往”。不難看
出，滬生有金宇澄的自況，小説是以對少年時代記憶重温展開敘述，可以説
記述了滬生、阿寶、小毛、蓓蒂、姝華等人的少年友情交往與成長。小説所
寫當是自己的故事，自己身邊朋友的故事，故而寫的如此真切，如此樸實無
華。少年人的故事，都寫得親切純樸，阿寶與蓓蒂，雖爲鄰居，然情同兄妹，
還有一個阿婆，寫出孩童時期的温馨與美好，當然其中也夾雜著那個時代
特有的苦澀。小説著意寫的當然還是生活的情狀，這些描寫十分細緻而有
韻致。
小説表現每個人的成長都截取不同的生活斷面，選擇的人物也頗具匠
心。阿寶經歷的是家庭變故。這個資本家的後代，解放後家庭遭遇到的起
落變故可想而知。但中國政府有一段時間對民族資産階級還是采取贖買
政策，從解放後私營企業開始進行工商業改造，到 １９５６ 年完成公私合營起，
一直到 １９６６ 年“文革”開始，上海民族資本家一直領有股息。阿寶的父親
和他的爺爺、伯伯都能享受相當富足的生活。但 “文革”降臨，阿寶家被掃
地出門，他也成爲落難少年，到工廠當工人。目睹父親和伯伯、母親和小姨
的窮愁落魄，他們家從市中心體面的大房子，搬到滬西曹楊工人新村，資本
家後代阿寶到工廠當工人。從阿寶的視角看過去，是他們一家人迅速破敗
的困境，他們無法抗拒命運，又無力挣扎。但他們還是帶著舊社會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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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適應被迫的改造。阿寶的大伯最爲可悲，舊社會的浪蕩子，新社會
的多餘人，跑到阿寶家蹭飯吃，已經毫無人樣了。“大伯脱了襯衫，裏面一
件和尚領舊汗衫，千瘡百孔，漁網一樣。大家不響。大伯説，開銷實在難，
我只能做癟三，每日吃鹹菜，吃發芽豆，還要幫鄰居倒馬桶。大家不響。”
阿寶既是一個視點，展現出那個時期的艱辛困苦，階級鬥争導致的家道敗
落與人的尊嚴的失去，這也是阿寶成長的歷史背景，他從這樣的歷史中走
出來。
小毛的故事展示了那個時期上海普通工人的生活現實。寫的是小毛
拜師習武，説的卻是工人生活的家長里短。樊師傅身邊圍著一群小徒弟，
他們游離於“文革”之外，樊師傅教育小毛幾個徒弟津津樂道於他的師傅的
教育方法———爲了讓徒弟長大成爲男子漢，舊社會裏他的師傅是讓徒弟去
看女人洗澡。這個故事具有反諷性質，這與革命、工人階級的路線鬥争教
育相去甚遠，與《千萬不要忘記》的經典接班人敘事相左。小説隨後直接就
以小毛的親身經歷，看到銀鳳洗澡而且初嘗禁果來應驗。小毛和他的師傅
似乎都還是生活在舊上海的老傳統裏，這裏並没有 “先進階級”的優越感，
只有勞動階級的自然史。對於金宇澄來説，他要寫出上海工人的樸素生
活，也是回到具有市民氣息的工人生活中去。其逆現代性的反諷本身，表
明了這部小説的底藴如何想去消解宏大敘事，它不得不在它的背景上來講
述 ６０ 年代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往事。
滬生家裏的變故打上了那個時期普遍的政治印記。父親沾上林彪案，
隔離到何處都無法知曉，家境迅速衰敗，他也從引爲驕傲的軍隊子弟落入
底層。滬生更多金宇澄自我的投射。２０１６ 年，金宇澄出版非虚構作品 《回
望》，以母親父親的經歷爲故事主線，可以看到金宇澄的父母早年參加革
命，經歷了革命的嚴酷整肅，家世頗爲坎坷。父母的革命信念矢志不渝，這
對金宇澄無疑有影響，也觸發他思考 ２０ 世紀的中國的激進歷史變革。《繁
花》中的滬生從小追尋文化，小説寫他與姝華的交往，體現了那個時期上海
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滬生奇怪地與那個時期落落寡合，但是滬生也捲
入了紅衛兵抄家諸多行爲，目擊了那些污辱人身的鬥争。滬生的視角雖然
也屬於冷静旁觀，但那些場面被寫得混亂、無理性、殘暴，這些所謂的紅衛
兵，小小年紀就被激發起人性的惡劣冷酷。這也可見出金宇澄對那個時代
①

①

金宇澄《繁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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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繼續革命的判斷。
小説對 ６０ 年代的回望，最爲有内涵的部分還是通過姝華的故事，寫出
那代人在那樣年代裏的精神渴望，寫出這些人的可悲可歎的命運。姝華酷
愛文學，讀書寫詩，對滬生頗有吸引力。某日滬生到姝華家，姝華拆開一張
舊報紙，見到一本舊版破書，是聞一多編《現代詩抄》，“姝華面孔一紅”。那
時偷偷閲讀這類文字當屬於偷吃禁果，這種精神的啟蒙如同亞當夏娃偷吃
蘋果。此時滬生臉一紅（顯然是緊張），也立起來，準備告辭。姝華説，再坐
一歇，“小毛不響”。姝華翻到穆旦（１９１８—１９７７）的詩：“静静地，我們擁抱
在 ／ 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裹，／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
可能的使我們沉迷。”顯然，這首詩在那個年代讀來極爲叛逆，與時代精神
格格不入。他們還讀到這樣的詩句：“那窒息著我們的 ／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
的言語。”詩的結句是：“遊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這樣的詩句，對於
６０ 年代兩顆稚嫩的心靈來説，無疑極具震撼性。它表明了對壓抑的不滿，
對自由成長的極度渴望，這是那個時期上海湧動的青少年的不可磨滅的精
神追求。
穆旦這首詩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 《穆旦詩文集 （全兩册 ）》
（２００７），第一卷收入穆旦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７６ 年間創作的詩歌 １６６ 首，上卷收入
這首詩，即《詩八首》中的第 ４ 首詩。《詩八首》是詩人穆旦的經典名作，寫
於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是年他 ２４ 歲，剛剛從西南聯大畢業，尚帶著“校園詩人”的
氣息。穆旦的詩頗受 １７、１８ 世紀的英國玄學派詩人的影響，更爲直接的影
響則來自愛爾蘭的葉芝、英國的 Ｔ．Ｓ．艾略特和奥登等人，其象徵與玄學思辨
在中國現代詩人中獨具一格。穆旦這首詩歷來被讀成愛情詩 ，就其中使
用意象和象徵的玄奥和思辨性而言，無疑也包含著對身處的年代和生命經
驗本身的思索。金宇澄很可能在 ６０ 年代的少年時期確實讀過這首詩，他
在文中引用，作爲姝華與滬生少年時代精神渴望的一種表達，這首詩還被
印在這本書的封底，也可見金宇澄是何等重視並喜愛這首詩，把它作爲點
①

①

孫玉石先生把穆旦的《詩八首》與杜甫的《秋興八首》作比較，他認爲：“而穆旦的《詩八首》是作
爲一首詩連續在一起寫愛情的。這一組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以十分嚴密的結構，用初戀、
熱戀、寧静、讚歌這樣四個樂章（每個樂章兩首詩），完整地抒寫和禮贊了人類生命的愛情，也包
括他自己的愛情的複雜而又豐富的歷程，禮贊了它的美，力量和永恒。《詩八首》是一篇愛情的
啟示録，也是一首生命的讚美詩。”參見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０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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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作。在那樣的年代，少年男女閲讀穆旦的詩，這又是如何奇異的體驗，
那是個人精神無限超越的靈異般的思緒，那是對另一個空間、生命意向的
無限性的向往。這與那個年代的狂熱的紅色氛圍完全不同，這首詩的那種
玄學思辨的黑暗氣質，對死亡的深思默想，恐未必單純是對愛情的表達。
金宇澄移用於此，也表達了對那個年代的沉重氣氛的象徵性表述。《詩八
首》中的第二首還有這樣的詩句：“水流山石間沉澱下你我，／ 而我們成長，
在死底子宫裏。 ／ 在無數的可能裏一個變形的生命 ／ 永遠不能完成他自
己。”很顯然，金宇澄只引了第四首，没有引第二首，無疑是因爲這些詩句更
顯出陰鬱的氣質，對生命生長的困擾和抑鬱的反抗。對於當年的穆旦來
説，只有愛情可以拯救生長於黑暗中的青年或少年男女；而對於當年的滬
生、姝華來説，他們的愛情連朦朧還談不上，只有對文學的那種精神事物的
向往，只有語言可以照亮他們年輕稚拙的生命。這首詩表達了與那個年代
完全不同的精神氣質，與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理想完全是異質性的，與整個
時代的烏托邦氣質有一種悖反的叛逆性。那個時代在尋求狂熱的紅色、面
向革命的未來，而姝華和滬生則想逃避到語言編織的兩個人的世界中
去———它們可以克服黑暗，超越生活世界的紛亂和絶望。
朗西埃曾經談到現代審美革命，他把這種現代審美革命與現代 “元政
治（ａｒｃｈｉ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烏托邦”之間聯繫起來，認爲二者存在某種同一性的基
點。朗西埃指出：
現代審美革命，正是康德在相同的時刻所關注的内容：它抛棄了
摹仿，取消了美的理型 （ｅｉｄｏｓ）與感性景觀之間的距離；它是美的事物
不借助概念而使自身被欣賞的能力；它是各種才能的自由遊戲，它證
明，雖然這種遊戲不能也不必決定任何概念，但它自身是在美與自由
之間進行協調的一種力量（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至於現代的元政治烏托邦，我
並不是要設計一個理想共同體的方案。對我來説，烏托邦並不是一個
哪兒都不存在的場所，而是在話語空間與地域空間之間進行搭接的能
力，是對於一個知覺（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ｆ）空間的認同：這是人們帶著共同體的主
題（ｔｏｐｏｓ）行走時所發現的空間。在現代美學與現代烏托邦的同一
中，人們爲共同體創立了一種獨特的能力，它可以使自身被欣賞，使
自身不借助於概念而被熱愛，它可以把它的主人能指 （自然、自由、
共同體）等同於某種詩歌的場所與行爲：這是一種被構想爲想象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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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遊戲的詩歌。

①

這裏特别需要注重朗西埃的這個概念，就是關於“現代審美革命”的問
題，那裏所表達的就是能够在美與自由之間進行協調的一種力量，它和元
政治的烏托邦，構成某種同一性，這就是它們企圖超越現實的那種自我生
長與升越的精神意向。但是在中國的 ６０ 年代，對非革命的審美追求本身
包含著生命以及精神世界的危險性，並非以所謂 “自由”可以虚無化現實，
現實具有實在的歷史力量。在那個年代，像姝華和滬生，他們對詩的一種
愛好並不少見，但熱愛這樣的詩，卻非同一般。那個時代佔據主流地位的
是賀敬之、李瑛等人的革命頌歌或明朗悠揚的“時代心聲”。穆旦這樣的詩
歌當然是資産階級的毒草，熱愛這樣的詩歌很可能會有 “反革命”的嫌疑。
革命的元政治烏托邦未必能與這樣的精神渴求相容，朗西埃没有看到元政
治烏托邦的封閉性問題，它並不是一個虚空的精神性想象空間，建立在一
種政體根基上的元政治烏托邦，具有體制、結構、制度、紀律、暴力機制等方
面的實體性，它與生命個體發生的是現實性的關係。
有必要指出的是，朗西埃這段話是在談論華兹華斯的詩的時候提出來
的，這一點頗讓人感到意外和費解。也正因爲此，我纔用朗西埃的理論來
解釋滬生和姝華讀穆旦詩的意義。華兹華斯被認爲是最遠離政治的詩人，
其他英國“湖畔派”詩人也同樣如此。華兹華斯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初寫
下《丁登寺》這部影響卓著的詩篇，有一些批評的觀點認爲，就在他熱烈讚
頌大自然的美麗和永恒時，當時英國是餓殍遍野，民不聊生。但是華兹華
斯卻在歌詠自然，他要與柏拉圖的永恒性觀念對話，要在自然中尋找到一
種寧静與永恒。不乏批評家指責華兹華斯缺乏現實感，缺乏必要的政治關
懷。但是身爲左派理論家的朗西埃卻在爲華兹華斯做辯護，去找到純粹美
學與政治同源的精神依據。也就是説，現代的審美精神與那種超越性的元
政治烏托邦有一種精神上的同構，它們都是要以無條件的方式打開超越現
實的未來面向。
《繁花》在試圖書寫那個時期的少年記憶時，寫出穆旦的這首詩，並且
把它放在封底，此中當有深意。在中國 ６０ 年代，穆旦的詩歌詠生命與自
①

雅克·朗西埃著、朱康等譯《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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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仿佛也是逃離政治之作。在 ９０ 年代之後，穆旦的詩在中國有一個被高
度評價的持續過程，它尤其被看成是在那樣的年代表達了對極左政治壓抑
反抗的潛意識。它在那個年代表現出顯著的異類，包含了現代審美不可屈
服的那種超越精神，它是否與“元政治的烏托邦”具有同一性？顯然不能簡
單作如此比附，但它的審美感召力影響了青年一代的精神渴求。革命年代
的那種抒情，那種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在將現實審美化的同時也是在精
神化革命的行爲及語言。所有的革命語言都很難在現實性的邏輯中得以
解釋，只有將其浪漫化，將其審美化的同時，它獲得了向未來的感召力。只
有向未來，所有現實的殘酷性和無法忍耐性都可以超越。但是能够讀穆旦
的詩，我們確確實實是看到，在那樣一個年代，生命的個體依然有不可遏止
的渴望，它與革命的烏托邦所聚集起來的抒情，那種精神的超越性，也具有
朗西埃所説的同一性結構，一種渴望超越、渴望新生的無限願望。只是二
者語言形式不一樣，情調不一樣，它們被革命的無限想象激發起來，但打開
的面向卻並不一致，它對自由的渴望，以至於會走到元政治烏托邦規訓的
反面。革命的超越與非革命的超越無論如何也不能混淆，在 ６０ 年代的中
國，並没有一個形而上的超越性邏輯提供“自由”的保護帶。
因而，這也就是我們即將要面對的問題：在這麽一部看上去最缺乏政
治性、最缺乏時代精神的作品中，一部被普遍指認爲復古的、懷舊性的作品
中，是否應該去讀出它的思想訴求？它對生活、生命存在本身的價值追尋？
它内含的歷史意識所包含的社會批判性？《繁花》並不是只在文化、文體、
語言及美學這個層面能完全概括的。因爲有歷史批判性，有生活的價值理
想做底，《繁花》的文化和文體纔能往舊的、老的、回溯性的面向去做。
確實，我們看到，這部以少年人往事記憶爲引導的小説，對那個時代的
書寫本身是包含了鮮明的價值觀的。少年人的生活被裹脅進時代，打上了
鮮明的政治印記。６０ 年代的生活是貧困的、壓抑的，最終以“文革”政治動
亂推向歷史失序的邊緣，因而成長經歷也是創傷性的經歷。小説在這一意
義上，也是承襲了 ８０ 年代早期的“反思”文學的那種價值理念，它多少還是
打上了“後傷痕文學”的印記。小説的時代意識無疑是相當自覺的，金宇澄
要反映那個時期的歷史全貌，仔細推敲，每個人物都開掘出一個獨特的歷
史維度，階級、階層、社會的不同切面。小説甚至關注到當時農村的狀況，
農村的當代變革史。蓓蒂和阿寶陪阿婆到農村尋祖屋就展示了那個時期
的鄉村景象。阿婆到了老家的村子，結果發現連祖墳都因平整土地被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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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棺材都派上了用場，棺材裏的棉被曬曬還可以供活人再用。村民們圍
觀的譏笑態度，阿婆姐妹相認的場景，鄉村的破敗和悽惶也可見出作者對
當代歷史的把握方式。
小説中的當代史的典型特徵相當鮮明，例如，饑餓、生活困苦、地主資
産階級的没落崩潰等等。小説在描寫 ６０ 年代初期的 “三年自然災難”時，
其寫實筆法細膩精道。西康橋底，有船運來麵粉，市民蜂湧而至，隨身一柄
小笤帚，報紙貼地鋪開，專事收集糧食屑粒———麥，豆，六穀粉———掃下來
的六穀粉，細心抖一抖，沙泥沉下去，加點蔥花，就可以攤餅子。小毛娘由
此還講起舊社會，日寇侵略者佔據上海，那時更慘，蘇北難民去刮麵粉廠的
地脚麩皮，還有人去吃蘇州河邊的牛舌頭草，每天毒死人。小説寫的是舊
社會，但又暗喻當時（三年自然災難）餓死人的現象。小説開篇寫 ６０ 年代，
就給出了饑餓困難景象的基本社會面貌。
阿寶家的破落，顯然也是對當代史的重述，它關涉到新中國的工業化
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改造，以及資産階級在中國激進革命中的失敗。通過阿
寶可以引申出舊上海民族資産階級的家庭生活，這是代表著對海上繁華舊
夢的想象的生活，如今這些人只有殘餘的生活。解放後，中國政府對民族
資本主義實行工商業改造，１９５６ 年公私合營達到高潮，並且基本完成。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５０ 萬人在人民廣場集會，
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同一
天，毛澤東親臨上海視察榮毅仁任總經理的申新廠。中國的資本家拿股息
一直拿到 １９６６ 年，上海拿股息的人數佔據全國半數。這表明 ６０ 年代上海
的市民中有少數人還很有購買力。小説寫到“文革”前的阿寶家，甫師太等
人，他們就過著與普通市民不同的更爲富足的生活。但 “文革”到來了，風
捲殘雲，所謂出生革命幹部家庭的滬生也因爲父親與林彪案牽連被隔離審
查，家庭背上了政治黑鍋，滬生先是到街道小工廠，後來跑采購。蓓蒂家被
抄了家，父母不知去向，鋼琴被拉去舊貨市場，阿寶家則被趕出老房子。
在 ６０ 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政治誓
言究竟實現得如何呢？上海是新中國産業工人最爲集中的城市之一，社會
主義革命時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也是在上海展開最爲充分的實踐。但是，
６０ 年代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究竟如何呢？階級的平等在這裏實現了，
歷
史理性取得了勝利。但是，工人階級在生活中並不以領導階級的面目出
現，或許是相反。小毛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爸爸是軋鋼工人，每日喝酒；母
親是棉紡廠工人，每日祈禱領袖。母親原來信教，後來改信“領袖”，顯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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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領袖”當作“主”來信了。小毛娘顯然對小毛父親天天喝酒很不滿，對
幾年裏輪不到勞動模範也很不滿，眼見别人得獎狀，搬到棉紡新村住新工
房，也很不滿。但是她不吵不鬧，爲什麽？因爲她想到“領袖”。“只有領袖
懂我心思，曉得我工作好。”作爲普通紡織女工，小毛娘 “當家作主”的感覺
一點都没有。同樣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的感覺在小毛父親這個煉鋼
工人身上也並不鮮明。６０ 年代的上海，從小毛家望出去，是西康橋外，一排
排收糞船；從阿寶家搬進的工人新村的窗户看出去，是一排排化工廠的煙
囪冒著黑煙。工人階級的生活在那個年代也未見得風光。在火熱的革命
建設和改造的年代，社會各階層似乎都没有贏家。但革命是奉獻，是爲了
理念，是爲了未來的烏托邦。
顯然，小説對 ６０ 年代的生活的描寫體現了普遍化的歷史感，它始終在
與那個時代的元政治烏托邦構成對話，並且因此具有經典化的反思文學的
顯著特徵。其當代史的特徵是明顯的：其一，這裏的歷史敘事具有個人的
親歷性（前半部分的自傳性特徵）。其二，個人記憶與歷史普遍記憶是相通
的。也就是説，這裏的個人創傷性記憶，有同時代人的普遍經驗作爲依托，
它是可信的，人們談論起那段歷史，能够引起普遍共識。其三，它與大量文
獻記載和主流敘事是相同的，因而可以理解爲當代人的共同記憶。對比
小説對兩個年代的生活及人物命運的表現，可以讓我們去體會小説與現
實建立起的一種想象關係，可以看到小説包含的並不相同的兩種敘述方
式，以此來書寫當代歷史發生的深刻變化，也可以體味到小説内裏的歷史
意識。

二、歷史的消散與重新歷史化
《繁花》把 ６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以來的生活穿插來描寫，展開了兩個時代
重疊乃至穿越的效果。６０ 年代的故事中的那些破落和命運遭際給人以心
靈之觸動，這確實與小説描寫的生活相關，也與小説故事所包含的歷史意
藴相關。作者的態度並不能超然於歷史或現實之上，他受到社會業已形成
的既定的歷史觀念和現實態度的影響。而 ９０ 年代表現的生活面卻是另一
番景象，情意綿綿、花樣年華，生動而熱鬧，悦目而多趣，娓娓道來，從容不
迫，然而，並不以動人心魄爲目的。這兩個時代是如此不同，對於個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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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來説，前者是壓抑的、艱難的、喪失安全和尊嚴的時代；後者則是聲色犬
馬、鴛鴦蝴蝶、隨波逐流的時代。這兩個時代並置在一起究竟有什麽關係？
在哪一點上它們有内在關係？甚至矛盾和不協調？它們各自以自身的本
質的非正當性，使得對方的存在具有悖論性質。這種悖論關係可以這樣來
表述：假定 ６０ 年代的生活是壓抑式的非人性化的，那麽 ９０ 年代以來的生
活就是值得過的；但事實上，９０ 年代以來的生活可能是空洞無聊的。假定
９０ 年代以來的生活空虚乏味缺乏幸福感，那麽 ６０ 年代有强烈渴望的生活
就是值得過的；然而，以小説的描寫來看，６０ 年代的生活是喪失尊嚴和安全
感的，甚至是困苦不堪的。這兩個時代在這部小説中，使用了經典現實主
義和傳統説書的兩種不同的敘述方法。固然我們可以用 “複調”理論輕易
填平二者的鴻溝，然而，其中的矛盾和不協調也恰恰體現了小説的美學構
成的複雜性。
在 ９０ 年代以後的上海消費主義興起的神話中，小説並没有去描寫黄
浦江兩岸的盛世輝煌，而是去寫上海市民生活，飲食男女的卿卿我我，恩恩
怨怨。看上去是中國改革開放的 ９０ 年代，但是那種生活情調和情趣卻使
你想起上海早期現代到來時的《海上花列傳》的那種生活，重現鴛鴦蝴蝶派
筆下的故事。這與 ６０ 年代承受著歷史理性抱負和壓力的工人階級以及市
民的生活迥然不同。小説中這兩個時代實則是相互脱節的，９０ 年代以來的
生活仿佛並不是從 ６０ 年代變革而來，而是與之斷裂；它另有起源，另有來
源，那就是更爲古舊的現代之初的老上海。
當然，要説没有關聯也不盡然，它們之間有著鮮明的相反意味。經歷
過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基本擺脱了身體的嚴酷控制，人性也
得到比較寬鬆的張揚。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身體的表達變得自由隨便，
然而，欲望則變得空洞。男男女女的情愛恩怨，夫妻之間的打打鬧鬧，人間
萬象，世態多變，無可無不可。賣大閘蟹的陶陶向滬生抱怨老婆性生活要
求頻繁，讓他感到疲憊；潘静追求陶陶而不得。陶陶與小琴卻落下悲劇，小
琴意外身亡留下日記，如此可人的女人暗地裏卻在算計婚姻。金宇澄對 ９０
年代的人生何其決絶。吳小姐與阿寶邂逅相遇，隨後約會倒在阿寶的懷裏
叫“老爹”。梅瑞對阿寶情有獨鍾，阿寶卻不冷不熱；梅瑞再移情康總，康總
也曖昧不明；梅瑞最後發展爲與母親的情人小開廝混。汪小姐大約是最離
譜的，她的任性，她對婚姻的玩弄態度，她對肉體的隨意利用，這幾乎是遊
戲人生。李李周旋於男人之間，美麗妖嬈，左右逢源，但她卻藏著沉痛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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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甚至還有小保姆趁虚而入，搶了本屬於章小姐的荷蘭夫婿，再演繹灰
姑娘的中國傳奇，只是拙劣得很。所有這些，都表明 ９０ 年代以後的生活没
有内在性，因而也無法整合，只是浮華空洞的流水席。欲望都不真實，幸福
變得很廉價。對於小説來説，它揭示了當代生活中的幸福與愛欲迷失的狀
況，當然只是一種隱喻式的表達。它意指著整個生活的空洞化———是否現
實實際如此，另當别論，小説如此講述的故事則可以讀出作者對 ９０ 年代生
活的價值判斷。
６０ 年代的生活處於高度壓抑中，然而，小説描寫的那些生活卻有歷史
的實在性，也就是説，那些壓抑、艱辛和創傷都是確實發生的，對於生活於
其中的人們來説，都是身體和精神所需要承受的重負，生存需要渡過這些
困難。但是，那種生活的渴望卻是倔强沉著而有無限的隱忍之力，不管在
任何境況中都有生命的熱力在湧動。生活的欲望不能遏止，尤其是身體的
欲望，與革命的强大的壓力構成了一種迂回的表達。銀鳳與小毛的情愛，
寫出一個年輕少婦活脱脱的生命渴求。銀鳳丈夫海德是跑遠洋的海員，銀
鳳不甘寂寞，她有對美的追求和身體的欲望。小説寫到那個悶熱的下午，
三個女人和小毛關在屋子裏聽留聲機裏唱出的滬劇，那聲音“輕，亮，盪氣
迴腸”，“遺傳本地的歷史心情與節律”。這在 “文革”時期，聽這種曲子就
是“封資修”，後果自然難料。天太熱，但窗户關得很緊。從藝術、音樂、歷
史的心曲到身體，在如此境況中，它們又是如何構成一種邏輯，這或許就是
這部小説的獨到之處。“三個女子，爲了一個男聲，開初安穩，之後燥熱，坐
立不定，始終圍攏檯子，以唱片爲核心，傳遞快感，飛揚自由想象翅膀。唱
片是一口眩暈之井，裏面有蔭涼”，足以讓身體活動起來，銀鳳終於禁不住
“快感”與“自由想象”的慫恿，在敦促小毛協助她洗澡的過程中，誘惑了剛
剛成年的小毛。這一段描寫，筆法精細，韻味無窮。聲音與節律，動作與情
調，都拿捏得恰到好處。尤其是把小毛的緊張與工業生産的勞動場景結合
在一起，更有一種緊張的氣氛：
小毛窒息，眼前一根鋼絲繩即將崩斷，樊師傅對天車司機喊，慢慢
慢。要慢一點。小毛呼吸變粗，兩眼閉緊，實在緊張。銀鳳立起來，房
間太小，一把拖了小毛。脚盆邊就是床，篾席，篾枕。銀鳳濕淋淋坐到
床上，抖聲説，不要緊，阿姐是過來人了，不要緊，不要緊的。銀鳳這幾
句，是三五牌臺鐘的聲音，一直重複，越來越輕，越來越細，滴滴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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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滴滴，滲到小毛腦子裏。小毛倒了下去，迷迷糊糊一直朝後，滑入
潮軟無底的棉花倉庫，一大堆糯米團子裏，無法挣扎。銀鳳説，小毛慢
一點，不要做野馬，不要衝，不要躥，不要逃，不要緊的，不要緊，不要緊
的。銀鳳家的三五牌臺鐘，一直重複。不要緊，不要緊。銀鳳抱緊小
毛，忽然間，鋼絲繩要斷了，樊師傅説，慢一點，慢。 瑞士進口鐘錶機
床，“嗵”的一斜，外文包裝箱一歪，看起來體積小，十分沉重，跌到水門
汀上，就是重大事故，鋼絲繩已一絲一縷斷裂。要當心，當心。空中刹
的一聲，接下來，“嗵”一記巨響，機器底座，跌落到地上，“嗵嗵嗵嗵”，
木板分裂，四面回聲，然後静下來了，一切完全解脱。
①

這裏的節奏感、文字本身的靈性，它也通靈，會讓人想起白先勇的 《遊
園驚夢》，那段 ６０ 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時期聞名遐邇的意識流敘述，那是錢
夫人藍田玉觸景生情想起當年在南京的風光歲月，最不能忘懷的是與之偷
情的隨從參謀。那段文字堪稱漢語意識流的第一道急流，幾乎飛流直下，
冲決了傳統敘事的樊籬。這部小説的描寫當然也有它的路數。此前小毛
的武術老師樊師傅講到舊社會他的師傅如何教育他們長大成人，即請一位
青樓女子到家中，讓徒弟們輪流去看女子沐浴，這是一種成人禮。作爲新
時代的工人，小毛卻以這種方式完成他的成人儀式，其中穿插著現代産業
的大機器生産，而樊師傅本來就是操作大型起重機器的工人，所有這些，又
建構起另一種歷史的命運。歷史如此似曾相識，卻又有著完全不同的内
裏。不管現代如何改變，工業主義、工人階級，生産與勞動方式改變，但是，
人的身體，生命的欲求與結合，美、快樂和幸福，始終是和生命的本真衝動
相關。只有生命本身的真實渴求具有美感。回到 ６０ 年代的敘事，確實包
含著作者對歷史的深切理解，對生命與政治的獨特體悟。如此關於美的書
寫，既是回到生活生命本身，也是回到美本身，即使在如此壓抑的年代，在
嚴酷的壓抑中，這些普通人還是熱愛生活，還在追求美，追求心靈的自由與
想象。
或許對於金宇澄來説，他的敘述並無過多的敘述方式的考慮，他讓人
物來説，來行動，不斷地去講那些他自己 “垂涎的”白日夢般的故事。福樓
拜曾經説：“偉大的代表作是愚蠢的，過去的創造者，他們的生活和精神只
①

金宇澄《繁花》，第 ２１８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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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是盲目方式的對美的垂涎，是上帝的工具，通過這些去證明他自己。”
對於剛成年的小毛來説，在銀鳳一聲聲的呼唤聲中，“看一下阿姐”，他所看
到的，“只覺胸前瑞雪，玉山傾倒，一團白光”，這裏不只是有欲望，還有美
好。這裏的生命激動是如此真實，與青春的萌動相關，而且是那樣的年代
裏生命意識中最美好的存在。所以這一切的欲望與情愛，都被放置在真實
的歷史中，放置在歷史的壓抑之下，它有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有著偷盜般
的冒險勇氣，成人禮仿佛也如英雄的行爲。這裏混雜著生命、倫理、歷史與
階級的意識。對於金宇澄來説，書寫這樣的記憶，這樣回望 ６０ 年代的生
活，無論它多麽壓抑，多麽辛酸，卻總歸是與生活的整體性、與歷史的所有
氛圍和事件相關的生命活動，小毛和銀鳳如此普通的工人，舉手投足之間，
都有生命的質感，又體現著歷史與階級的願望。
在《繁花》的敘事中，６０ 年代與 ９０ 年代穿插講述雖然没有嚴整的對比
對位，但卻是可以體會到兩個時代生活性質和内涵的鮮明區别。儘管這並
非是價值判斷，卻是小説表現要體現的價值，是小説給出的生活形象的價
值。相對於 ９０ 年代的歷史來説，６０ 年代是徹底終結了；然而，９０ 年代的歷
史還没有開始就自行解構了，它没有内在性，它與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
設的歷史斷裂了，那個歷史終結之後，９０ 年代就找不到自己的起點。這段
歷史不具有自己的歷史形式，它只有借來幽靈（“幽靈籠罩”），讓幽靈附體，
使自己獲得復活的形式———這就是回到老上海，它在政治上與美學上都承
接不了 ６０ 年代，因爲它不再具有那種壓抑壓迫的機制，没有那種欲望不可
遏止的冒險，它只有浮華的外表。
９０ 年代以後的故事中，婚姻與愛變得可疑，而愛與欲望也遊戲化了。
在 ６０ 年代的壓抑的機制中，會顯現生命的真實渴望，失去這種壓抑的時候
生活和生命卻變得輕浮，難道説生命有品質是因爲有一種壓抑的重量？８０
年代在中國文學呼唤 “人性論”和 “人道主義”的時期，鄭義當年寫下 《遠
村》、賈平凹寫下《遠山野情》、劉恒寫下《伏羲伏羲》，那裏面的男女愛欲都
顯出沉重的質感，那是生活的艱辛和歷史重負所至。在 《繁花》中，仿佛只
有 ６０ 年代的愛欲是那麽强烈，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背負著巨大的生命重
①

①

福樓拜（Ｆｌａｕｂｅｒｔ）１８４６ 年 ８ 月 ９ 日給路易絲·科萊的信，福樓拜著、臧小佳譯《書信集》卷一，上
海：華東師大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８３ 頁。參見雅克·朗西埃《沉默的言語———論文學的矛
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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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阿寶在工廠做工時，偶然瞥見 ５ 室阿姨和黄毛在車床後面偷情，小説
也是借用衝床一起一伏來象徵他們的身體的運動，同時也隱喻式地表達出
他們偷情所承載的沉重的政治和道德的壓力。在工業主義巨大背景上，在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歷史承諾中，兩位男女工人的肉體衝動卻具有古怪
的嘲諷意義。
女性的命運最爲生動地體現了小説對兩個時代的不同評價。小説描
寫了一群女性，６０ 年代走過的女性與 ９０ 年代的這些繁華都市裏的女子顯
示出完全不同的命運，儘管也是老生常談，但卻自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問
題在於如何去理解小説的藝術表現的意味。６０ 年代的那些在歷史困苦中
的少女們，蓓蒂、蘭蘭、大妹都活得淒涼不幸；姝華命運最爲可歎，到東北延
邊地區插隊，生下三四個孩子，直至精神接近失常。當年和滬生一起讀穆
旦的詩，那被語言照亮的世界裏再也没有姝華的影子。滬生看著姝華的滄
桑，不禁悲從中來。這些女子的命運被歷史決定，她們無法抗争，連挣扎的
能力都没有，小説只是客觀平静地寫出她們的遭遇，而這些遭遇也是我們
耳熟能詳的故事。但是，在作者平静的講述中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讓我
們洞悉歷史的幽暗，唯世事艱辛，年代無情。歷史翻過一頁，現今的女子們
在流水席上玩著交杯酒的遊戲，她們好不快活；她們有所心儀，但並不偏
執，這取決於利益和感覺。李李是唯一有痛楚的女子，卻也絶處逢生，另有
機會，但是最終遁入空門，剃髮爲尼。汪小姐視婚姻爲工具，結果最後要生
出怪胎，生死未卜。如此現實，花樣年華，日日芬芳，但這些人真的有快樂
和幸福麽？有激動和感動麽？生活變成了表面繁華，内裏卻是空虚。金宇
澄在雙章關於 ９０ 年代的故事，主要是讓人物來敘述，尤其是讓那些女子講
述自己的故事，在男人們或其他人的 “講”的慫恿下，毫不隱晦地講出那些
本屬自己的私密。
男人又是如何呢？９０ 年代的男人，只有阿寶、滬生保持著昔日的某種
風範，但是，那些男人卻只是扮演著各種角色。康總實際上只是一個聽衆；
丁老闆偶然登臺，與汪小姐逢場作戲；那個北方來的陸總，在歌廳與小姐們
耍酒瘋，唱著“北方的狼族”，幾乎咯血，卻又堅持要娶一位送酒水的小妹。
吳小姐與阿寶不過邂逅相遇，卻在舞場上靠在“寶總”的肩上，叫聲“寶總老
爸”……不管是在常熟徐府上的交杯换盞，還是在“至真園”裏的酒席上，或
是“夜東京”的飯桌上，這些人來來往往，顯示著流水席的繁華，整個生活卻
並没有著落。由此表明了 ９０ 年代的消費主義的上海，浮華煙雲，落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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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這些生活、這些故事都十分傳奇傳神，但並不指向歷史，因爲歷史已然
虚空消散了。還不單是當下短暫，無法成爲歷史，而是生活根本就没有整
體性，没有共同的背景，每個人都孤零零了。
在 ９０ 年代消費社會到來的時代，所謂的自由，所謂的可能性留給當代
生活的又是什麽呢？這些男男女女，是要顯示滬上的老舊底色，還是消費
盛宴的奇觀？這些人物，滬生、阿寶、陶陶、阿毛、康總、徐總等等，新一代年
輕女人，梅瑞、李李、汪小姐等等，或纏綿悱惻，或打情駡俏，或飯局嬉鬧，或
争風吃醋。流水席一道接一道，這是盛世浮華的風光，消費主義的中國故
事，仿佛又是一齣既做舊又出新的“海上花列傳”。滬生、阿寶、陶陶有著上
海老舊男人的風範，但生活得並不踏實，並没有真實的心靈著落。陶陶與
芳妹離婚，哪想到温柔同眠的小琴在算計他，小毛最後病逝，李李出家作了
尼姑，９０ 年代的結局如此蕭瑟，金宇澄也算是太過決絶了。這些人物既不
能完成自我的精神自覺，也無法選擇自己要過的生活。阿寶和滬生，一個
不結婚，另一個不離婚。甚至他們兩人都不理解各自“到底想啥”。小説的
結尾那夜色中，他們倆走在蘇州河邊的馬路上，或許他們都理解了對方，那
就是無可無不可。夜風中傳來的是“鴛鴦蝴蝶”的歌：“不應該的年代 ／ 可是
誰又能擺脱人世間的悲哀 ……”“何苦要上青天 ／ 不如温柔同眠。”６０ 年代
的記憶是自己的生活，９０ 年代是看别人的生活，只有歷經滄桑，冷眼旁觀，
這纔看清生活的真相。但是，滬生和阿寶顯然是一種放棄和虚無，他們於
９０ 年代那些熱鬧的、争鬥的、要出人頭地的生活的態度，表現出根本的否
定。但是，６０ 年代作爲理想的穆旦的詩句：“遊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
滬生和阿寶還有嗎？這個理想没有貫穿下來，那個時代終結了嗎？而是感
歎“何苦要上青天”？毋庸置疑，小説筆法細膩，故事婉轉動人，滬上韻致，
江南風情，都做得足矣。但是，所有這些故事，金宇澄意識到它們本質上是
消費主義的浮華表象。
既看到它的實質空虚，又不能甘願停留於此。賦予其文化韻致，重建
一種象徵的“歷史感”，這是金宇澄表現 ９０ 年代生活的重要策略。它當然
有著現實的和文化上的支持。至今上海市民津津樂道的並不是 ９０ 年代全
球化以後騰飛的新上海，他們最爲懷念回憶的還是那種老的上海情調。滬
生、阿寶、陶陶這些人，經歷歲月的磨洗，他們已然是成熟的老男人，這纔有
老上海男人的醇厚與風範。他們在 ９０ 年代的故事中主要是充當看客，旁
觀著如今浮華卻做舊的消費生活。他們已經不是當事人，只是局外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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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在看，由此顯出貌似的沉著與穩重。這也讓人疑心到了 ９０ 年代的滬
生、阿寶仿佛是從老上海穿越而來，梅瑞、李李、汪小姐這些女子，也有此意
味。這些人物没有多少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時代的風貌，倒是多了舊上海
的景致，他們像是《老殘遊記》、《海上花列傳》以及“鴛鴦蝴蝶派”裏走出來
的人物。當然，還有張愛玲的上海書寫，王安憶的新舊上海故事。這樣的
上海書寫譜系已經逐漸成爲上海文化想象的基本調性。曾經有過的那個
左翼及革命文學的上海書寫，從茅盾的《子夜》到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
這一脈絡也已經隨著左翼文學史的式微而難以爲繼。放在金宇澄的面前
的是這個龐大的上海書寫譜系，他的選擇顯然是處在兩難境地。歷史的分
離與斷裂，文化的後撤與迷離，金宇澄要穿越這樣的 “上海想象 ”確實不
容易。
６０ 年代的書寫依憑了個人的記憶，
而表現 ９０ 年代則順應了關於“老上
海”的文化想象。讓新生活變成老上海，重塑上海的文化韻致，把 “上海想
象”從經濟奇迹退回到老上海的文化記憶中去。背景是浦東的盛世奇迹，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上海的 ＡＰＥＣ 會（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界博覽
會，隨後還有上海迪士尼、上海自貿區，所有這些，都足以讓新上海閃耀眩
目的光芒。然而，對於上海來説，對於文學上海來説，這樣强大的 “新上
海”崛起的奇迹，並未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充實和滿足。究竟這樣富足
的生活的意義何在？它同樣面臨一個生活如何具有正當性的問題，生活
如何纔能確立自身的正義性。金宇澄固然也不否認如此光怪陸離的生
活，他無法用“前 ３０ 年”否定 “後 ３０ 年 ”，他想給這種生活找到存在的合
理性，那就是給它鍍上一層 “老上海 ”的底色，這無疑是讓人自豪且懷念
的上海近代史，那早就風光過的現代之初的 “東方巴黎 ”。如今，它們是
歷史的底色，是“新上海”的起源和來源，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出那種質地。
這是金宇澄的矛盾，在地方性和當代史的正當性之間，金宇澄無疑陷入了
雙重矛盾。
這當然也是金宇澄需要尋求的美學支援。９０ 年代的生活再也無法指
向歷史及其政治壓抑，失去了元政治烏托邦映襯的中國文學，如何獲得力
度、深度和底藴呢？金宇澄轉去尋求文化韻致，一舉一動，一招一式，一詞
一字，雖然都置身於浮華場景中，因爲做舊，就像丁老闆收藏的古董，有了
更舊的底色，韻味和價值也就點點滴滴透示出來。他所刻畫的不再是個
人，而是上海人，滬上人家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從歷史中走過來，歷史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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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也蕩然無存，卻有著歷經滄桑的沉著穩重。但是，並不是經過 ６０ 年代的
壓抑，而是更久遠的底色，這樣的故事出現了一種逆向的歷史感：雖然它與
６０ 年代相比顯得表面和浮華，但從更爲久遠的現代之初的老上海綿延而
至，它以懷舊的文化韻致維繫住了這些男男女女的卿卿我我，保住了 ９０ 年
代生活的文化韻致。因此，上海人家的悲歡離合，那些滬上獨有的世態風
習，也多有感人至深之處。本來無法整合的當代史，現在因爲有了更舊的
歷史底色，它被歷史的幽靈籠罩住了 ，重新建立起歷史的連續性。所謂地
方性、所謂上海韻致，需要“舊轍輾過新的年輪”，這都是歷史消散後需要填
補空缺的美學素材。中國文學還是難以擺脱歷史感的隱形支配，有了歷史
感，虚空的可以有底藴，消散的可以重新聚焦，斷裂的可以再次延續，不穩
定的美學可以重構支點。
①

三、“不響”的歷史化情境
《繁花》的扉頁上寫道：“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這句關於上
帝的話，並無確切出處，應該是金宇澄自己的創造。托上帝之語，説人間的
故事。小説中用到“不響”的地方，據統計有近 １ ５００ 處。這是所有的研究
者、評論家所樂道的，也是作者所得意處。確實是小説的敘述中的一個顯
著特點，它無疑會有不同凡響的藝術效果，同時，也有可能在修辭的意義上
形成一種内在隱喻。
顯然，“不響”首要的是敘述功能性的，它避免了獨白的冗長，使原本可
能是大段的獨白，改變成一個對話情境；同時又使對話情境改變爲一個講
者與另一個聽者的關係。對於小説來説，寫作對話的難度衆所周知，在對
話情境中，必然要形成一種互動，兩個不同的人物的性格、背景、語氣、語
言風格都要極爲考究。小説的難度一半體現在對話上。當年王朔的小説
成就成在他的對話上，口語、反諷、耍貧嘴、調侃政治、無聊打趣等等，不
一而足。他的對話的豐富與油滑成了正比。油滑是什麽？就是没有阻力
的滑走，順勢而爲的空轉。它追求的不是意義而是快感，它是對語言本身
①

這裏還是暗指小説中所引的穆旦的《詩八首》中的詩句“它底幽靈籠罩，使我們遊離”。參見金
宇澄《繁花》，第 ７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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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價值觀的戲弄。王朔的小説是對話，是語言的狂歡，是京味和大院文
化的混雜。因爲生逢其時，王朔的語言及其價值態度本身具有了挑戰性，
使他把痞子和先鋒派可以混爲一體。他改變當代小説的敘事方式，即從
宏大的架構式的歷史本質規律的敘事，改爲一種當下的對話情境。他的
人物牢牢地站立在當下，以其當下的荒誕感使前此的歷史荒誕化和虚
無化。
現在金宇澄把對話情境改爲講述情境，上海人言辭謹慎，性格内斂，與
北京人的争强好勝、侃大山饒舌大不相同。上海人明事理，講道理，知道自
己的位置，明哲保身，故而願意當一個聽者。因而，金宇澄的“不響”有其地
方文化的根基。聽其言觀其行，按照叢治辰的觀點，這就是一種書寫地方
誌的小説方法。固然我們可以説金宇澄在襲用傳統説書人的講述方法，但
也可以説金宇澄在創作一種新的講述方法———他把傳統説書人的長篇獨
白改變爲對話的情境，强調了説與聽的情境，把説者和聽者的現場當時性
作爲刻畫的中心。作爲一種説書式的講述，“不響”企圖把另一個時空中
的當時性與説書的現場當時性重合在一起。促使小説敘述具有當時性的
這種小説藝術，不可謂不精彩，這也是這部小説之所以吸引人的緣由
之一。
我們無須去歸納“不響”的多種多樣的用法，本文試圖探討的重點並不
在“不響”的敘述功能，而在於它的功能背後隱含的時代意藴。也就是説，
這種功能實際上表明了什麽樣的歷史依據。在特定的敘述語境中，６０ 年代
的敘事場景中的“不響”，背後卻是有歷史在沉浮。９０ 年代的 “不響”卻只
是個人的情境，或有性格心理，或有文化韻致，但總歸是對話情境。簡要而
言，在 ６０ 年代的敘事中，“不響”總是具有現實與歷史的及物性，也就是説
它們的内涵有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在 ９０ 年代以來的敘事中，“不響”只有個
人化的意義，其功能和效果只是限定於敘事學意義。
小説題辭中那一句 “上帝不響 ，像一切全由我定 ”，出自春香和小毛
講她的第一次婚姻經歷那一場景 。這句話其實包含著無盡的辛酸 ，包
含著那個時代一個女工無奈而淒涼的命運 。春香信基督教 ，應該是受
她娘的影響 。信奉上帝並未給春香帶來好運 ，卻是對她的命運的嘲諷 。
小説描寫春香的講述 ：“我娘講 ，運動一搞 ，教堂關門做工廠 ，春香的腦
子 ，要活絡一點 ，心裏有上帝 ，就可以了 ，上帝仁慈 。 我不響 。 我娘輕
聲講 ，聖保羅講了 ，婚姻貴重 ，人人謹敬遵奉 ，就是上帝的意志 。 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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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不響 。” 春香第一次結婚，男人其實是一個受過工傷的跛子，但男人欺
騙了她讓她不能接受，當然還有男人身體的諸多毛病 （性無能）讓她痛苦，
於是她選擇離婚。但哪裏想到，春香與小毛結婚二年半時間難産而死。在
那一時刻，春香一直在説，“小毛不響”，小毛落了淚。“小毛不響”，眼看著
春香的面孔，越來越白，越來越白 …… 小毛的 “不響”包含著生活無奈的命
運和無盡的悲哀，小説敘事有著對小毛和春香的生活遭遇的同情，有著作
者對身處這段歷史中的普通工人的生活的理解，其背後有總體性的現實感
和歷史感。在 ６０ 年代的那些生活場景中，“不響”的時刻表徵著“有意味的
沉默”，“無語”本身不只是一種態度，更重要的是它標示出一種歷史境遇。
外婆與蓓蒂去到農村；小毛父母在家裏講工廠，講生活；滬生的父親、爺爺、
伯父之間的家族糾紛；街坊鄰里的糾葛等等，那些無語的“不響”時刻，意指
著個人存在的困窘，也表徵著時代的深刻裂罅。人的無語無非是因爲有苦
難言，有口難開，有口難辯，根源在於掉進了歷史化的時代困境裏。
在 ９０ 年代那些流水席上，男女調笑的場景，“不響”只是個人當時的處
境，就事論事，就對話情境而言，可説可不説，每個人都更願意當一個聽者，
説者無心，聽者無意，無須争辯。只是説，只是聽，都是局外人。那個禮拜
天下午，梅瑞打扮了一番，走進 “唐韻”酒樓，“解開上裝紐扣，坐有坐相”。
梅瑞對康總説起了自己的故事，康總是一個上好的聽衆，只是聽著，時不時
“不響”，只有偶爾插話。梅瑞對康總講自己私密的故事，談戀愛不順利，勉
强結婚，婚後性生活出現問題，這些故事通常很難令人啟齒。梅瑞與康總
相識不久，不算關係很深，何以要自曝這麽多 “家醜”，多少有些令人費解。
對於金宇澄來説，９０ 年代的故事的講述方式已經根本改變。６０ 年代是“我
的故事”，儘管也是第三人稱，但作者的主體性非常真切真實地附加於滬
生、阿寶、小毛的身上。講的是他們，説的是自己的記憶。９０ 年代的故事則
是“他們的”故事，他們在講述。他們的講述也客觀化了，在總體虚設的第
三人稱的講述語境中，其實是每個人的自我講述。小説尤其到後半部分寫
①

①

金宇澄《繁花》，第 ３０６ 頁。另據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７》（臺北：
中國福音會出版部 １９９７ 年版）披露：“上海基督教歷史的最後一頁在（１９６６ 年）８ 月 ２４ 日已經寫
成。”該日所有的禮拜堂，無論是使用或不使用的，無論是少數信徒用的或者市政府宗教局所保
管的，裏面的十字架、神像、裝飾品及各種用具都被紅衛兵搗毁了。他們認爲這是根除帝國主
義、封建主義的一切遺迹。到了“文革”期間，連這少數開放的禮拜堂也被迫關閉，被改爲工廠、
倉庫、會場、幹部辦公室等。

·６２· 現代與古典文學的相互穿越（嶺南學報 復刊第八輯）

到那幾個流水席的場景，男女之間或情來意往，或講述自己的糗事。當然，
小説充分保證這些故事具有傳奇性和趣味性。
按金宇澄的意思：“話本的樣式，一條舊轍，今日之輪滑落進去，仍舊順
達，新異。”他的解釋是：“放棄‘心理層面的幽冥’，口語鋪陳，意氣漸平，如
何説，如何做，由一件事，帶出另一件事，講完張三，講李四，以各自語氣，行
爲，穿戴，劃分各自環境，過各自生活。”《繁花》的敘述是中國説書的體式，
但也不能完全脱了西方的干係。金宇澄説：“中式敘事，習染不同，吃中國
飯，面對是一張圓檯，十多雙筷子，一桌酒，人多且雜，一併在背景裏流過
去，注重調動，編織人物關係；西餐爲狹長桌面，相對獨立，中心聚焦———其
實《繁花》這一桌菜，已經免不了西式調味，然而中西之比，仍有人種、水土，
價值觀念的差異。” 金宇澄給自己的提問是：“當下的小説形態，與舊文本
之間的夾層，會是什麽。”確實，會是什麽呢？
這些在當下情境中説書式的敘事，只講小故事，各自有自己故事的人
物，他們同處於一種時空中，並不發生實質性的關係，他們只是來到這個時
空，在這裏講他們過去的故事，或者表演著他們現在的故事。這與西方以
相關人物爲中心建立起情節結構的小説敘事大不相同。對於金宇澄來説，
他關注的重點是當代書面語的波長，缺少“調性”，如能到傳統裏尋找力量，
瞬息間，就有“閃耀的韻致” 。他並不想建立起整體性情節結構敘事，他只
想那些場景和片斷的時刻有獨特的韻致。事實上，是那種多語講述，衆聲
喧嘩，使場景時常陷於雜亂，小説在美學上處於不穩定狀態，金宇澄要尋求
穩定。於是，所有那些關鍵性的時刻，他要留住的“瞬息間”，都“不響”，讓
它們處於寂静之中，因此重新建立起平衡。大歷史的不穩定，兩個時代的
分離、斷裂的不穩定，轉化爲小説的最爲具體的瞬息間來尋求穩定，這是金
宇澄在小説藝術上的高明和匠心獨運。雖然説書人的講述有一個説者的
聲音，然而，也是因爲有這個 “不響”，有瞬間静下來，聽者和説者達到了一
種共同的存在，小説内的聽者和小説外的聽衆一起共享了這個“不響”的時
刻。在不響中體味到的當然不只是説書人的“韻致”，同時還有那種生活的
平衡，人生的共同命運。然而，歸根結蒂，這麽講究故事本身講述的小説，
這麽要回歸到純粹本真的上海地方誌文化記憶中去的小説，又是如何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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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地爲時代共同記憶、審美政治學所支配，普遍性的理念依然深嵌於文
本之中，隱含於講述的視點、角度和立場之中。我們需要探討的是，《繁花》
内隱的歷史性如何體現了文學與文學家的人文理想和美學精神。

四、美學與寫作的倫理學
在《繁花》如此具有魅力的敘事中，其實内裏隱藏著兩種非常不同的筆
法，它在敘述 ６０ 年代的生活記憶時，所運用的是中國當代文學主流的歷史
敘事方法，即在歷史壓力底下去敘述那些艱辛困苦以及傷痛悲戚，也是揭
示歷史與人性的嚴重創傷，並從中透示出一些人性的和生活的温馨光亮。
書寫 ９０ 年代以來的生活的筆法則是更爲古舊的説書筆法，試圖去唤醒海
上文壇更爲久遠的傳統，或汲取鴛鴦蝴蝶派，或承襲《海上花列傳》，甚至聲
稱翻新明清説書傳統。這兩種筆法何以會粘連在一起？這或許在不自覺
的下意識的寫作行爲中纔可理解。也正因爲此，還是表明，《繁花》的敘述
藝術還是受制於它對歷史、對生活的價值判斷。
顯然，《繁花》不願只是襲用經典現實主義手法去重述歷史困厄，即使
寫到 ６０ 年代的生活，也是用盡手法讓它回歸上海的地方性，文化博物誌，
讓它遊離現代性的激進變革史。顯然，如此悲苦現實主義已然不能駕馭 ９０
年代這段歷史，更爲激進的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手法在中國始終没有成
熟，作爲資深編輯的金宇澄當然不會貿然走在那條路上，他更願意在那條
舊轍上找到自己的突破路徑。這就有乾脆比張愛玲更爲本色的説書方法，
讓每個人説，説出那些小故事，小秘密。６０ 年代的大歷史還是大敘事；９０
年代記大時代卻變成小故事。
能够使小説描寫兩個時代的筆法和態度彌合的就是那種價值觀，即關
於生活的道義情懷。小説在人文思想方面，它是在探求：何謂生活的真諦
與正當性？這或許是老生常談，在“文革”後的傷痕小説和反思小説中曾經
探求過一遍。但那是在反思“文革”的撥亂反正的敘事中表達的直接主題，
似乎只要“撥亂”過來，關於生活的價值理想就確立了。９０ 年代之後的中國
現實在相當的程度上幾乎是走了一條與 ５０、６０ 年代相反的道路，人們渴望
的富裕和生活的自主權也基本滿足了；然而，９０ 年代以來，人們關於生活的
種種評價卻並不是那麽積極，相反，批評與抱怨還並不鮮見，甚至還有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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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力量，要重新肯定 ５０、６０ 年代的激進政治，把革命生活浪漫化和理想
化。例如，上海的文學批評家蔡翔在他那部影響卓著的《革命 ／ 敘述》中，就
表述過這樣的觀點：“這個‘新社會’按照平等的原則，重新締結了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或者説，重新創造了一個政治 ／ 經濟的共同體。同時，更重要的，
這也是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它的核心正是相互扶助。而在所有的表述，政
治、經濟或者道德的表述中，潛藏的，恰恰是一種 ‘天下爲公 ’的文化想
象。” 這裏的表述是把那個時代的理想性，尤其是文學作品中表達的社會
理念加以概括，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它無疑也道出了那個時代的歷史理性
抱負，它的烏托邦和激進性的未來理念。在觀念的意義上，它無疑是那個
時代試圖建構的元政治的烏托邦。但與生活實踐聯繫起來，則會有大量相
反的歷史事實與這種理想性嚴重背離。很顯然，金宇澄並不同意把五六十
年代加以理想化的表述，他以他的個人記憶與直接經驗來書寫那個時代，
他要揭示的是那個時代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抽象化，歷史理念與生活實踐的
嚴重分離，而階級意識則轉化爲元政治的壓制力量。作爲工人階級的存在
與作爲市民社會的存在，這二者産生了衝突。前者作爲一個想象的元政治
烏托邦裏的歷史主體；後者則是作爲生活實踐中的生命個體。最不能爲元
政治烏托邦同化的是那種身體的生命原生衝動，在大機器生産的現場中，
在元政治烏托邦的巨大壓力之下，肉體的欲望依然無法壓抑，以冒死的決
心也要實現生命本身的衝動（銀鳳和小毛，５ 室阿姨與黄毛）。而爲年輕的
生命所向往的審美理想則要超越那未形成的黑暗，去到語言的光亮世界
裏，去衝破元政治烏托邦劃定的疆域，其弱小的激進性和浪漫化也要破殼
而出，遊離於這樣的大時代，帶著向死的決心和瘋掉的抉擇（滬生與姝華）。
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小説在描寫 ６０ 年代的生活時采用那種包含歷史與階
級意識的現實主義敘事體系。
９０ 年代的消費主義的流水席也並非金宇澄所能接受的生活，
消費的權
力、身體的自主權也好，個人欲望的滿足也好，這些並不能構成生活的全部
内容。阿寶的不結婚與滬生的不離婚，是兩個冷静的旁觀者與超離者，但
也是對生活的放棄，顯然不是生活的自覺與落實。儘管金宇澄並不肯定 ９０
年代以來的生活方式，但他懷著對每個人的命運的關切書寫他們，他以細
緻的觀察及細膩的描寫表現他們，在這一意義上，他試圖尋求適合這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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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美學筆法。他讓每個人自己説出自己的故事，他 “不響”，看到他們的
悲歡，那些情趣與欲望的存在權利。因爲歷史感，表與裏，内與外，分裂的
兩個時代又重新獲得了同一性的基礎。
小説表現的兩個時代和兩種筆法的區分，可以體會到作者理解歷史存
在著矛盾心理。從大歷史來理解，６０ 年代是“不應該的年代”；從個人的生
活來看，９０ 年代也是“不應該的年代”。顯然，作者的書寫包含著深摯的倫
理態度，他把 ６０ 年代的生命存在在歷史壓力之下寫得那麽充實和飽滿，小
説的敘述是内在化的；他寫 ９０ 年代的生活，帶著對繁華盛世的懷疑，但卻
讓每個生命的存在富有文化韻致，這也不失爲另一種倫理態度。繁花落
盡，隨處飄零，人的生活走向虚無，但是，那些存在的瞬間和生活的選擇的
正當性留存下來。這兩種筆法的區分，包含著美學與歷史，文學與政治，地
方性與普遍性，復古與當代性的諸多矛盾衝突。固然，在小説筆法方面而
言，《繁花》要抽身離去，要回到舊時説書傳統，要藏身於地方誌、街頭巷語、
閑話碎談之中；他並不認同這樣一個突飛猛進的時代，他無法爲其找到恰
當的美學形式，他懷疑這個時代，於是將其解開，看到那些表象，再重新收
集，讓它歸整於歷史之中。歸根結底，他在思考，從 ６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生活
的變革究竟其意義何在？生活的正當性何在？人們要過什麽樣的一種生
活？“愛底自由和美麗”究竟何在？這是文學始終不能放棄的，也是中國作
家依然不能釋懷的，也是中國現代化未竟的事業所在。正如金宇澄所欣賞
的詩人穆旦多年前在詩裏所説：“這不可測知的希望是多麽固執而悠久，中
國的道路又是多麽自由和遼遠呵 ……” 是否 “自由”不得而知，但那種固
執和遼遠卻始終如一。
於是，不管在何種境遇中，金宇澄都能理解那些人，平等平静地去書寫
那些人。小説寫了那麽多人物，男男女女，如走馬燈一樣，歷經幾十年的風
雨滄桑，多少辛酸愁苦，得意風光。舊人换了新人，老街多了新樓，滬上生
活更替有序，人心卻越磨越軟，這或許就是滬上人家的善與美。小説寫到
這些男男女女，多有寬厚寬容，互相體貼，相互諒解。男男女女，情來意往，
真真假假，即使夫妻之間，經過那麽長的對抗和冷戰，竟然也没有深仇大
恨，最後平静和氣分手，這或許是滬上文化特有的寬廣吧？小毛、陶陶、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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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李李、阿寶、滬生，人生要承受的東西各有不同，但都要生活下去，這
又讓人看到滬上人家的堅韌。因此，小説不時地寫到滬生與阿寶的 “不
響”，也有了真實的底藴，他們領教的人生，歷經千辛萬苦，如夢如幻，但都
有了一份淡定，都有一種通透和坦然，此時讓人們理解了滬生、阿寶們的心
性與品格。這就是説，在頽靡的消費主義的盛宴中，去握住人心人性，去刻
畫那些瞬間的韻致，這是金宇澄描寫 ９０ 年代生活的法寶。於是文化與美
學填補了政治壓抑離位的空缺，美學的倫理替代了政治的美學。
不管是二元敘事筆法，還是“地方性”或做舊的文化韻致，金宇澄在《繁
花》裏揭示了無法建立起歷史理念的生活會是何種情形，提請我們關切和
注意。或許這也是一種方式。正如一位政治哲學家認爲的那樣：“之所以
捍衛文學想象，是因爲我覺得它是一種倫理立場必需要素，一種要求我們
關注自身的同時也要關注那些過著完全不同生活的人們的善的倫理立場。
這樣一種倫理立場可以包容規則與正式審判程式，包括包容經濟學所提倡
的途徑……另一方面，除非人們有能力通過想象進入遥遠的他者的世界，
並且激起這種參與的情感，否則一種公正的尊重人類尊嚴的倫理不會融入
真實的人群中……雖然這些情感都有局限或者有危險，雖然他們在倫理推
理中的功能必須仔細研究，他們還是包含了種即便不完整但卻强大的社會
公正觀念，並且爲正義行爲提供了驅動力。”
金宇澄正是在美學的意義上建立起書寫的倫理學。固然在“地方誌”、
“城市詩學”、“文化韻致”這些方面的闡釋，可以突顯《繁花》的小説獨創意
義，但它的更爲深刻的意義，還在於它依然要解釋的當代史的意義，也就是
它還是有它更爲普遍的關於人類生活的福祉問題。固然，這與“地方誌”並
不矛盾，與“舊式年輪”也可並行不悖，但作爲一部要强行把兩個時代並置
在一起來講述的作品，它有更爲深厚的人道情懷，它的價值理想在作底，貫
穿於整部作品的思想堅實性中。它的“地方性”的美學，也具有更爲寬廣的
當代史意義。確實，“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 ……”在寫作的倫理學的
意義上，金宇澄重新規劃了歷史、文化、政治與美學的關係。在歷史這個更
大的場景中，“繁花”纔站得住脚；在寫作的倫理學的維度裏，“繁花”纔放出
了綺麗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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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繁花》用了那麽多的“不響”鑲嵌在兩個年代之中，它們如此迥
異，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感悟。６０ 年代的終結與 ９０ 年代的無法終結，人類
的生活歷經艱辛，卻並未否極泰來，文學總是“站在不穩定的點上”，這使我
們在不聲不響中感受和體驗到了我們置身於其中的當代史。對於人的生
活來説，“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但是，文學能用言語照亮它。從穆旦
到金宇澄，那“未生即死的言語”並未終結，這個當代史也並未終結，這就是
文學“繁花”不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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