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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本期选发的四篇文章都各有价值。袁盛勇先生探讨《延安时期文人心态的形成》一文，在大量翔实可靠材料的基

础上，彰显出延安时期文人内心的焦虑、矛盾与动摇，显示出扎实的研究功力。李宗刚先生的论《玉梨魂》一文，从人

生哲理的诗化表现入手，分析该著名长篇骈体小说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并由此对之作出了肯定的评价，颇为新颖。杨

新宇的关于袁牧之文学创作的研究与介绍，注意到了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忽略的一位重要文学作家。虽然，他

的才华主要表现在电影方面，然而，其对文学创作的贡献自然也不应为人们所遗忘，值得人们一读。李丽先生所论中

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还乡”一文，注意到了自上世纪以来我国城乡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在

精神与感情世界上的困惑与迷惘。尤其对具体作品的文本细读真实、细腻，更使论文具有了可读性。

总之，四篇论文的角度虽然不同。然而其开阔得视野与扎实的学风让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

(程光炜 栾梅健)

史论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论]

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还乡”

李 丽

这里所说的还乡不同于回家。回家作为一桩精

神事件，是被放逐的罪人对于家园的寻找；是在路上

的流人对于休憩、安妥的怀想；是饱受此岸、彼岸，尘

世、天堂分裂之苦的凡人无法遏止的超越的冲动。

而还乡则包括在城乡严重分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

国，乡村人进入城市，接受了现代性洗礼成为知识分

子后，重又回到乡村的所见、所闻、所感。回家的紧

张机制是灵与肉的两分，还乡的紧张机制则是城和

乡、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于是，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

史中，回家的作品并不多见，还乡的题材却层出不

穷。不过，不同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还乡后的见闻

是有差异的，而不同时代知识分子还乡后的感触一

定更是大相径庭。因此，仔细梳理中国现代还乡题

材的短篇小说，我们一定能看到趣味和倾向的分化，

也能看到时代风气的演变，在此基础上，短篇小说走

向成熟的发展轨迹便也一目了然。

叶绍钧的短篇小说《悲哀的重载》写“我”在还乡

航船中的所见所闻：娶媳妇为生病的儿子冲喜，乡村

妇女去城市富有人家当女佣而厌弃乡村，村妇带着

生病的孩子到城市做女佣却找不到主家。嘈杂扰攘

的航船，沉闷窒息的氛围，象征着城市文明急剧的扩

张，乡村文明无奈的衰微，小小的航船承受不了如此

“悲哀的重载”。乡村在现代化逼迫下的凋敝是一个

渐进、缓慢的过程，乡村人并不能鲜明地感受到，倒

是生于乡村受教育于城市的还乡游子，能够一下子

发现记忆中那个殷实、温馨的乡村颓圮变成了什么

模样。不过，叶绍钧笔下这幅乡村衰朽的图画还显

得过于浮光掠影，乡村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乡村文

明衰朽的深层动因还付之阙如。

蹇先艾《到家的晚上》中的“他”十年还乡，看见

风中飘荡的煤油灯，坍塌的砖墙，没脚的蓬蒿，从前

筋强力壮而今老眼昏花、步履沉迟的老仆，再想到

母亲的坟前一定早已是荒草凄凄，不禁悲从中来，

顿起沧海桑田、前尘后影之慨。这里既有“庭有枇

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式的

岁月感伤，更有地之子直面现代化大潮时，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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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凋敝现状的怆然。小说尤其值得回味的地方

在于，老仆一再说：“少爷，你一定发了大财回来

呢”，使他羞愧得无言以对，更使他因此想到自己生

世的飘零而“悲声大作”。乡村对于游子一直有锦

衣荣归的期待，这种期待可能是真诚的，哪个父母

没有望子成龙的期待呢？也可能是市侩的，就像

《史记》里苏秦落魄还乡受到亲人奚落的故事（1）。小

说中，老仆对“他”的期待便是真诚中夹杂着市侩式

的虚荣，所以，《到家的晚上》所抒发的游子还乡的

情感还相当的古典。

这种古典式的期待，以及愧对期待的羞愧，在

郁达夫的作品里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他的短篇

小说《茑萝行》表面上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妻

子的忏悔录，实际上则是“我”对妻子发的一通理直

气壮的牢骚：

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得不爱的女人，你不要

在车中滴下眼泪来，我平时虽则常常虐待你，但我的

心中却在哀怜你的，却在痛爱你的；不过我在社会上

受来的种种苦楚，压迫，侮辱，若不向你发泄，教我更

向谁去发泄呢！啊啊，我的最爱的女人，你若知道我

这一层隐衷，你就该饶恕我了。

既然“我”和妻子都是无辜的受苦者，那么，可

恶的就只能是让我们深受苦楚的社会了。就这样，

郁达夫完成了对于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在这种种的

苦楚中，当然也包括“我”还乡时所遭遇到的白眼。

“我”在外多年，一直混得不好。回家探亲时，“我”心

里一直默祷不要在埠头遇见熟人，让他们知道自己

沦落了归来。回到家后，“我”和妻子抱头痛哭，却又

听见母亲大骂：“⋯⋯你便是封了王回来，也没有这

样的行为呀！”“封了王回来”的嘲弄深深地刺激了

“我”的尊严，使“我”身处盛夏，却如同在寒夜般瑟瑟

发抖。还有什么比母亲的轻蔑更让人心痛的？世态

炎凉、人情浇漓到了何等程度！

王以仁厕身文学研究会，却处处模仿郁达夫。

他说：“你说我的小说很受达夫的影响；这不但是你

这般说，我的一切朋友都这般说，就是我自己也觉得

带有达夫的彩色的。”（2）他有篇小说的名字就叫《还

乡》。在小说中，越是接近家乡，叙述者“我”就越“好

象驱向屠场的羊羔，无限的恐怖和羞愧使我的心头

在颤颤的发抖”，因为“我”怕见故人势利的嘴脸，就

像垂危的病人怕见阴司的鬼卒一样，“尤其使我恐怖

的是我那些不可一世的宗族。象我这样的‘衣锦还

乡’，莫说是我自己没有昼行的勇气，我深恐别人拿

我这副褴褛的情形去讥诮我的母亲，使我母亲也没

面目去见许多亲戚和邻人。”

许钦文的《这一次的离故乡》亦是如此，“我”感

伤地告别了母亲和妹妹们后，却在返城的航船中听

见了乡人讪笑自己做不了官，还“无缘无故”地解除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去大老远的地方读

书。正是由于乡人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势利和尖

刻，“我”在北京即便遭到房主的轻蔑，也“不因为有

了主人的话稍萌回到故乡的念头”。故乡路竟成了

畏途。其他如王鲁彦的《黄金》，从史伯伯只因儿子

年终没有汇款，便受到陈四桥乡亲的冷笑、诽谤和欺

侮中，我们便可以想象，如果儿子落魄归来，乡亲们

是不是会变本加厉地嘲笑挖苦？小说结尾处，史伯

伯梦见儿子寄回了现洋，我们由此也可以悲观地推

测，如果儿子没有带着黄金还乡，他又会怎样对待儿

子呢？所以，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还乡，古典式的

还乡主题却已深嵌小说的肌理。潘漠华的《乡心》也

以阿贵怕父母、乡人看不起而不敢还乡，暗写他还乡

可能遭受的屈辱。阿贵到杭州做木匠活已经两年

了，他何尝不思乡？只是还没混出个样子来，实在回

不了乡。所以他一直在幻想：“等我运气稍为好些

⋯⋯”但好运气总是遥遥无期。

但是，“封了王回来”和“运气稍为好些”的期待，

以及未能封王、运气未能好些而身遭侮蔑的哀怒，毕

竟都属于古典的情绪。这种情绪有时可能会表现出

某种现代形态，譬如，王以仁《孤雁》中的“我”，由于

饱受世人的白眼和生活的窘困，便痛斥“金钱制度真

是万恶的根源”，“今天我竟然变成了金钱的囚徒！”

并发誓日后如有机会，“我定要把全世界的银行炸得

粉碎！啊！这几张印着花样的，和大便的利用品没

有分别的钞票，我定要把它尽量的烧成灰烬！”辞气

的浮荡和情绪的激动，典型地反映出从前现代向现

代转型时期，剧烈的社会分化、重组，以及分化、重组

所导致的阶级仇视。不过，即便表现为现代形态，也

还是改变不了这种情绪古已有之的本质。

乡土中国的窳败和愚昧只有在别一种文化视野

中才能被发觉。于是，还乡的游子一下子就看到了

乡村的窳败，感受到了乡村的势利，但这还只是相当

肤浅、古典的观感和情绪，还乡的意义决不仅限于

此。现代性语境中的还乡者，是接受了现代启蒙思

想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带着启蒙新视野回到乡村后，

不会只看到乡村表层的窳败和势利，还会深挖乡村

李 丽·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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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本质，并以此探究乡村，乃至整个中国日益

沉沦的文化原因。于是，乡土中国的愚昧和麻木，在

还乡游子的启蒙新视野中凸显了出来。一个个司空

见惯、从来如此的“小事”，在还乡的模式中演绎成了

一出出惊天动地的悲剧，人们这才发现，温情脉脉的

乡土原来掩盖着这么多沉重得让人窒息的血泪。在

这一类型的还乡小说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鲁迅的《故

乡》和《祝福》。

《故乡》的故事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

二十余年的故乡”谈起，如此遥远的时空距离，赫然

揭示出了城市与乡村，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巨大的差

距，这一差距足以使前现代乡村的精神状态鲜明地

显影在现代性的精神背景上。小说开头处的一段景

物描写：“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

没有一些活气”，以及“我”到家时所看见的老屋的

“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像《到家的晚

上》等小说一样，映现了乡村的遽然败落，作家于是

徒然抒发了一些前尘后影之慨。杨二嫂问“我”是否

放了一任道台归来，也和这些小说一样，道出了乡村

中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

不过，闰土和杨二嫂二十年前与二十年后的巨

大改变，使得小说的主题陡然深化。记忆中，深蓝的

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项带银圈的少年闰土，

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而今的中年闰

土，脸上刻满了皱纹，讷讷的，仿佛石像一样，嗫嚅了

半天，终于叫了“我”一声“老爷”。记忆中的杨二嫂

风情万种，人称“豆腐西施”；而今的杨二嫂，颧骨高

凸，声音尖利，站立如“细脚伶仃的圆规”，临走时还

顺手偷走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这些惊人的改变，

一方面导源于在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和官绅等多

重绳索的困缚下，乡村的破产和凋敝，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返乡游子借助启蒙的新视野，掀去乡村宁静、生

机的面纱，逼视出了它枯萎、凝滞的真面目。乡村中

的闰土们从来就是如此木讷、愚昧、麻木；乡村中的

杨二嫂们也从来就是如此尖刻、势利、贪婪。若用前

现代的视野来观照，麻木算是一种宁静，尖刻也不啻

为一种生机。然而，小说通过还乡模式，却奇异地把

熟悉的陌生化，并使读者在陌生化的震惊中获得憬

悟：只有从精神上改造国人，才能实现民族的现代

化。即便目前还没有上手的途径，但大家一起努力，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由此种精神重造的启

蒙意识打底，前面的“萧索”便不仅仅是前尘后影之

慨，更隐现着先知先觉者的寂寞和忧心。换句话说，

“萧索”不仅是因为失落了“父亲的花园”，更是因为

这个花园本身。

《祝福》也没有简单地利用还乡模式书写乡村的

窳败。鲁镇人单单是老了些，没有任何其他的改变：

骂的还是康有为，读的还是《近思录集注》和《四书

衬》，翻的还是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就连杀鸡、宰

鹅、点香烛、放鞭炮的祝福大礼也是“年年如此，家家

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在这看起来没有半点衰

颓，也没有半点改进的生活中，鲁镇人懒散而闲适。

只有作为知识者的“我”，才能看出鲁镇人凝滞不动

的生活犹如一塌糊涂的泥塘，才能感到无聊、气闷和

恐惧。更可怕的是，这个一塌糊涂的泥塘，还是一个

“无主名杀人团”，祥林嫂就是在看客们坦然、漠然的

目光中，被杀人团吞噬的。然而，在变动不居的现代

性时间维度中，鲁镇如何能自外于变化之轮而凝滞

不动？在祥林嫂的悲剧中，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为

了寻求答案，作家不由得借“我”的还乡视角来剖析

鲁镇人的精神世界。于是，“我”发现了乡村中许多

习焉不察的愚昧和残忍：鲁四的颟顸、保守，柳妈的

愚蠢、虔信，那些乡村老女人的麻木、空虚和冷漠

⋯⋯。正是这些愚昧和残忍，组构成了春风吹不起

半点涟漪，却在不知不觉中吞噬无数鲜活生命的前

现代社会。再仔细想想，柳妈、那些乡村老女人，甚

至包括鲁四老爷不都是些既愚昧又善良的人？他们

只是帮凶，罪魁祸首还是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前现

代文化。就这样，《祝福》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追随鲁迅《故乡》、《祝福》的创作路数，文坛涌现

出了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许杰等一批年轻人，史

称“乡土小说”作家，鲁迅如此描述他们：“⋯⋯凡在

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

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

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3）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

侨寓于北京的作家，当然是离开乡村赴城市求知的

知识分子。当他们带着新文化所赋予的民主、科学

的眼光，返顾那片广袤的乡土时，无不心痛地发现，

生养他们的土地竟是如此的愚昧、残忍、卑微和荒

谬。于是，《菊英的出嫁》、《怂恿》、《蚯蚓们》、《鼻涕

阿二》、《水葬》、《赌徒吉顺》等小说一方面“隐现着乡

愁”，一方面更闪烁着作家抑止不了的悲愤和控诉。

这些小说不一定有游子还乡的表层故事形态，但“返

顾”不就是精神上的还乡？它们批判、悲悯的锋芒正

是由还乡模式造就的。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初期的

中国看作一片乡土，把远赴西洋、东洋汲取现代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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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养料，以及直接在国内接收舶来的民主、科学思想

的作家们看作游子，那么，整个“五四”短篇小说就都

是精神上的还乡小说。中国“从来如此”地走过了数

千年的漫漫岁月，还乡游子却用盗来的启蒙精神之

火一一检视来路。于是，他们惊竦地发现了“吃人”

的真相，于是，他们勇敢地诘问：“从来如此，便对

么？”乡土中国现存的合理性被砉然解构，合乎现代

性精神的中国的建构成为了可能。

无论是立足于城市返顾乡村，还是立足于西方

现代文明返顾乡土中国，“五四”短篇小说借助还乡

游子的视角，揭示出了“吃人”的真相，惊醒了铁屋中

酣睡的人们。凝滞的生活原来就是铁屋中的酣睡，

然而，从酣睡中梦回却又无路可走，这就难怪“五四”

的短篇小说都会满纸哀情。不过，难道作家们就都

只能用现代启蒙精神这一种眼光来打量我们的生

活？乡村中的人们真的就只是些孔乙己式的可怜

虫，阿Q式的无赖，或是些麻木的看客，无意义的牺

牲？那些生生世世的爱呢？那些绵绵无绝期的恨

呢？那绝望却又执拗的等呢？那明知前面是坟却又

一意孤行的走呢？让我们如此惊心动魄的生死爱

欲，难道就被只被启蒙精神一笔给勾销了？

鲁迅在发表于1924年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

中，开始反思启蒙视野之下的还乡主题。在《故乡》

的开头，“我”面对荒村时，内心一阵“悲凉”，而这

里的“我”看着故乡凄清的雪景，却感到“懒散和怀

旧”。悲凉是因为满脑子民主、科学的光明想象，却

迎面碰上了朽坏、浑浊的现实，调子虽忧伤却是昂

扬、明朗的。懒散则是由于不管怎样努力终归都是

白费，启蒙理论只是听上去很美的言辞而已，调子

便颓唐、无可无不可了。所以，《在酒楼上》从一开

始就宣判了《故乡》中“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式乐观的不可靠。紧接着，鲁迅借吕纬甫之口道出

了虚无的洞观：生命只如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

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

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这种循环、寂灭的感

悟，和相信世界如飞矢进化无已的理性精神，可谓

相去甚远啊。鲁迅曾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

徨”，其实寂寞、彷徨不仅是因为新文化战线的风流

云散，更是因为自身对新文化理念的失望、反省和

疏离。像觉得到城隍庙拔神像胡子和教“子曰诗

云”同属“无聊”，便是源于对启蒙运动的失望。不

过，失望毕竟是由热望打底的，从来没有望过何来

失望？所以，《在酒楼上》反启蒙叙事的根基，还是

启蒙精神。

年轻的蹇先艾终于开启了还乡模式的新转机。

他的《在贵州道上》同样以“我”的还乡视角，来观

照以老赵为代表的乡村人的贫困和愚昧。他们宁

愿赤脚，也要省一盒烟钱；他们宁愿卖掉“同床共

被”的妻子，也要在烟馆里过足烟瘾。但蹇先艾没

有一味“怒其不争”地指斥他们，如老赵吃了“卫生

汤圆”后，小说便借贺光亭之口说：“唉！只可怜他

的女人，你不要以为她郎我泼，夫妻情义倒是很重

的。”“猪栏”般的世界里，竟然也有能够灼人眼睛

的执着和痴心，即便这份执着和痴心与“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旧礼教脱不了干系，也毕竟是人性深

处折射出的光华。乡土原来并不仅仅是愚昧和晦

暗的渊薮。

更年轻的吴组缃接着又写出了《菉竹山房》。

一个会绣蝴蝶的小姐和一个聪明俊朗的书生

做出美丽的“呆事”，事败后为世人唾弃，却在书生

落水身亡后抱着灵牌成亲，用一生的孤寂换取了清

誉。人们都说这是一出礼教杀人的悲剧，遍布着黯

绿苔尘的菉竹山房就是一座“古墓”；或者说这个故

事生动地表现了旧社会如何把人变成鬼，篇末两个

偷窥的“女鬼”便是旧社会昭彰的罪证。当然，我们

无法否认这些诠释的正确性。但是，种种几成定势

的解释套路，是难以穷尽《菉竹山房》的主题意蕴

的，因为吴组缃在打量这个故事时，眼睛已不仅仅

盯在悲剧中被无情撕毁的牺牲品身上。正是这兴

奋点的游移，使一个烂熟的题材焕发了别样的光

彩。

《菉竹山房》也采取了还乡的模式，写“我”和新

婚妻子阿圆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眼见了二姑姑过

着沉寂、幽灵般的诡秘生活。二姑姑的故事“我”在

“日长月远”中早已听长辈叙说过，但二姑姑的创痛

决不能为一个乡土中人真切地感受到，只有像“我”

这样“连年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

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后，才能深味。不过，这

里的还乡隐含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如果不离开乡土

就不能洞察乡土，但是离开乡土后的心还能真正地

和乡土紧系在一起，为乡土的封闭和落后而忧心如

焚吗？换句话说，还乡真的能“还”到乡土中来吗？

我的疑虑绝非多余，你看，作家对二姑姑的凄惨生

涯只是匆匆勾勒，还说“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并

不多么有趣”。小说津津乐道的只是二姑姑的传奇

故事，以及住在菉竹山房时如听“秋坟鬼唱鲍家诗”

李 丽·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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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怖。“我”没有多大兴趣深究二姑姑身上的悲

怆，而是像一个观光客那样来到乡土，寻觅异域的

情调和风俗画面。在观光客看来，二姑姑身上是否

有着椎心泣血的惨痛，是否深藏着一个时代、一种

文化的悲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故事是否“有

趣”。

在充分西化了的现代中国人看来，最富异域情

调的莫过于《牡丹亭》、《西厢记》这类才子佳人后

花园私订终身，长辈横加干涉，才子赴京应考的爱

情传奇。这里，传奇中的主人公竟真的来到了“我”

和阿圆的眼前。你看，二姑姑那“修长的身材，清癯

白晰的脸庞，狭长而凄清的眼睛，以及沉默少言笑

的阴暗调子”，和传奇的味道是如此的“相称”，她

身处的环境又“只在中国山水画上见过”。更关键

的是，她的故事“有趣得如从线装书中看下来的一

样”。这种“旧传奇的仿本”该使观光客感到多少审

美上的餍足啊！

传统以其玫瑰般的色调吸引着现代人，现代人

却无法对玫瑰色调背后的愚昧、枯槁和鬼气视而不

见。传统对于生命的扼杀使现代人感到怅然、怆

然，但传统的落后却更增加了现代人文化上的自信

——正是落后的传统使现代人成为现代的。于是，

优越的现代人一方面鞭打着传统的非人性，一方面

却能够隔岸观火似的过滤掉肃杀的悲剧内涵，玩赏

起肃杀和玫瑰色调交织而成的神奇和诡异。肃杀

和玫瑰色调正是组成传奇的诡异之美不可或缺的

两大要素。玫瑰色调使肃杀不再凌厉，肃杀使玫瑰

色调更加摄人心魄。这种诡异之美就像精致却畸

形的三寸金莲，就像那顶既美丽又可怕的玻璃纱

帐，就像曾经热烈如今枯槁的二姑姑。

“我”和阿圆并不是被动地观望传奇，而是和传

奇的主人公一起合演了一出聊斋式的传奇。菉竹

山房就是聊斋故事中常常出现的鬼宅，“我们”就是

鬼宅中的新住客。白日里鬼宅的鬼气已使新客感

到了些许胆寒，晚上骤至的大雨，摇曳的孤灯，远远

传来的低幽晚经，更使新客毛骨悚然。当“如鬼低

诉”的戚戚声渐听渐近，当一个鬼脸从册叶小窗露

出，阿圆被吓得嚎啕大哭、颤抖不已。此时，聊斋故

事达到了高潮。但是，聊斋中的鬼再也吓不住现代

人，现代人也不再是聊斋中魂飞魄散的书生。“我”

箭步冲出，拉开房门，女鬼原来是二姑姑和兰花。

“我”不禁轻松地笑着说：“阿园，莫怕了，是姑姑”。

菉竹山房之旅原来有惊无险。“有惊”是现代人对

聊斋式传奇的审美期待，“无险”却使现代人得以跳

出恐惧，用从容的心态赏玩这出传奇。

如此说来，菉竹山房就是一座旧传奇的公园，

现代人不仅能从中观赏到凄绝的古典爱情，还能参

与到鬼故事的互动游戏中来。乡土中人的欢欣和

愁苦，乡土中国迫于强大外力而向现代转型的艰难

和困顿，都不再使“我”和吴组缃本人萦绕于怀。他

们置身事外地凝视着乡土，最终发现了一个拧干了

内囊的异域景观。景观的意义只在于新、异，因而

一次性使用之后，便很难再吸引观光客眷顾，柏油

马路的世界才是他们真实的居留。

乡土中人被扼于礼教，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二十

年代新文学家们眼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悲剧，在吴组缃却是才子佳人和聊斋式的传奇。当

悲剧成为传奇时，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剧烈破坏

传统文明，热情讴歌德赛二先生的“五四”时代早已

风流云散。面对“五四”退潮后的“荒漠”，鲁迅感

到“余亦等轻尘”的悲凉，怨恨和批判的矛头自然指

向那些或“高升”或“退隐”的“五四”传统的背叛者。

如果用启蒙理性打量吴组缃之类以乡土的悲哀为

新奇的现代人，那么，他们就是“五四”传统的背叛

者，就是鲁迅痛心疾首的看客。于是，许多人顺理

成章地得出结论：时代在倒退，精神在滑坡。“五

四”成为多数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燃情岁月。

但是，我们为什么只能以启蒙理性打量人、事？乡

土为什么只能是悲悯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现代人的

景观？二姑姑的故事为什么只能是悲剧，而不能成

为传奇？她的故事本身为什么就不能蕴含意义的

多重可能性？不管怎样，《菉竹山房》中的这次还乡

之旅，推开了启蒙精神之外的另一扇门，标明了“后

五四”时代的到来，也标明了多元的中国现代文学

成为可能。差不多同时，施蛰存在《春阳》中，把二

姑姑的故事又改编成了婵阿姨的故事，传奇又变作

了弗洛伊德理论的范本。

正是这些变来变去的叙事，探究并缔造了存在

的无限可能，文学于是得以生生不息。中国现代短

篇小说就是在这一次次变化着的叙事中，慢慢走向

了成熟和自觉。

中国现代作家中最着迷于还乡模式的莫过于

师陀。他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和长

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都是叙写游子还乡的见

闻。这里单说《果园城记》（4）。

《果园城记》主要通过一个还乡的知识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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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叔敖）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小城中的人、景、

物、事，凸显作家复杂的情绪感受，和充满了悲悯情

怀的生命体验。师陀如此自述摹写果园城的目的：

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不是

那位马叔敖先生——或者说那位“我”，我不知道他

的身份，性格，作为，一句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要

到何处去。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

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

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5）

“五四”式的还乡小说，一定是把某个乡村当作

整个乡土中国的代表，把某个乡村中的人当作全体

中国人的代表，以此来控诉封建礼教的恶行，并进

行国民性的批判。于是，祥林嫂就不只是作为祥林

嫂本身，而是作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被创造了出

来，她是一个“共名”。师陀也想把果园城当作“共

名”来塑造。然而这个“共名”却是一个有性格、思

想、见解、情感的“活的人”。小城被作者当作了

“人”来写，它的隐喻层面的意义便远远超过了写实

层面。既然是“活的人”，又怎能被作家当作批判、

呼吁的“器械”？况且，《果园城记》中的短篇创作

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在此时，启蒙的理论早已把不

上时代的脉搏，启蒙的激情也已经被连天的炮火所

驱散。“心怀亡国奴之牢愁”的师陀，躲在棺材一样

的“饿夫墓”中重拾起《果园城记》，又怎能会有高

高在上的心理优势，来作义正词严的启蒙式批判和

头头是道的启蒙式宣教？他只能卸尽宏大叙事的

硬壳，假托马叔敖者，在想象中走回那个栽满了花

红的小城。这个只想“默默做点事，默默地走着路，

默默地想想自己和别人”的游子不评判，更不批判

还乡时所见的任何人、事，而是轻轻地、轻轻地去接

近并触摸那些活生生的人和同样活生生的城，于是，

一个“动人哀愁”的果园城便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

面前。

“果园城，听起来是个怎样动人哀愁的地方

呵！”它之所以“动人哀愁”，是因为时间遗忘了

这座小城 ，就像孟林太太家“那放在妆台上的老

座钟，——原是像一个老人样咯咯咯咯响的——

人家忘记把它的发条开上，它不知几时就停住

了”。（《果园城》）于是，猪依旧蹒跚途上，狗依旧

在街上打鼾，女人们依旧坐在门口谈天，大街每

天下午依旧静静地躺在阳光下面，果园里的花红

依旧红得像搽过胭脂，少女们依旧拿凤仙花把小

指甲染成殷红⋯⋯。“时间在这里犹如在太古羊

齿植物的丛林中一样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想象到

五百年，一千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三千年以

前”。（《阿嚏》）

但是，等质、均匀的时间怎会真的遗忘这座小

城？孟林太太锐利的目光，端肃、严正、灵敏的神

态到哪里去了？魁爷的豪奢与威权到哪里去了？

大刘姐身上少女的清新气息到哪里去了？嗓音

就像黄莺的油三妹又到哪里去了？岁月流转中

的苍老和衰亡令人铭心刻骨，却又表现得全无痕

迹。广野、堤岸、树林、阳光依旧如昨，“似乎是永

恒的、不变的”，素姑为自己绣了十七年嫁衣，还

要一针一线地绣下去。果园城人的生命原来都

是白费，就像徐大娘对儿子热切但却无用的期待。

如此，师陀便好像在重复着《萧萧》式的主题：以

迅疾的现代性时间反衬出凝滞的前现代时间的

无意义；更好像在重复着“五四”式的主题：以还

乡游子的视野揭穿、鞭打乡土的窒息、愚昧。但

是，《萧萧》中的女学生是一个太过光亮的背景，

把湘西世界映照得灰暗、朽坏，《果园城记》中却

没有如此强烈的现代性比照物。“五四”的还乡

游子具有犀利、强烈的启蒙意识，《果园城记》中

的马叔敖却是一个哀婉、纤敏的游子，无意也无

力惊扰这个寂寞的小城。这里的还乡赋予了叙

述者一个新奇却绝无审视意味的眼光——猛然看

穿时间巨大的腐蚀力，以及人们在时间之轮中辛

酸辗转、老去的命运。《果园城》一篇的结尾便明

显表达出了这样的意蕴：

孟林太太家原来并不这样冷清，我很快的想起

我们曾经怎样亲自动手做点心，素姑怎样送我精工

刺绣的钱袋，我们怎样提了竹篮到果园去买花红

——唉，七年！在我们不知中时间并不曾饶恕我

们，似乎凡是好的事情全过去了。

“你老了呢，”孟林太太为难的说，接着好像想

改正自己。

我用眼睛去找素姑，她不知几时——并且不知

为了什么她已经躺在孟林太太的背后，隔着妆台，

我看见她的苍白而又憔悴的脸，她的在暗中显得乌

黑的眼正灼灼的望着我。我觉得眼泪已经拥塞了

我的咽喉，要涌出眼眶来了，我要说不出一个字了。

“我们都要老的。”我勉强敷衍着说。

李 丽·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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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的流逝中，昔日的名门望族已经好运

不再；富家子弟也成了破落户；统治了果园城十

五年之久的城主现在也已门庭冷落；败家子小刘

爷最后竟沦落街头成了巡阅使；名门之后胡凤梧

不仅将家产挥霍殆尽，还招来了杀身之祸，他的

妹妹也不得不为了生计而成为风尘女子⋯⋯。权

势贵族的式微和富家子弟的颓败在这里得到了

触目惊心的展现。然而，这里丝毫不是要表达左

翼的批判意识，充溢其间的只是因人间世事的迅

速更迭，和人生悲欢荣辱的变换不定而生的哀伤

与悲悯。塔依旧矗立城颠 。果园城的塔就像守

护神一般辉煌、骄傲、尊贵，永不倒坏。它仿佛还

有“灵魂”，就像果园城里人们的“老朋友”：

果园城每天从朦胧中一醒来就看见它，它也

每天看着果园城。在许多年代中，它看见过无数

痛苦的杀伐战争，但它们到底烟消云散了；许多

青年人在它脚下在它的观望下面死了；许多老年

人和世界告别了。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

大路上走过，他们生前全曾用疑惧或安慰的目光

望过它，终于被抬上荒野，平安的到土里去了——

这就是它。这个曾经看过以上种种变动的塔，现

在正站在高处，像过去的无数日子，望着太阳从

天际从果园城外的平原上升起来。（《塔》）

然而，它却并没有带给人们传说中的福祉。

没有残忍、邪恶的世界中的人们终究敌不过岁月

的腐蚀，枯萎与死亡是一切果园城居民，一切中

国乡村居民，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宿命。哪儿

才有传说中的洞天福地呢？叙述者不禁怆然：“人

们无忧无虑的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满腹机械

的计划着，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

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

他们自己多无力呀！”（《一吻》）

师陀的还乡世界原来无关乎前现代或现代，

但却切中了每一个人的存在困境。

从郁达夫、王以仁还乡小说中的古典式羞惭、哀

怒，到鲁迅乃至绝大多数“五四”作家还乡小说中的

启蒙焦虑，到吴组缃借还乡小说猎取传奇，再到师陀

通过还乡表达存在论的悲悯，中国现代还乡题材的

短篇小说，便一步步地疏离了“兽性和神性相统一”

等概念化的人，切近了会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真实

的人。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正是在对“人”的不断切

近中，逐渐自觉、丰满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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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

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十二以为

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

门不出，出其书遍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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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周报》第212期，192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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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民国33年（1944年）的一篇《一吻》；以及完成于1946年1
月的最后一篇《三个小人物》。可见，这部历时八年的短篇小

说集的创作，几乎是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的。1958年上海新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果园城记》对旧版作了较大改动，几乎可以

看作是对果园城故事的重新讲述。1982年师陀编订其短篇

小说集时，又把《秋》收入了进来。（参见《芦焚短篇小说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两版相加共19篇小说。

(5)师陀：《〈果园城记〉序》，《师陀全集》第2卷，河南大

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页。
(6)芦焚：《拾记里门的前后》，《大公报?文艺》第270期，

1936年12月。

(7)马俊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上

发表的《论师陀的“果园城世界”》中，详细论述了《果园城记》

中感伤的时间意识——“物是与人非”，本文在论述上对其有

所借鉴。但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师陀“把果园城看成了戕

害生命与民族发展沉滞的罪魁祸首。因为在这城里，任何生

命都不能健康生存。这样，师陀从整体上否定了果园城存在

的合理性，对制造挽歌的果园城世界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

为它送葬”，却是本文所不能同意的。

(8)塔是《果园城记》重要的意象。马叔敖一进果园城

就看见了那座塔，还乡的大刘姐也感叹：“这个老塔真结实，

它有多少年了！”《圣经》里的巴别塔是人们能够和乐、幸福

的乌托邦，《边城》里乌托邦般的生活之所以消逝，就是因为

白塔的倒掉。但是，师陀却告诉我们，即便塔“真结实”，人们

也会衰朽，决无幸福可言。就这样，师陀揭穿了希望的虚妄，

还读者一个本真的无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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