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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紫，鲁迅文学院第九届、第二
十八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会
员，山东省签约作家。创作长篇小
说《好日子就要来了》《隐形的父
亲》，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
习的爱情》《白猫》等6部。曾荣获
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山东
省泰山文艺奖、中篇小说月报奖
等奖项。

冷峻叙事中幽暗的独白——东紫小说论 □张静静

东紫是一名药剂师，她工作在一个最具人生

悲喜的地方——医院。人的生老病死在这里以戏

剧化的方式呈现，中国传统的医者仁心意味着救

死扶伤的仁义，而现代医疗冰冷的制度则在金钱

和道义之间让从医者陷入纠结。在这样的工作环

境中，文学成为东紫对抗医院——这个压抑且沉

重之意象的某种方式，写作对她而言更多意味着

从这种氛围中抽身、延展和超脱。在回顾自己的

创作之路时她说写作能够安慰生命的恐慌，能够

成为生命的支撑，事实上，写作不仅是作为医生

身份的东紫对自我的一种精神调节，而且意味着

她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医者”，她通过文本表达自己

对于生存经验的理解和观照，在文本的形式和结构

中开放自身的精神和情感空间，力图从更多的维

度上拓展对于生存和生命的期望与祈福。

日常经验的讲述者：叙事线索、
结构与故事的背后

东紫的写作行走在日常经验之中，拥有自己

独特的叙事方式。她的小说习惯从故事层面进入

日常，在一件小事中写出世事无常的一波三折，在

有条不紊的进展中，讲述者让故事和人物轮番登

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呈现人间的一幕幕悲喜剧。

首先，东紫是一个耐心的叙述者，她的叙事

线索从来不是单一的，很多作品的故事线索枝蔓

丛生，或者由一条线索引起另一条线索，比如《被

复习的爱情》中由梁紫月的婚姻生活引起四个女

人的情感故事；《穿堂风》里由王子丹的婚外恋引

起父亲同样由于婚外恋而自杀的真相；《春茶》里

一盒春茶牵引出一个平日被视为贤妻良母的女

人的出轨。又或者其作品的故事线索错综复杂，

在不同的节点上与人物的命运交错在一起，由此

故事摇曳生姿。《正午》里人物有梁鑫、儿子王梁

伟、女友傅小雪、怪爷爷和收养的结实等等，通过

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书写着不同的主题，既包含

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青年人的恋爱、职业

选择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又对人物的灵魂进行拷

问和救赎。其次，东紫经常把两个对比的故事线

索并置，构筑出双声调的叙事结构，由此在对立

的审美情境中呈现对于善恶、美丑的理解。如《白

猫》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离婚独居的“我”与儿子

难以跨越的隔阂，以及个人情感生活的失败；另

一条是白猫的故事线索，比起人与人之间的薄情

寡义，人与猫、猫与猫之间却情谊深厚。两相对

照，人心的不堪一览无余。《乐乐》里武立国、牟琴

夫妇与秦城、黄芬芳之间对待乐乐的态度有天渊

之别，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在对比中更加鲜明。再

次，东紫叙事的逻辑和线索行进在丰富饱满的细

节摹写中。即使在《梦里桃花源》《我被大鸟绑架》

《一棵韭菜的战争》这些有着先锋特点的小说里，

她善于以真实写荒诞，让人读来不寒而栗。同时

她的细节描写尤其在凸显人物心理方面很见功

力，如《在楼群里歌唱》中农民工李守志在垃圾箱

里捡到一纸箱葡萄，而纸箱里还有一万元人民

币，主人公摇摆于占为己有还是物归原主之间，

东紫通过精准犀利的细节呈现，刻画了主人公细

微的心理变化，让小说充溢着心理的张力。最后，

东紫的故事展开之际是一个人生大舞台，各色人

物在她设置的情境下依次登场，故事的背后有深

意。谜底并不重要，而在接近谜底的过程中东紫

用她犀利冷峻的描述将人性的伪装一层层撕下，

让我们看到现实及人性的内里。《珍珠树上》的故

事从一楼的叮当爷爷发现珍珠树上的安全套开

始，楼里每家住户的日常生活由此铺展开来，随

着故事的进展渐次掀开每个人平日里的伪装，复

杂的人性得以集中呈现。

爱的幻灭与现代女性情感的迷惘

东紫的一部分作品从女性性别出发，聚焦于

女性的情感、家庭，在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抽

丝剥茧，塑造了众多被爱、婚姻和家庭所伤害的

女性形象。作家以同情的笔触写出了一地鸡毛的

日常生活中女人的焦虑、慌张与尴尬，同时透过

婚姻与情感的棱镜折射出当下社会浮躁混乱的

精神状况。

《被复习的爱情》中梁紫月本是信奉爱情的

女人，为了爱情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但巨大的

牺牲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幸福生活，离开舞台的

她在单位小心翼翼揣测着领导的心思，卖力地干

着费力不讨好的事，工作不如意，婚姻又陷入危

机。男人从一个有艺术追求的画家变成一个挣钱

机器，越来越冷漠。闺蜜箫音、辛如、张燕的情感

生活也是一败涂地。辛如奔着爱情嫁给比自己大

20多岁的男人，结果成了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

金丝雀，她想反抗，却又不得不在母亲的巨额医

疗费面前放弃努力。相信爱情的张燕爱上有家室

的男人，8年的时间里付出自己的全部，却仍旧

在男人言不由衷的承诺里无望地等待着。箫音看

似洒脱，实则对爱情抱着绝望的态度，最后选择

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春茶》里的梅云是家人朋

友同事眼中公认的好女人，却不可思议地偶然出

轨，她所倾慕的男人身居高位，而对于男人来说，

这仅仅是一夜风流的艳遇。《赏心乐事谁家院》里

曾经相濡以沫的感情也还是敌不过现实的诱惑，

60多岁的男人找了年轻貌美的姑娘，为此要和

妻子离婚。女人不明白青梅竹马的男人何以说变

就变。在东紫的笔下，这些故事中的男人们从来

不考虑女人们的感受，年轻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

能够忍辱负重、上伺候老下抚养小，像顶梁柱一

样的女人，年老的时候又需要年轻姑娘来证明自

己，于是女人与爱情被物质化、欲望化、工具化。

在爱情的幻灭和婚姻的破灭中，作家以文学

的方式追问了后娜拉时代——现代女性的自我

和命运。在《被复习的爱情》《春茶》《同床共枕》

《好日子就要来了》《赏心乐事谁家院》等作品中

东紫塑造出一系列女性形象。例如陷入中年婚姻

危机的梁紫月、平日温柔贤惠但又飞蛾扑火般地

红杏出墙的梅云、试图挽救自己的婚姻而最终失

败的冉月出、从乡村来到城市希冀努力过上好日

子的王小丫等，这些不同性情、不同年龄、不同经

历的女性无一例外地都面临爱情的破产、婚姻的

失败和个体命运的悲惨。作家直面当下女性爱情

和婚姻中的痼疾，笔墨冷静而锐利，充满着对于

女性身份与命运的关爱和同情。

多重题材、多变主题和多层隐
喻中的冷峻和悲悯

东紫是一位女性作家，她的文本有很多女性

写作鲜明的特质，如作品中天然地植入对于日常

生活主题的深度关注，对于日常经验敏锐的细节

刻画，对于女性精神世界细腻的把握等等。但是

东紫的写作视角不仅仅限于女性，她试图通过人

物和细节来展示日常经验中人的不完整、人性的

缺陷和命运的诡异，从而向社会现实和人类本身

投去冷峻而悲悯的一瞥。

东紫的作品具有多变性，也可以说是一种灵

活性。早期接近于荒诞派风格的作品中她有卡夫

卡式的寓言、隐喻式写作，比如《梦里桃花源》《一

棵韭菜的战争》《我被大鸟绑架了》，而后她转向

写实风格，直指现实痼疾，如《传奇》《左左右右》

《春茶》《白猫》等。从题材看，东紫作品有涉及乡

村风俗伦理嬗变的叙事，也有城市生活流的剖析

与刻画。她笔下的人物充斥着混搭的多元风格，

比如普通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农村女孩、官场上

的各色人物、小知识分子等等；从主题看，她的作

品涉及众多当下的热议话题，比如食品安全、环

境污染、婚外恋、儿童教育等，可见东紫是一位对

现实问题极为敏感的作家，执著于对社会、文化、

人性的关注和思考，勘探着当下时代的精神状

况。在她的犀利目光下，这是一个“病”了的时代，

生活其中的是“病”了的人。

东紫的写作风格是冷静、犀利和理性的，面

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痼疾，她像是一位医术高明

的医生，分析社会机体的病灶，给出关于世道人

心的病相报告，于是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在她的

笔下，风生水起，波澜起伏，凸显东紫作品的与众

不同。《春茶》里所围绕的那盒茶叶其实是假的，

办公室里平时看似一团和气，而实质上却处处是

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升迁，陷

入各种明里暗里的勾心斗角，书写出权力下人的

异化。一盒假茶叶折射出爱情、同事之情的虚假。

《传奇》里黄老五有着陈奂生的影子，因为省长要

吃炒鸡，有幸进了一次五星酒店，见了世面，而后

亲自给省长做了一盘炒鸡，成为他一生中最辉煌

的时刻，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因为省长大人惦记着

20年前吃过的炒鸡，下面的官员溜须拍马，他们

对上卑躬屈膝，对下耀武扬威，领导视察时弄虚作

假，为了领导的突发奇想更是兴师动众，一一排

查，把全市开了多年炒鸡店的厨师请到酒店现场

制作。东紫通过这一闹剧戏谑、反讽地写出了生活

乱象。即使在寓言式、隐喻式的作品里，她同样旨

在揭露假象和谎言，锋芒直指现实。

东紫敢于对现实发言，她嫉恶如仇，在呈现

社会和人性的丑陋、黑暗和卑劣时毫不手软。她

意识到作家一味地书写现实的恶远远不够，需要

在诊断社会各种病症后开出救治的药方。在《相

互温暖》《正午》《在楼群中歌唱》等作品里东紫把

希望放在一群执拗的人身上。《相互温暖》里的姚

遥本是被发配到荒凉之地的卫生员，与同是天涯

沦落人的岳非相识后互相搀扶鼓励，当岳非精神

分裂触电而亡后，她最后选择在机关大门前静

坐，一定要为遭受诬陷含冤而死的岳非讨回公

道。《正午》里的妇产科医生梁鑫因为20年前的

一桩事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即便可以用执行计

划生育政策的理由作为托词，她依旧拷问自己的

灵魂。《在楼群中歌唱》里李守志、朱桂芹夫妇在

城市里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在一万元钱面前经历

了忐忑、动摇及最终的释怀，李守志决定把钱还

给真正丢钱的人。这些作品里的人物因为坚守自

己的原则而显得不合时宜，梁鑫与“良心”同音，

人要有良知，有底线，李守志要守的是善良，守的

是不义之财不能取、人要活得亮堂的古训。于是，

作品暗淡的基调里有了暖色的底子，体现出东紫

温情悲悯的一面。

结 语

东紫写作和代际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她

的写作却在叙述个人化经验中呈现出向外延展

的姿态。她的写作面向生活的真实，日常经验中

的破损、暗伤和病痛都聚拢在笔端。在一个属于

作家的剖析和反思的叙事空间中，东紫以文字来

唤醒黑暗中的人性，温暖那些陷入冰冷现世生存

的“病人”。东紫又是理智而冷静的写作者，她以

医者的冷静揭开人性温情脉脉的面纱，各类伪装

和表演在叵测的命运中被撕裂，人性的可怜可

悲、人心的龌龊丑陋和生活的千疮百孔都在精心

设置的故事空间一一呈现。

东紫的写作行走在现代生活幽深而怅惘的

褶皱中，在熟悉而间离的文学书写中，东紫的写

作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从女性经验出发，在

多层面的主题和题材中游走，从代际的城市经验

到触及现实深层的各类社会关怀，她成为一个具

备独特叙事风格和文本实践的作家。东紫出色的

文本叙事能力让她用文字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故

事网络，但在某种程度上，过度的模拟和还原生

活也会影响文学本质真实的表达。如何以艺术和

审美的方式去照亮生活，并在文学的烛照中构建

自我的文学表达方式和风格特色？这是东紫的写

作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以东紫目前已经取得

的创作成就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她的写作

依然有着可以继续前行的巨大空间。

与东紫有关，七个片段及其他
□范 玮

1 某年，在济南开会。我的芳邻正是东紫，那是我们的

第一次相遇。等待开会时，东紫掏出笔，在桌签上的

空白处画小猫，她画得很生动，不一会儿，东紫名字周围已经爬

满了白猫和黑猫，其中一只爪子摁着东字的一点，正在玩耍。

后来，我就看到了东紫的小说《白猫》。而我和东紫却“人

生若只如初见”，相逢点头招呼，微笑也不过是点头之交的标

配。我和东紫的友谊也一直在认识的起点原地踏步。

2 在山师附近的一家餐厅，我们和东紫赴饭局。席间我

顺嘴溜出的乡下口音将一个词音发错，东紫笑得花

枝乱颤，拍着我的肩膀，模仿我的发音，嘲谑半天。在外人看

来，我俩俨然好友，其实那不过是两个点头之交的人，心照不

宣的默契，安慰主人的盛情。

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跟东紫仅仅是

认而识之。用佛教的说法，我认识的，只是她的“色身”。尽管这

个“色身”表现出的美德和自身的美丽一样显眼，正如“好人戚

慧贞”业已江湖尽知。

3 东紫给大家送书，扉页上有她提前写好的题签，字很

漂亮。东紫跟我索书，我口头应允，却没有给。除了自

卑心作祟，我真的以为那是东紫的客套，这太符合她的风格，

一贯的体贴，甚而入微。

后来东紫在别的朋友那里发现了我的书，借走。我才知道

误会了她。她是认真的。她的认真也是彻底的。看出我缺乏历

史知识的储备，竟郑重其事地送了我一套讲谈社十卷本的

《中国的历史》，看出别人有“病”，便主动送“药”，这就是东紫

的风格。

初读东紫的“少作”，顿生惊悸。文字尖锐而生猛，有赶尽

杀绝的雄霸之气。她不是孤胆拼杀的流寇莽撞地使出洪荒之

力，而是找准了被讨伐者的命门，进而挑筋刺穴、直捣黄龙。年

轻时的东紫喜欢挑战巨大的事物，这并没有让人觉得她自不

量力。尖锐之后，尚能形成难得的开阔，倒是让她的小说具备

了罕见的文化深度。胡适说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中国作家多

是凭借肾火施放狼烟，向来缺乏将矛盾演绎到底的力量，而东

紫却成为个中例外。

我曾专门去搜看了她的一些创作谈，试图发现她力量的

来源，但东紫扯来扯去，惟独对精神思想闭口不谈，好像她空

诸依傍，又好像那些乃是与生俱来。

这让我失望，也更添好奇。

4 西藏采风，一行人都被圣洁的高原所触动，似乎感受

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接引，行走和沉思有别于过往。

去日喀则的车上，东紫、艾玛和我坐在后面，进行了一场深聊。

东紫把围巾铺在腿上，像布置一个小讲台。

在东紫的话语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东紫，被一道光照耀的

东紫。说到动情处，东紫哽咽落泪。我们离得那么近，但我不敢

看她的脸，只看见那些晶莹的泪珠在围巾上洇开。

那是一段有些“漫长”的路程，也是我们相互辨认的过程。

我想直到此时，我才认识了东紫，窥探到她精神力量的来路。

5 前年，我偶然闻悉一位老人的故事，心里萌发出一种

冲动，我相信与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的冲动没

有什么两样。老人藏着巨大的秘密，从北京把自己流放到乡

村，故意走进了生活的泥沼，他弄脏了自己的一生。但，我不知

道如何来“打开”老人的心扉。

最终还是东紫出手相助，她开着车像一个大侠从济南赶

来。就在我组织自我介绍的词语时，东紫直接跟老人说，您80

多了还这么帅，年轻时得帅得让多少人心慌呀。老人像孩子似

的羞涩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交谈意想不到地顺利，我处在

神秘的大幕被打开的激动中。当东紫问到我最关切的问题时，

老人沉默了，脸色越来越白，如果不是喉咙里发着嘶嘶的气流

声，他简直就像一个纸糊的人。东紫蹲下身，轻抚老人的膝盖，

就像抚摸一个孩子。

告辞后，东紫泪眼婆娑地跟我说，老范，不能再打扰他了，

他想一个人怀揣着秘密度过余生，这是他应有的尊严和体面。

6 东紫乔迁新居，我去参观，却被摁在榆木长凳上讨论

了半天小说。她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像审讯犯人一

样，要我对她的小说逐篇说出高见。我当然没啥高见，但能认

真说出自己的低见，好在总有那么几句说到她心头上，而且话

越狠，她越一副闻过则喜的样子。

这只是我们友谊的一个写照。东紫、艾玛和我在西藏一行

后，就结盟成亲密而有间的“铁三角”，聊小说，谈电影，经常吐

槽，偶尔八卦，互相鼓励，也互相打击。这个时候的东紫一反常

态，锐利、开通而活泼，完全像“爷们儿”，时间一长，这个印象

已经覆盖了她生活中的形象并被固化。有次和某作家聊到东

紫，他忽然说了句，东紫还是挺漂亮的。我不由得愣了一

下——哦，人家东紫是挺漂亮的。

7 某个冬日的夜晚，我和东紫通电话，说起一件旧事。

不料东紫突然检讨起自己来，我能听出东紫对自己

深深的失望。她像对待罪人一样蔑视自己。我当然不能说，越

高贵的灵魂羞耻感越重，只发问——你为什么不能像原谅别

人一样，来原谅自己。我也亲眼见证过她暗中帮助曾经的“敌

人”、玉成他人好事。铸剑为犁，以善化解恶，这就是东紫。

我也深信，一个能彻底审判自己的人，才会彻底原谅“敌人”。

认清东紫这个人，也就不难明白她的小说，那些靠近寓言

和神话一样有着人类自觉的小说，那些传达神谕的小说，那些

谜底写着“爱”的小说。即便是早期那些破坏力惊人的小说，也

是因为藏着深爱，才会有刻骨的恨。东紫心底的柔软是上天赐

予的最好介质，让她强烈的刚性不断淬火，让她和她的小说都

至柔至刚、韧性十足。

其实，恒久的深爱，才是她力量的来源。

□东 紫另种恐慌 ■印 象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几年前，我写过一个创作谈，也是发在《文艺报》，名字叫《写作——祛除生命

恐慌的药》。那时的我还算年轻。

年轻的生命，因为成长，总有虚空生出来。这种虚空常常像黑洞，吸着人很多

的精神，让你看自己就像看黑洞一样茫然无措——这条命就要老了，这条命还一

事无成，这条命就要白活了……类似的恐慌密密麻麻，时常像水一样没到我的下

巴。年轻的生命，又是偏刚偏脆的质地，在恐慌弥漫时，常有决绝逃避的念头出

现。但又明知是不可行的，遂生出更无奈的虚空和恐慌。恶性循环。直到在某个

夜晚，读见博尔赫斯的劝诫，把写作抓在手里，当药。

这药是管用的。它成为生命的依托，填充虚空，驱赶恐慌。2004年，在我最

困苦时，我的中篇《在珍珠树上》在《人民文学》刊发出来，那是我的第一味药，犹如

钢筋嵌入了即将坍塌的脊梁。有自己的声音在心底喊——你还有文学！文学的

声音在私语——你还有我！

这药开始了对我的陪伴。从青年到中年。虽没有特别努力地待它，但有它

在，心里是安稳的。它成为生命的真正托底。每当遭遇困苦，都有它在安慰——

一切都不白受，它们都是写作的养料，坚持下去。

这样一步步走来，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才明白这四个字的重量。它不但重还臃肿。是上有老病下有弱小

的生活臃肿，看起来很富态，却有气喘吁吁的辛劳。好在，生命在文学的陪伴下，

已度过了刚脆易折的时期，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也如巨石压在仓底，让自己不敢

任性飘摇。逐渐坚韧起来的生命，也逐渐减少了恐慌，已深知——这条命即使终

生做不出可骄傲的成就，也是没有资格刚脆的，它有责任有义务碌碌地活下去，尽

可能地散射温暖给周围的人，也愉快地接纳别人的散射。与人，彼此温暖。

就在生命的恐慌减轻，以为能心安理得地安度中年生活，在镜子里也已倦于

研究日渐衰老的容颜时，却于安稳里瞥见了自己的愧对。

对文学的愧对。

对写作的愧对。

犹如，愧对深爱你的人。

在春日早晨的茶香里或秋日黄昏的惬意仰躺中，蓦地意识到你的现世安稳岁

月静好，是由一个默默深爱你的人帮助支撑的，而你对他从没有回报对等的忠诚

和深爱。

虽然，十多年来也写了一些作品，有那么几个也曾获得了些认可和掌声，也曾

获得了几张奖状，也曾被人们称为作家。可是，这够吗？这是足够对等的回报

吗？这充其量只算你织了几条围巾，围在他的颈上，而已。他需要的应该也如他

所做的，默默的真诚如一的爱，兜底的爱。

这蓦然的回首，竟把自己看入了新的恐慌。愧对他人的恐慌。

文学，是亿万人的文学，但它也是每个个人的文学。

写作，是亿万人的写作，但它也是每个个人的写作。

我默默地回看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回看着默默地陪伴我支撑我帮我祛除生

命恐慌，帮我填充虚空，帮我坚韧精神的那个，一时竟泪流。感激而惭愧——这世

间除了你，还有谁能这样待我？在欢畅的青春消逝，在即将满面皱纹的痛苦中，还

有谁能陪伴我衰老的肉身和并不高尚的灵魂？陪伴我日渐累积的衰弱和苦困？

只有你。也只能是你。

我想，是该回报你对等的忠诚和深爱的时候了。虽然我已被衰老纠缠，我的

肉身也开始留恋安逸的生活。尤其是在因写作而腰背酸痛，头晕目眩时，安逸的

诱惑就会爬出来——受这罪干吗，何不像别家的女人一样，化化妆买买包，健健身

旅旅游。但转念我就会想起你待我的好，想起你曾经的支撑和陪伴。我就会陷入

新的恐慌。愧对你的恐慌。

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你，我会努力。努力去应付中年的辛劳，努力抵制安逸的

诱惑，努力回报你对等的忠诚和深爱。因为，我是个无法忍受自己愧对别人的

人。因为，我知道，只有这对等的忠诚和深爱，才能在我满面皱纹时有资格让你陪

伴我的灵魂。那时的我，灵魂不敢说是高尚的，但因为你一直的陪伴，它应该是干

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