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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 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到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文学。 这个概念之所以

能够成立， 是因为它和这段共和国史的同构性以

及这段共和国史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这种独

特性和复杂性一来要求这段文学详尽、 忠实地记

录下这段历史； 二来要求这段文学反过来为共和

国、为这段历史的正当性提供依据。 所谓正当性依

据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共和国，为什么是这

个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国家形态统领着我们， 这种

国家形态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福祉？ 文学这一“具

有认识功能以及伦理－政治的效果”[1](P365) 的艺术形

式，必须为此提供依据，从而为共和国奠定坚实的

伦理基础。 更加重要的是，这段历史里全社会的人

力、物力资源是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 要保证合

作化、 大跃进等一系列宏阔的社会工程能够顺利

实施，就必须使大家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那么，如何进行情感动员呢？ 文学责无旁贷。

所以，“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

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 研究这段文学，就不能从文

学本体角度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而应仔细考

量它为这段共和国史提供了哪些伦理、 情感的储

备。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深究，作为缔造共和国“神

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在神话叙事中究竟

起了哪些作用。 卢卡奇说：“概念的神话总是说明

人们对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 那种他们无力摆脱

其后果的条件不理解。 这种对对象本身的不理解，

在思想上就表现为超验的力量以神话的形式构造

现实，构造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同对象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 由于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 底

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才获得了清算

一切神话的可能性和立足点。 ”[2](P68)不过，要人们都

认识到“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 根到底是现

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

全国人民对共和国的认同， 以及在认同基础上的

全国总动员又是那么迫在眉睫， 神话叙事就是必

要的、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既然“十七年文学”是共和国神话叙事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我们就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

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

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

质。 当然，共和国神话与《圣经》神话的性质、作用

是根本不一样的。 本文的任务只是仔细解剖“十七

年”短篇小说这一能够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

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

述模式上的相似性。

一

“浪子回头”（《路加福音》第 15 章）故事中，小

儿子带着从父亲那里分得的产业去了远方， 任意

放荡，不多久便挥霍殆尽。 走投无路的他恨不得拿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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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于是，他幡然醒

悟，重回到父亲那里，忏悔道：“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从今天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

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父亲非但没有惩罚他，反而抱

他，亲他，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宰杀肥牛犊给他

吃，因为这个浪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 在基督

教的世界中，错误能够改正，罪孽可以宽恕，再决

绝、偏狭的浪子也会回头，因为我们总会有温暖、仁

慈、宽厚的怀抱可以依靠，有父亲一样的主可以信

靠。 反过来，主的温暖、宽厚、无限也通过对浪子的

宽恕更突出地体现出来。 试想，如果没有浪子不断

戏剧性地出走和回头，人们都如那个忠厚的长子和

父亲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沉闷得淤滞的氛围中，父

爱如何能够凸现？浪子出走和回头原来不仅是对于

耶稣之爱的证明，更是不可或缺的建构。
在“十七年”短篇小说中，我 们能够发现 许多

类似于“浪子回头”故事的作品。 或者说，“浪子回

头”是“十七年”短篇小说一种极其重要的叙事模

式。 比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一对被

誉为 “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的夫妻进城

后，婚姻关系从出现裂痕到最终修复的故事。 知识

分子出身的“我”对于重回城市的生活感到兴奋和

亲切， 也越来越看不惯工农出身的妻子 “土气十

足”的穿衣和走路姿势。 “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

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甚

至我曾经想到： 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

持下去？ ”然而，经过激烈冲突后，“我”终于明白，
她看似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正是“我”所没有

的光华。 “我”于是带着一颗“后悔”的心，来到妻子

面前忏悔：
……我参加革命已经四五年了！ 可

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边， 依然还保留着
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有
时候甚至模糊了革命者的立场， 这是一
个严重的思想问题！而你呢？虽说文化水
准、理论知识、工作职位都比我低———这
也是真话，可是你倔强、坚定、朴素、憎爱
分明……

这一番真情告白从思维模式到情感立场都与 《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知识分子“原罪说”
严丝合缝。 《讲话》明白无误地宣告：“知识分子不

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

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3]一霎时的精神出轨得到了

及时制止，浪子终于回到《讲话》精神的怀抱，“我”
也得到了妻子的深情一吻。 邓友梅的《在悬崖上》，

亦是“浪子”终于从资产阶级趣味的弯路折返回无

产阶级立场的大道，和妻子重建了爱情。
“浪子回头”的喜剧不仅发生在夫妻生活中间，

也渗透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之中。 高缨的《达吉和

她的父亲》里，任老汉和马赫老爹在党的教育之下

深切地认识到，彝汉劳动人民“自古便是兄弟”，毛

主席是比天菩萨还要神的神。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

地抛开对于异族的偏见。 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仇视

异族是歧途，就是对于亲子之爱的过分强调也是歧

途。民族和亲情都应该融化于更宏阔的共产主义事

业当中去。 就这样，“十七年”短篇小说家用一个个

“浪子回头”的范例，扬弃了爱情、亲情等一系列相

对狭隘的范畴，确立了党、毛主席等更阔大、恢宏、
圣洁的范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终于在当时的读者

心目中逐步确立起来。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浪子回

头”故事都发生在夫妻、父女之间，演变于最基本、
日常的伦理领域。当这些关系和领域都被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化以后， 人们便彻底完成了意识形态改

造，再也没有空白点。 “十七年”文学对于世界的重

塑是全方位的、销魂蚀骨的。
在 奠 定 了 无 产 阶 级 意 识 形 态 的 排 他 性 地 位

后， 文 学 还 需 要 为 “十 七 年” 最 宏 大 的 社 会 工

程———合作化运动进行情感动员。 这项工作显然

更加艰巨， 因为合作化的对立面是严守私人财产

这一人的天性。 这项工作也更加必要，因为文学的

舆论攻势和情感动员是消融人性坚冰最重要、最

有效的武器。 于是，“十七年”出现了大批反映合作

化运动的短篇小说。 这些短篇小说大量运用了“浪

子回头”模式，那些不顾合作化的总体性、计划性

要求，只看见一己私利的顽固分子就是浪子，而他

们无一例外地在合作化政策的感召下回了头。 他

们的回头比合作化积极分子们如何舍小家顾大家

更能说明合作化政策的英明、伟大。 合作化政策的

宣传几乎都离不开这些浪子们的倾情出演。
西戎的《赖大嫂》描写了自私自利的赖大嫂在

副业组长立柱妈等人的帮助教育下“惭愧”了，终

于认识到“搞生产，有利没利都得干，只要国家需

要，没利也要干”。 刘真在《春大姐》中也借老社长

赵金山之口道出了村中人思想的转变：“现在土改

这么多年啦， 要不搞互助合作， 不走社会主义的

路，一定还要走从前的路。 ”李准在《不能走那条

路》中同样表示：“过去地主是只恨穷人穷不到底，
现在大家是互相帮助。 ……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

一条路。 ”这些浪子以自己从专务私利到一心向公

的艰难转变为例现身说法， 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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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路，合作化才是康庄大道。
但是，人心毕竟是趋利的，而且在当时的生产

水准之下，衣食还是头等要务，怎么能要求普通老

百姓枵腹从公？ 赵树理深味着这一悖论。 作为无产

阶级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他在《锻炼锻炼》中坚

定地站在合作化以及拥护合作化的年轻人一边，
调侃并竭力丑化“小腿疼”、“吃不饱”等顽固分子，
并让这些浪子在年轻人的捉弄和教训下觉得羞愧

和恐惧，最终向合作化的大势屈服。 但是，“浪子回

头”模式在赵树理农民式的直觉中出了问题：浪子

回头是自觉的，父亲、主的怀抱也是温暖的；而“小

腿疼”、“吃不饱”的回头却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甚

至是被恐吓的，以杨小四为代表的“父亲”的怀抱

也决不温暖。 被诡计威逼、恐吓的“浪子回头”怎么

能证实父亲的宽厚和温爱？ 决不宽厚、 温爱的父

亲，即便是正确的，又怎么能从情感上动员最广大

的群众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 赵树理

无意中揭出了“浪子回头”模式应用于“十七年”文

学时无法规避的困境，以及人之本性的顽固。
不仅合作化， 我们可以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看作一项浩大的工程。 这项事业同样需要最广泛

的情感动员，使人们打心眼里认同它，进而献身于

它。 “十七年”文学为此作了大量的努力。 阎树田的

《日出之前》描写了一个悲壮凄美的农奴觉醒的故

事。 纯朴而愚昧的扎西极尽全力地效忠索朗多杰

老爷，为的是让看似公正、慈悲的老爷赐给他一份

养生地。 妻子的死使他终于明白，解放军才是“救

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十七年”短篇小说中“浪子回头”模式可谓比

比 皆 是 ，如 孙 肖 平 的 《摇 篮 曲 》、康 濯 的 《春 种 秋

收》、谷峪的《新事新办》、石果的《风波》、李德复的

《“财政部长”》、郭澄清的《黑掌柜》、萧 也牧的《爱

情》等。 这里就产生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作家都热

衷写“浪子回头”？ 其实，“浪子回头”模式的运用与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确立、 全无产阶级的情感动

员之间的关系又是复杂的，两面的。 就连深染资产

阶 级 意 识 或 是 执 著 于 一 己 私 情 的 浪 子 都 能 够 回

头， 都能够有一个无限宽厚、 温暖的怀抱可以栖

息， 那个父亲———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真是比山高

比水深。 浪子这种常规中的例外的坎坷遭际正是

对父爱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明证。

二

王愿坚因为许多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而为中

国读者熟知，他的审美取向、思维模式通过体制化

的传播，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 他从处女作《党费》
开始，便努力表现革命战士为了党的事业，不惜舍

弃自己、亲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的英勇品质。 《妈妈》
同样塑造了一个为了革命事业割舍亲子之情的英

雄母亲的形象。 为了革命事业，不仅亲子是可以舍

弃的，就是自己的生命也随时可以奉献。 《七根火

柴》描写了在红军过草地的艰苦岁月里，一个生命

垂危的战士为了能让战友们得到温暖和光明，宁

肯咬紧牙关忍受饥饿、寒冷和潮湿，也不愿动用身

上珍藏着的七根火柴的故事。 七根火柴很小，但它

折射出共产党员不惜舍弃一己享乐乃至生命，把

一切献给党的高贵品质。 至于这七根火柴对于革

命事业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里

的逻辑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革命的事再小

也是大事。 七根火柴就是七块金光闪闪的试金石

啊！
王愿坚把伦理亲情和自己的生命与革命事业

对立起来， 两者之间激烈的冲突形成了他的作品

特有的惊心动魄的美感。 但是， 冲突只是表面现

象，他的逻辑里面，亲情和生命的“邪”总压不了革

命事业的“正”，结局几乎一猜即知，这就造成了他

的作品的模式化。 再往深处说，模式化正是意识形

态宣传所需要的。 模式化的流水线只会产出合乎

标准的产品，却不会产出个人化的异端来。 但是，
那么多亲人生命的抛弃， 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环

节而已，生命是否太轻，亲情是否太脆弱了？
王愿坚的模式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有着深厚

的人类信仰史根基。 《马太福音》第 10 章记载了耶

稣告诫十二门徒的教义：“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

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

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

徒。 ”是否勇于抛弃对于父母、儿女的亲情，背上属

于自己的十字架， 是考验你是否信靠上帝的试金

石。 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耶稣告诫强调

的是你的伦理亲情是否“过于”对上帝的爱，对上

帝的爱并不是排他的。 《创世记》第 22 章载，神对

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

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第二天清晨，那个人备

上驴，劈好燔祭的柴，带着儿子，往神指示的地方

去。 “旧约”同样把对上帝的爱与亲子之爱对立了

起来。 但亚伯拉罕抽刀杀儿子时，天使制止了他，
并 用 一 只 两 角 扣 在 稠 密 的 小 树 中 的 公 羊 代 为 牺

牲。 一切只是考验，并不要求真的牺牲。 于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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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定，王愿坚模式与《圣经》里爱主胜过爱父

母、儿女的教训相仿佛，对革命事业的爱与对主的

爱都是至高无上的， 这种爱甚至以贬抑亲子之爱

为前提，只是王愿坚要残忍、独断得多。 这或许就

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不仅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中盛行王愿坚模

式， 现实题材中抛弃亲情甚至生命跟党走的小说

也层出不穷。 张天民的《路考》中，驾训主考官老梁

为儿子监考驾驶， 但他毫不徇私枉法，“坐在驾驶

室里， 父子俩全然不像父子！ 一个紧张得脸上出

油；一个皱着眉、板着脸，使劲儿想着出个难题”。
他 是 一 个 爱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胜 于 爱 自 己 儿 子 的 表

率。 当他得知儿子出了交通事故后焦虑万分，但他

的焦虑别出一格：受伤的“如果是儿子，那还好说；
如果是附近的农民，那就更糟！ ”在社会主义事业

的宏伟蓝图中， 最无关紧要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

亲人了。 郑秉谦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周立波的

《山那面人家》、方之的《出山》、段荃法的《“状元”
搬妻》、刘绍棠的《大青骡子》、杜鹏程的《年青的朋

友》《延安人》、林斤澜的《新生》、菡子的《万妞》等

等， 莫不是叙述了一个又一个爱社会主义事业胜

过爱一切的事迹。

三

《马太福音》第 4 章“耶稣受试探”这样记载：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

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你若是神
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
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
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
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
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
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
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
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
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
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
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食物、尊严、荣华都是人之所欲，却是圣人的禁忌。

耶稣之所以是基督，就是因为他果断、冷静地拒绝

了这些欲望，并把它们归之为魔鬼的试探和引诱。
于是， 成为圣人就是一场与人性欲望的旷日持久

的战争。 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圣人之所以能够成

圣，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抵御魔鬼试探。 没有了魔

鬼试探，圣便无从说起了。 魔鬼原来是圣人修行不

可或缺的建构性因素。 我们甚至可以说，魔鬼是耶

稣的背面和影子，两者是相反相成的。
“十七年”短篇小说在塑造革命战争和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英勇无私的圣人时， 屡屡使用了魔鬼

试探的模式。 正是在无数宵小的不断捶击之下，一

块块无产阶级的好钢才被锻造出来。 宗璞的 《红

豆》是最典型的魔鬼试探模式。 齐虹那“清秀的象

牙色的脸”，那“迷惘的做梦的气息”很自然地就捕

获了江玫年轻的心。 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在

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他们却

又偏偏爱得那样炽热而浓烈。 江玫虽说意识到了

这一点，“可是她并没有去多想这个， 她只欢喜和

他在一起，遏制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 但是，为

了信念，为了真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也为

了不愧为革命的后代，江玫最终舍弃了“像碎玻璃

一样割着人的爱情”，拒绝与齐虹一同去美国享受

奢华的资产阶级生活，成了“好的党的工作者”。 需

要注意的是，魔鬼试探是双刃剑。 试探越是击中人

心，越是难以抵御，就越能显出抵御者的勇气和决

心，抵御者也就越是能够成圣。 但是，欲望本已如

此迷人，你再不吝笔墨地去铺排它，不就成了对邪

恶欲望的宣传？ 所以，江玫的抉择貌似坚定，她对

柔 情 往 事 的 回 顾 却 已 说 明 了 她 对 这 段 感 情 的 沉

湎，沉湎无形中消解了抉择的坚定。 姚文远批评宗

璞的感情“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

数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4]， 实在合乎那个

时代的逻辑，也切中了魔鬼试探模式的“弊端”。
在李威仑的《爱情》中，对异 性本真的爱 恋和

吸引成了爱情问题上最需要避开的“魔鬼”。 叶碧

珍对自己心爱的， 但此时已经接受了别的姑娘的

周丁山说：“我应该克服的感情，我已经克服了。 为

了你的幸福，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很高 兴……”虽

说她心中明明知道，“他不是不愿意爱她， 而是不

能够爱她”。 但是，为了不让良心犯罪，她还是克制

住了这种 “几乎不能克制的感情。 这是为了什么

呢？ 这正是为了爱情———一个青年团员、一个真正

的医生，对人民，对自己的职业，那深厚的、真挚的

爱情。 还有什么样的爱情， 会比这更崇高、 更美

呢？ ”就这样，叶碧珍和周丁山都抵御住了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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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圣人。 其他如丰村

的《美丽》、王杏元的《“铁笔御史”》、陆文夫的《二

遇周泰》、马识途的《最有办法的人》、赫斯力汗的

《起点》、阿章《寒夜的别离》、浩然的《蜜月》、《新媳

妇》、秦兆阳的《一封拾到的信》等短篇小说也属于

典型的魔鬼试探模式。
除了上述三种叙事模式 外，还有许多《圣经》

叙事模式都可以在“十七年”短篇小说中找到明晰

的对应。 比如，《启示录》营造了一个美妙的“新天

地”：魔鬼被击败，并“被捆绑一千年”，“使它不得

再迷惑列国”；神与人同在，并且“擦去他们一切的

眼 泪；不 再 有 死 亡，也 不 再 有 悲 哀、哭 号、疼 痛”。
“新天地”与黯淡、邪恶的旧世界形成了强烈比照，
正是这比照使得基督王获得合法性， 更是这比照

使得人们一刻也无法窒息于旧世界， 迫切渴求基

督为王，给人间换来春色一片。 为了宣传、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十七年” 短篇小说大量

运用了《启示录》模式，竭力铺排“旧”中国的惨绝

人寰，泼墨“新”中国的欣欣向荣。
就在不断的忆苦思甜中，“新” 中国成为融化

进每一国民血液的真切体认。 汪曾祺的 《羊舍一

夕》描写了几个孩子在党无远弗及的阳光照煦下，
经历过“旧”时代的风风雨雨，将会迅速、结实、精

壮地成长起来。 小说结尾处，“他们都睡了。 灯已经

灭了。 炉火也封住了。 但是从煤块的缝隙里，有隐

隐的火光在泄漏”。 温暖、柔和的火光正是“新”时

代最贴切的写真。 因此，这篇小说看似冲淡，却和

十七年整体氛围相一致。 笔者甚至认为，这种冲淡

纯美的境界正是“十七年”最需要、最理想的状态。
看来，汪曾祺还是深谙“十七年”的三昧的。

新旧世界的 比照不仅存 在于新旧中 国之间，
还存在于“新”中国建设的历程中。 因为“新”中国

建设是一个不断地扬弃旧我、走向新我的旅程，或

者说，革命得以生生不息有赖于《启示录》模式不

间断的应用。 比如，西戎的《宋老大进城》极力铺写

宋老大们入社后的殷实、和谐，单干户王发祥的处

处碰壁、捉襟见肘，并在比照中告诉我们，入社前

后实在是新旧两重天， 合作化是一场不亚于 1949
年之前的伟大革命。 小说结尾，宋老大以新世界老

居民的优越心态对王发祥说：“别的路走不通，绕

来跳去，还是得走这条路！ 哈哈……”还有比这更

移动人心、耸动听闻的情感动员吗？ 其他如艾芜的

《野牛寨———南行记续编之一》、陈桂珍的《钟声》、
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欧

阳山的《金牛和笑女》、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等，
都是《启示录》模式的经典运用。

当然，《圣经》叙事模式在“十七年”短篇小 说

中的应用并不是相互排斥、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

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比如欧阳山的《金牛和

笑女》既是《启示录》模式，也可看作浪子回头模式

的反证———笑女这个浪子终究没有回头， 因此不

得善终。 多重模式的叠合式应用，使得这些小说对

于共和国政权伦理基础的奠定和情感的总动员起

到了事半功倍的功效。

四、结 语

“十七年”是全面的集体主义时代。 按照哈耶

克的说法，集体主义时代“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

服务， 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

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的‘一

体化’”[5](P146-147)。 “十七年”短篇小说作为重要的集体

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对于促成全民“一体化”
可谓功莫大焉。 而这些小说之所以能起如此功效，
离不开作家们对“浪子回头”等《圣经》叙事模式的

熟练应用。 意识形态宣传和宗教教义有深层的契

合处？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十七年”作家们都熟读

了《圣经》，但是，当他们与宗教家有着相同的出发

点和目标时，叙事模式的雷同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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