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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印地语文学界出现了 “边

区文学 ”的风潮。在这一文学派别当中 ,小说是最

主要的创作样式 。边区小说可以说是印地语农村

题材小说的一种类型 。印地语小说界以农村为题

材创作小说的传统早在边区小说之前就已经开始

了 ,有不少印地语作家创作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

小说 ,普列姆昌德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他创作

过不少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 ,如 《冬夜》、《半斤小

麦 》、《地主的水井 》等 。 《博爱新村》是他的第一部

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他的《戈丹 》更

是被称为描写 “印度农村的一部史诗 ”①。独立运

动期间 ,圣雄甘地等领导人提出了 “回到农村去”

的口号 ,许多作家的目光开始从城市逐渐转向农

村 。独立后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长久以

来封闭落后的印度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

外部世界的冲击 。这给农村地区尤其是长期以来

处在很多人视线之外的广大边区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 。另外 ,随着城市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物价上

涨 ,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也日益增多 ,在种种压力

下 ,不少作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落后的农村生活。

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边区文学的

潮流也并不奇怪 。小说家们选择落后的边区作为

小说的发生地 ,描绘了居住在那里的被忽视的人们

生活中的问题 、他们内心里朦胧的希望以及由于贫

穷和愚昧而产生的各种丑陋现象 ,同时也表现了这

些边区居民中存在的人性的美 。以雷努 、那加尔久

那为代表的一些边区小说家创作了很多作品 ,如雷

努的《肮脏的裙裾 》、《荒土地的故事》以及那加尔

久那的 《伯尔金马 》等 。

雷努的边区小说与印地语界以往的农村题材

的小说大不相同 。印地语界关于 “边区小说 ”的提

法 ,是在雷努的第一部小说 《肮脏的裙裾 》发表之

后开始提出的。而印度边区小说创作的热潮 ,也是

在此后形成的。印地语界对究竟哪一部小说才是

“边区小说 ”的开始也有过不少争论 。有的人认为

是《拉姆拉尔 》(1914),也有的人认为是希沃布金

·萨哈耶的 《农村世界 》(1926),还有的人认为是

尼拉腊的《牧羊人比勒苏尔 》(1944)。但是绝大多

数的人还是认为雷努的 《肮脏的裙裾 》才是印地语

的第一部边区小说。总体来说 ,雷努的边区小说可

以列入现实主义小说之中 ,他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

普列姆昌德的现实主义传统 ,但是由于他在创作风

格和技巧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 ,使得他所创

作的小说又与后者有很大的不同 ,无论是在叙述方

法 、情节设置上 ,还是在人物刻画 、语言风格上 。

“雷努的小说创作在印地语小说史上有着自己独

特的意义。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艺术成就的

角度看 ,其意义都是重大的。雷努通过长篇小说

《肮脏的裙裾 》奠定了边区小说的基础 ,使边区小

说成为印地语小说领域中新的潮流和新的转折点

……”②因此他的小说一经问世 ,就在印地语文坛

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而边区小说也作为一种新的小

说类型风靡于五六十年代的印地语文坛 。因此 ,对

这一文学流派的开创者雷努的边区小说创作进行

深入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中 ,笔者将从

雷努的边区小说创作情况 、作品中所展现的边区风

貌 、叙事风格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论

述。

一　雷努的生平及边区小说创作概况

雷努 ,全名帕尼什瓦尔那特 ·雷努 ,是印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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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印地语作家。他于 1921年 3月 4日出生于印度

比哈尔邦普尔尼亚县的奥拉希兴格那村的一个农

民家庭 。家中虽有些土地 ,但并不富裕。由于是长

子 ,父亲送他上了学。他曾先后在比哈尔邦的法尔

比斯甘吉 、尼泊尔的维拉特城接受小学和中学教

育 。 1940年进入贝拿勒斯的印度教徒大学学习。

与其他许多同时代的印度作家一样 ,雷努也全心全

意地参加了印度争取自治的斗争。 1942年 ,他放

弃学业参加了著名的 “退出印度运动”并因此被捕

入狱 , 1944年获释。 1950年 ,雷努参加了尼泊尔人

民摆脱国王暴政 ,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 1952年

至 1953年间 ,由于受到肺病的侵扰 ,他主要居住在

比哈尔休养。 1954年 ,他又积极参加了由杰 ·伯

勒卡什领导的全国性运动。此后一直居住在比哈

尔邦从事文学写作。 20世纪 70年代初 ,雷努重新

进入政治舞台 ,并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比

哈尔邦立法会议的选举 ,但未获成功 。 1974年 ,为

抗议巴特那警察殴打人民党积极分子的暴行 ,雷努

将政府授予他的文学奖退回 ,并拒绝领取政府津

贴 。 1975年参加了反对紧急状态的抗议活动 ,再

次被捕入狱。之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 于

1977年 4月 12日病逝 ,年仅 56岁。

与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样 ,雷努在文学创作

方面也很积极。雷努大约从 15岁就开始尝试写作

短篇小说和诗歌 ,在所就读的学校里总是文学活动

的积极参与者。但是雷努真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还是在 194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 《榕树老爹》、《角

斗士的鼓 》以及报告文学 《肆虐的科西河 》之后。

此后他一直不间断地从事文学创作。 1954年雷努

的第一部长篇边区小说 ,也是他的成名作 《肮脏的

裙裾》发表 ,在印地语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 1955

年 , 《肮脏的裙裾 》被评为该年度最佳小说 ,获总统

奖 。 1957年 ,雷努发表了第二部长篇边区小说 《荒

土地的故事 》。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几部长篇小

说 。如 1962年的 《长期苦修 》、1965年的 《游行 》、

1971年的 《多少十字路口 》①等 。另外 ,雷努还出

版了几部短篇小说集:《民歌 》(1959)、《初夜馨

香 》②(1967)、《食火者 》(1973)以及 《我最喜爱的

短篇小说》(1975)等 。雷努去世后 ,他的一些遗作

相继出版 ,其中包括长篇小说 《巴尔杜先生之路》

(1979);短篇小说集 《五月正午的阳光 》、《好人 》;

报告文学《债水财水》(1977)、《尼泊尔革命故事 》

(1977)以及回忆录 《杜勒西树的芳香 》等。 1995

年 ,印度国莲出版社出版了由帕勒德·雅雅沃尔主

编的 《雷努作品集》,共五卷 ,其中收录了雷努所有

发表的作品以及一些从未发表过的作品 。

二　雷努小说中展现的边区风貌

雷努小说中的取材具有典型的地域性 。所谓

“边区小说 ”,就是要表现某个特定边区在一定的

时间内的全景全貌。而雷努的边区小说中则展现

了比哈尔邦东北部普尔尼亚边区的自然风貌 、社会

政治经济状况 、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俗等 。

就像雷努在 《肮脏的裙裾 》前言中所说的 , “故事的

发生地是普尔尼亚。普尔尼亚是比哈尔邦的一个

地区 。它的一面是尼泊尔 ,另一面是巴基斯坦和西

孟加拉。当我们在南边划出桑塔尔族地区 ,在西边

划出米提拉地区的界线时 ,这些不同的分界线便勾

勒出了它的完整轮廓 。”③这一完整轮廓内的广大

边区便是雷努小说所要表现的对象。例如 《肮脏

的裙裾》讲述的是 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近两年的

时间里 ,普尔那尼亚地区的一个小村玛丽村所发生

的故事。 《荒土地的故事 》讲述的是 1955-1956

年间普尔尼亚地区伯朗布尔村的故事。在这两部

小说中雷努描绘了边区的政治 、经济 、宗教和社会

生活的全貌 。由于长期生活在比哈尔邦 ,雷努对边

区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熟悉 ,他看到了边区的土

地 、草木 、河湖 、农田以及居民最美丽的一面 ,同时

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由贫穷和愚昧导致的迷信 、偏

私 、堕落。正如他在 《肮脏的裙裾 》的前言中所说

的:“这里面有鲜花也有荆棘 ,有红粉也有尘埃 ,有

芬芳也有污秽 ,有美丽也有丑恶……我不能回避其

中的任何一个。”④

雷努的小说中不仅展现了边区的美景和众多

的人物 ,同样也展现了边区特殊的社会风俗习惯 。

雷努的小说中描写了许多阶层的风俗习惯 。 《肮

脏的裙裾》就展现了村里的高等种姓和低等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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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居住在村外的桑塔尔人的独

特风俗习惯等。低等种姓的人们在雨季来临之前

举行的祈雨仪式就非常独特。同样 ,高等种姓也有

自己的风俗和传统 。村里的寺院有自己独特的环

境 、风俗和制度。例如 ,寺院里有豢养女奴的传统 ,

《游行》里迁移来的孟加拉人也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和生活方式 。雷努通过对这些风俗习惯的描写 ,不

仅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边区色彩 ,也表现了边民的

价值观和信仰。

雷努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节日和歌舞的场面。

《肮脏的裙裾 》中表现了洒红节和独立节的场面。

在节日里人们经常自编歌舞 ,有时还请戏班子唱

戏 ,用这样的方式尽情地享受节日带给他们的快

乐 。例如 ,加利杰兰一伙人所表演的滑稽诗就不仅

映衬了洒红节的欢乐场面 ,也揭露了许多社会不公

现象。 《荒土地的故事 》中描绘了在吉登组织的伯

朗布尔村恢复民间文化活动的过程中 ,村子里举行

的跳绳会 、民间故事朗诵会以及赛歌会等场面 。这

些描写都使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边区文化的独特

魅力。

总的来说 ,雷努在他的边区小说中 ,用大量的

笔墨记述了普尔尼亚边区的宗教信仰状况 、节日庆

祝活动和民间文艺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习俗等 ,他的

作品被许多人认为是 “比哈尔邦东北部农村民俗

文化的教科书”。

三　雷努边区小说的叙事风格

雷努在边区小说中所使用的叙述视角与叙事

方式非常独特 ,这也是边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雷努在小说中既不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也不

使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 ,而是喜欢把事件 、人物

和故事片断一起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事件 、人物

和片断相互交织着向前发展 ,形成复杂的网状结

构 。在小说中 ,雷努既不对人物作特别的介绍 ,也

不对事件做特别的叙述 ,他似乎是将自己置身于整

个事件或是场景当中 。有时他像一个安静的旁观

者 ,有时又好像是事件中的一分子。他很少对事件

或者人物发表看法 ,而是让事件随着自己的节奏发

展 ,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 。在雷努的笔下 ,

人物和事件似乎不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出来

的 ,而是本来就存在的 ,只是由作者用笔墨将他们

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已 。

传统风格的小说家们在小说的开始习惯于对

人物和背景做一定篇幅的介绍 ,然后让事件或故事

情节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雷努的写作方法

与此正好相反。他把人物和事件一股脑地摆在读

者面前 ,而这些人物或事件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

再出现。人物和事件之间是流动的关系 ,一个人物

或事件出现之后可能很快就消失或退场了 ,紧接着

与之相关或是不相关的某个人物或是事件又登场

了。例如《肮脏的裙裾》第一章 ,为了在玛丽村建

造一个防疫站 ,地区来了几个人。按照一般的写作

方法 ,可以让情节这样发展:先介绍来丈量村里土

地的人物情况 ,在这些人来之前介绍村子的情况 ,

或者说一下这个村子的地理和历史情况 。然后在

介绍情况的同时把要在村里建立防疫站的消息通

知大家。然而雷努在小说中并没有使用这样的叙

述方式 ,而是借 “地区来人 ”这件事情创造了一个

戏剧性的冲突场面 ,把边区小村生活中深层次的一

个侧面表现出来了。作者没有直接说明地区来人

的来意 ,而是在村子里散布了这样的谣言 ——— “来

了几个大兵把杰特鲁抓走了 ,还把罗宾家井上的铁

桶也解下来拿走了 。”①为什么要散布这样的谣言

呢? 因为玛丽村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村子 ,他们分

不清军队士兵和地区官员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区

别。另外这个村子在 1942年的兵变时被波及 ,因

此只要是来了政府官员都会让人胆颤心惊 。就像

一粒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一样 ,作者用一个小小

的谣言在平静的小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这次

事件中 ,村子里许多阶层的人都露了面 ,而且展现

了各自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在这里并没有发表任何议论 ,只是让各种人物与自

己周围的人物一起自由地表演 。听到谣言之后 ,比

兰吉·达斯鼓起勇气走了出来。出了院门之后四

处望望 ,朝着东家巷的方向跑去。东家巷的税官维

什沃那特 ·普拉萨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吃了一

惊———“但是铁桶是哪儿来的呢 ? 准是偷的! 这

些混蛋们一定会再偷东西 ,给整个村子抹黑 。”②税

官先生余惊未了 , 却又转念想到罗宾家水桶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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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一方面交待了罗宾家的地位 ,同时也反把上等

阶层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消息

从东家巷传到了拉吉普特巷 ——— “加耶斯特巷的

维什沃那特和达达马巷的比兰吉被抓走了。地主

拉姆吉尔巴尔 ·辛赫说 ———这一次税官可有好看

的了。总是克扣土地税 。这一次也让他尝尝班房

的滋味 ”。① 就这么一句话就把辛赫对税官的嫉妒

态度展现得活灵活现 。 “亚德沃巷的人们听到消

息之后就把那个绰号 牺̀牲品'的巴尔代沃绑着来

了 。别让他跑了 ,绑紧点! 早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会

让整个村子都遭殃的 。”②就这样 ,作者只是轻描淡

写地用一个谣言作为线索就把小说中的环境 、人物

及其思想的复杂性表现了出来 。在这一章里 ,要建

立防疫站的消息一方面使读者认识了巴尔代沃 、税

官维什沃那特 、辛赫 、拉姆凯拉文 ·亚德沃等主要

人物 ,也使读者对他们在村子里面的地位和关系有

了初步了解 。维什沃那特即使是在这种紧急的情

况下也不放过剥削他人的机会。他把作为礼物送

给长官们的上等米和小羊所用的花费全算在了下

层人民头上 。巴尔代沃在被长官认出来之后他的

重要性一下子体现了出来 ,看到长官们态度的变

化 ,村子里的人也纷纷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

从上文可以看出 ,作者不是以一个全知的故事

解说者的身份向读者叙述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

所有情况 ,而是像一个编剧一样把人物和事件放在

舞台上 ,让人物自己表演 ,让事件自己发展 。虽然

作者在这里未作任何评论 ,但是读者已经可以从人

物的言行中对其性格有了初步了解 。这样的例子

在雷努的边区小说中随处可见 ,但是从 《肮脏的裙

裾 》第一章里我们对雷努小说的叙事风格也可以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雷努边区小说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 ,整个 “边

区 ”替代主要人物成为小说的 “主人公 ”。通过对

整个边区进行全方位的刻画 ,边区的全景生活替代

了人物和事件在小说中处于中心地位 。无论是在

《肮脏的裙裾》还是在 《荒土地的故事 》中 ,都找不

到一个特别明晰的主干故事 ,而是若干个大大小小

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整部小说不是围绕着主要人

物和主要情节来展开描写 ,而是由与多个人物相关

的多个小故事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即使如此 ,这

些内容在小说中的篇幅也不是很大 。作者的目的

是对整个边区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刻画 。这两部

小说中 ,涉及的人物都有一两百之多 ,即使是作者

着重刻画的人物也有十几人 。小说的故事情节看

起来分散而零碎 ,让读者很难把握小说的主线 。雷

努的边区小说读起来不如传统小说那样故事性强 ,

也许会使读者迷惑。但是这也是边区小说所以能

自成一派的主要原因 。作为边区小说的代表作家 ,

雷努在创作的时候试图捕捉和展现的是整个边区

在某一特定时间里的整个生活全景 ,因此凡是构成

这一全景生活的元素 ,雷努都想把它在小说中展现

出来 。这一点在以主要人物为基础构造情节的小

说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

四　雷努边区小说的语言特色

雷努的小说大多是使用印地语的迈提里方言

写成的 ,使用方言可以说是雷努对印地语小说语言

表述方式的扩展。虽然方言写作会给读者尤其是

外国读者带来很多困难 ,但我们从雷努的小说中读

出了浓郁的边区特色 。

小说语言的自然性成为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

特点 。从每个人物口中说出的语言可以展现这个

人的个性和特点 ,因此小说家们在创作时往往注意

使用适合人物的语言 。雷努小说中的会话就非常

有特色。雷努对小说中人物特色语言的要求很严

谨 ,同时也很注意对边区语言的使用。他的小说中

的人物语言能够使读者准确地了解这个人物 。人

物的个性 、内涵以及社会地位全都能够从语言中体

现出来。 《荒土地的故事 》中有些地方有不少英语

对白 ,是纯正的英语语句。同样 ,尼泊尔的英雄巴

尔伯迪亚的语言也充分展现了尼泊尔语的特色。

雷努喜欢根据人物和环境的不同使用多种语

言和说话技巧。他是根据人物的心理和所处的环

境来安排会话的简与繁 、长与短 、快与慢以及呆板

与幽默的。比如在 《肮脏的裙裾 》中 ,巴尔代沃由

于所受教育不多 ,说话的时候语言总是很简单 ,所

以雷努在处理他的讲话方式时 ,句子组织和词汇安

排中总是体现出简练 。而焦德克大叔是婆罗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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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方式就繁琐得多 。他从来不直接表达自己

的意思 ,说话时时常带着讽刺和嘲弄 。低等种姓的

女人们语言往往比较粗鲁 ,话语中常常带有骂人的

字眼。加利杰兰等社会党领导者的语言都很直接 ,

而且言语中蕴含着力量。 《荒土地的故事 》中鲁多

等党派领导者的语言中含有一些伪善的成分。另

外 ,这些小说中也有一些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

如拉克西米 、医生普勒祥德 、伯维德拉 、葛玛丽 、吉

檀德拉 、达吉玛妮等 ,这些人的语言充满了真 、善 、

美的色彩。诸如此类 ,在雷努的小说中 ,不同人物

的语言受不同个性的影响有多种形式和色彩。

上文已经说过 ,雷努在安排人物的时候从来不

让某一个人在某一地点停留很长时间 ,不同的人物

来去匆匆 ,因此表现在语言上 ,两个人物之间的对

话也不会很多 ,而且很多人的会话同时进行 ,有时

作者甚至根本不提究竟是谁在说话 ,读者只有仔细

分辨才有可能判断是谁。在这种情况下 ,人物的对

话自然很短小。而这些短小的对话间又相互覆盖 ,

形成了复杂的语言环境 。有时甚至看不出有人说

话 ,或者说觉得有人说了什么却不能确定是谁 。雷

努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种群体的会话。例如 《肮脏

的裙裾 》中 ,警察来抓加利杰兰时村民们的反应和

议论:

“快跑 ,快跑 ,军队……军队来了 !”

“啊 ,天哪 ,不是包红头巾的警察 ,是廓尔喀士

兵 !听说他们比白人士兵还厉害 ,打起人来往死里

打呢。 ……”

“哎 ,什么事 ? ……是谁在造谣?”

“不是造谣 ,是达达马巷的伯布阿跑来说的。

不信你问他 !”

“唉呀 ,听见了吗 ?汽车声 !”

“对 ,朝东家巷附近开过来了!”

“快跑 !红色的摩托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 。”

“往哪儿跑呢 ,车都已经来了!”
①

上面的这段话 ,就是典型的雷努风格的群体会

话。虽然读者看不出来究竟是什么人在说话 ,也不

知道是谁在对谁说 ,但是从对话当中我们却能体会

人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的好奇 、惊讶以及恐惧的复

杂心理。

雷努的小说语言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诙谐

幽默的色彩 ,有时还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例如 《肮

脏的裙裾 》中 ,在一次社会党的集会上 ,有人在台

上讲话:“……我们的红旗是工农的鲜血染成的!”

扶旗的村民巴德尔达斯听了此话大吃一惊 。巴德

尔达斯是毗湿奴派信徒 ,平时一点荤腥也不碰 。他

心想:“红旗是人血染成的? 呸! 加利杰兰毁了我

的清白!旗杆在我手里 ? ……他一下子就把旗子

摔在地上。天哪 !人血染成的红旗!”这一小段心

理活动的描写令人啼笑皆非。通过这样的描写 ,作

者一下子就把农民群众对政治宣传的无知体现出

来了 ,同时也暗示了农村中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盲

目性 。

雷努是一个语言大师 ,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游

刃有余。他对印地语小说语言做出了创造性的贡

献。因此 ,雷努被称为印地语边区小说的开创者 ,

是当之无愧的。

①　雷努著《肮脏的裙裾》 ,见帕勒德·雅雅沃尔编《雷努作品选》第二

卷第 112页 ,印度国莲出版社 , 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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