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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体小说一方面承继了超文本链接的构写方式，即将各种不同空间中的碎片信息拼接到一起的网

状文本，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了作者与叙述者合谋而成的叙述掌控，面对各种超载信息而能保持一种超

然态度，不妄加干涉故事进展的自由度与人物生活的自足性。张漫青的话语是一个不解之谜，不断挑战

读者的智商与认知。走在其中也可能一头扎进烟霭青漫漫、雨雾氤氲生的话语迷宫中，再也走不出来。

责任编辑：王 昉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青年批评家

这书太烧脑。烧脑书多矣，比如悬
疑推理、侦探科幻，尤以现代主义为甚，
比如“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乃至法
国“新小说”抑或美国“后现代主义小
说”，《此处死去几页》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谓一部超体小说。

超体小说一方面承继了超文本链
接的构写方式，即将各种不同空间中的
碎片信息（巴赫金所谓的“杂语”）拼接
到一起的网状文本，另一方面它又保持
了作者与叙述者合谋而成的叙述掌控，
面对各种超载信息而能保持一种超然
态度，不妄加干涉故事进展的自由度与
人物生活的自足性。

张漫青的话语是一个不解之谜，不
断挑战读者的智商与认知。走在其中
也可能一头扎进烟霭青漫漫、雨雾氤氲
生的话语迷宫中，再也走不出来。

既往对张漫青的理解和表述，易陷
入浮光掠影、草蛇灰线、绰约迷离、极
简冷酷等形式实验的评议覆辙。而今
《此处死去几页》依然以极简犀利的语
言，却设置了表面透明又暗中粘连的
纳米蛛网，“楚门的世界”大概也不过
如此吧。

对张漫青之谜一无所知，惟一能接
触到的是从短篇集《壁虎大街》到长篇
《走米》乃至《此处死去几页》的各个文
本语言极简而又复沓，开放式结尾而又
回味无穷，总有一根若隐若现、似真似
幻的弧线，虚虚实实贯穿起来。那线团
倒也经纬分明，应属于张漫青自我认知
和个体记忆的肋骨，而其历历可数的脉
络，又自营织缀出一畦多维度棋盘状的
超体世界。

《此处死去几页》的外围属于秦非
打发颜一释去替他卖力寻找小幽的拟
侦探仿推理故事。“秦非”拟称“飞禽”，
亦称“非亲”。“颜一释”也叫“一实验”，
只不过一个工具而已，他相当于织布的
梭子，上则串联起“秦非/小幽”这一组
合，下则关联起蔡小鱼、老黑诸人，中则
与内嵌文本《此处死去几页》构成了互
文对照。

如此至少三层文本中，都萦绕着
“张漫青”如影相随的踪迹。无论小幽
自身的巫灵形象，抑或蔡小鱼的妖魅状
貌，甚或《此处死去几页》这一嵌入文本
的叙述者，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Z”到

底是谁的问题。
当然“Z”是否“张漫青”之“张”

(zhang)的声母，确实无关紧要，毕竟索
隐派在从20世纪现代主义兴起以来之
于小说阅读俨然并无多少创见，至多占
据一下当下标题党们冠以噱头的公众
号文字而已，遑论隐含作者“张漫青”操
控的叙述者有意设置的极具阻拒性的
叙事谜团了。

张漫青的小说一方面自觉过滤了
某些不必要的移情手段和自我影射，

一方面那游戏意味十足的叙事路径总
会让你步入误区，以至于产生歧路亡
羊的慨叹与迷思。这或许意味着超体
小说用以结构原型母题的形式美学，
本为词语的迷津、探秘的鸟道、窥视
的障壁、猜疑的围墙，至此你又不期
然堕入了“解构主义”的环形线和涡
旋纹。

爱和死如此纠结一团，搓成的绳索
捆绑了你我视线之同时，更化为了绵绵
细雨，笼罩并弥漫在文本世界的上下内

外。“寻找小幽”的情节线，实质也成了
一个量子纠缠式的主题。这个主题在
于小幽似死非死、似在不在。即便消逝
的也仅仅是肉体时间，而其名称则活在
超体文本内外，并若隐若现、惝恍迷离，
最终用多维故事时间，战胜了单线寻常
时间。

或者说，小幽本来是秦非与张天
意、老黑，乃至蔡小鱼们共同合谋的一
个人设符号，生活在“风马牛不相及”的

“风马镇”即意味着白马非马，小幽犹如
张漫青杜撰的一个幽灵符号主体，通过
架空个人历史而又再编码成的一个近
似“宝玉/黛玉/宝钗”之类“玉器”所指
谓的意符，于超体文本世界中成为了令
人魂牵梦绕的审美形象。

语象成为意象，意象成为形象，三
种不同的表征方式，未尝不意味着量子
叠加态现象的存在。“薛定谔的猫”不过
是一个符号主体的遭遇，这符号的幽灵
如芯片一样植入我们的思维区域，偶尔
以多巴胺的方式作祟，诱导我们或唆使
我们不断反观自身生命所负载的能量
与信息，从而豁然开朗，洞悉那世事如
烟、悲欣交集的无常命运。张漫青之
谜，即在于此。

意识的本质近似量子纠缠，而语言
又是意识的物质外壳，抑或说量子时
代，物质和非物质区分似不再过多纠
结，语言不仅是家园，更是实体和实在
界。人大脑里面的思维机制和量子纠

缠、量子叠加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量子测
不准原理告诉我们，

“我/你/她（他它）”是
不可测的”，“不可测”
保证了人类和机器人的本质区别，即人
类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

语言从此赋予自身一种得意忘
言、得鱼忘筌的量子形象，犹如《此
处死去几页》中的小幽方生方死、在
此在彼、似是而非的永恒瞬间：当我
们闭上眼睛不想她的时候，她是波的
形态，一旦我们睁开眼睛循着秦非、
颜一释等角色的目光去观察和描述、
回忆和追寻她时，她立刻坍缩成了粒
子状态。颇具波粒二象性，甚于量子
叠加态。

《此处死去几页》的量子化叙事手
法，除了以多重可能世界取代实在世
界外，还存在着量子纠缠般的交互式
设计：

其一，游戏性替代叙事性，沉浸
感赛过压迫感。《此处死去几页》作为
一部超体小说，一直尝试着像电子游
戏那样，让观众参与到整个作品当中
来，而毫不顾忌“游戏性”是否会对

“叙事性”产生不良干扰，最终达到的
效果亦是沉浸感十足。读者一旦沐雨
来访，恍然身临其境，油然忘乎所
以，以至于蓦然间，随手戴上适合自
己的角色面具，最终成为故事之一

员，从而生成新的鲜活主体。
其次，互动性取代主导性。《此处

死去几页》是一部交互式叙事的游戏
作品：它通过对时间的各种操纵（时
间停止、时间盾牌、时间循环等），意
图完成对于整个主人公小幽的背景、
身份特点、性格气质及兴趣爱好、迷
失路径的再现。但 《此处死去几页》
又不仅仅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交互式
叙事：它植入了元小说的芯片主脑，
加入了网络文学论坛的空间，植入了
篇幅很长的电影剧本，无不体现着张
漫青想要带给读者更加深刻的心灵冲
击和颠覆传统叙事的震撼体验。

《此处死去几页》 中还洋溢着各
种方言杂语。方言经由人物之口播
撒出来，充溢着原生态的粗鄙与生
猛、戏谑与怪诞。方言以难以规训
的在场滚动和凭空插入、突兀强悍，
完成了对言说主体和聆听主体等形象
的重塑。它所构造的原生场，本然就
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小型公共领域。
某种程度上，方言犹如局外人，在本
土这一超然飞地，上演着饮食男女的
生死疲劳好戏。

（作者单位：浙江丽水学院）

从空间叙事到文化含义从空间叙事到文化含义

人生存人生存、、生活于具体的空间之中生活于具体的空间之中，，并以其行并以其行
为方式与空间建立复杂联系为方式与空间建立复杂联系。。人对空间的经营与人对空间的经营与
思虑决定着人的空间经验思虑决定着人的空间经验，，空间的历史亦即人的空间的历史亦即人的
空间经验的历史空间经验的历史。。与小说题目与小说题目《《海里岸上海里岸上》》一致一致，，
林森以林森以““海里海里””空间和空间和““岸上岸上””空间的章节切换作空间的章节切换作
为推动叙事的主要策略为推动叙事的主要策略：：

““海里海里””各章写老苏的出海故事各章写老苏的出海故事，，有旧时回忆有旧时回忆
里的冒险和收获里的冒险和收获，，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因生存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因生存时期
的患难真诚而深刻的患难真诚而深刻，，老苏与父亲和祖辈之间的代老苏与父亲和祖辈之间的代
代相承代相承，，大吨位渔船的失事大吨位渔船的失事，，出海岁月里对妻子出海岁月里对妻子
的记挂的记挂，，曾椰子溺亡事件中长久的自责以及不出曾椰子溺亡事件中长久的自责以及不出
海之后老苏对大海的向往和自我的回归等等海之后老苏对大海的向往和自我的回归等等，，构构
成小说海洋题材的主线成小说海洋题材的主线。。

舟船是海里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舟船是海里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构建情构建情
节与叙事的具节与叙事的具体面貌体面貌。。古代小说中古代小说中，，舟船空间舟船空间
曾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文化含义曾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文化含义：：船头为外船头为外，，
船舱为内船舱为内；；前舱歇男前舱歇男，，后舱歇女后舱歇女；；客人入舱客人入舱，，船船
户当艄户当艄。。与古代舟船故事里的文化界线相重合与古代舟船故事里的文化界线相重合
的是的是，《，《海里岸上海里岸上》》延续着渔村多年的习俗延续着渔村多年的习俗，，““女女
人不能上船……因为女人人不能上船……因为女人上了渔船上了渔船，，导致渔船导致渔船
如何出事的传说如何出事的传说，，从未绝过从未绝过””。。壮年时期的老苏壮年时期的老苏，，
妻子是他颠簸劳顿中最苦的渴望妻子是他颠簸劳顿中最苦的渴望。。年纪渐大年纪渐大，，妻妻
子则是老苏讲述海上遭遇的忠实听众子则是老苏讲述海上遭遇的忠实听众。。小说写小说写
老苏一人的相思和遭遇老苏一人的相思和遭遇，，却也映衬着岸上女人却也映衬着岸上女人
可以想见的孤苦和担忧可以想见的孤苦和担忧，，渔村老百姓的生活便渔村老百姓的生活便

是如此平凡与动人是如此平凡与动人。。以舟船空间界线为切入点以舟船空间界线为切入点
的还有曾椰子溺亡后的描述的还有曾椰子溺亡后的描述，，为把尸体运回渔为把尸体运回渔
村村，，老苏把一艘挂在渔船上的小船抬上甲板老苏把一艘挂在渔船上的小船抬上甲板，，把把
曾椰子放进去曾椰子放进去，，再以大量海盐覆盖再以大量海盐覆盖，，再用铺在船再用铺在船
上睡觉的木板把小船盖住上睡觉的木板把小船盖住，，并以绳子将小船捆并以绳子将小船捆
住……我们习惯于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空间因住……我们习惯于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空间因
素在小说中的作用素在小说中的作用，，小说小说《《海里岸上海里岸上》》中中，，舟船空舟船空
间紧密勾连小说情节的展开间紧密勾连小说情节的展开，，而舟船空间的文而舟船空间的文
化属性则更为重要化属性则更为重要，，隐蔽的情感与思想隐蔽的情感与思想，，生存与生存与
生命的承担生命的承担，，无不成无不成为值得瞩目的文化为值得瞩目的文化含义含义。。

““岸上岸上””各章则以木麻黄林各章则以木麻黄林（（林里祖屋林里祖屋））和镇和镇

上间次区隔开上间次区隔开。。阿黄阿黄、、庆海爹的死庆海爹的死，，连同老苏的连同老苏的
木根雕塑木根雕塑，，代表着一代渔民的精神归宿和平民代表着一代渔民的精神归宿和平民
英雄的傲气与尊严英雄的傲气与尊严；；镇上的产业转型和老苏大镇上的产业转型和老苏大
儿子的生计直陈渔村传统的没落儿子的生计直陈渔村传统的没落，，宋记者的采宋记者的采
访和书法家的收藏均纠葛其中访和书法家的收藏均纠葛其中，，而老苏的言行而老苏的言行
取舍又生发出义利之辨的现代性光辉取舍又生发出义利之辨的现代性光辉———面对—面对
祖辈与传统祖辈与传统，，义是义是《《更路经更路经》》和旧罗盘和旧罗盘；；面对儿子面对儿子
与亲情与亲情，，义是帮衬义是帮衬、、解救和自我牺牲解救和自我牺牲。《。《海里岸海里岸
上上》》人物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传递出作人物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传递出作
者自身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者自身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渔民海事渔民海事
的扎实叙写中透露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的扎实叙写中透露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
在必然性在必然性———纵是利以生义—纵是利以生义，，最终也是义利同最终也是义利同
一一，，把把““义义””作为立人之本作为立人之本，，以义取利以义取利。。

以人文性敞开以人文性敞开

林森擅长以地域元素点缀小说的内在精神林森擅长以地域元素点缀小说的内在精神
韧性韧性，，作为海南本土作家作为海南本土作家，，林森的书写对象受一林森的书写对象受一
方水土点染方水土点染，，虽不作铺排的文化景观呈现虽不作铺排的文化景观呈现，，文本文本
最终映射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内里却难免原乡情最终映射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内里却难免原乡情
结里的地域书写惯性结里的地域书写惯性。。新作新作《《海里岸上海里岸上》》则实现则实现
了对此惯性的超越了对此惯性的超越，，作家以宽容的笔触叙写乡作家以宽容的笔触叙写乡
民精神状态民精神状态和传统礼俗文化的裂变和传统礼俗文化的裂变，，脱离文化脱离文化
保守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保守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静观疏离的体察态静观疏离的体察态
势势，，展现出作家逐渐展现出作家逐渐博大的气象博大的气象。。现代性难局现代性难局
中中，，固守符号化的碎片并不能使传统的乡土重固守符号化的碎片并不能使传统的乡土重
获生机获生机，，细碎的日子需要继续细碎的日子需要继续，，而生活日复一日而生活日复一日
的展开本身就已足够慰藉的展开本身就已足够慰藉。。正如小说里老苏为正如小说里老苏为
儿子生计被儿子生计被迫出卖祖传之物时对自我的精神迫出卖祖传之物时对自我的精神
开释开释：：““人最重要人最重要。。要是人都没了要是人都没了，，留着那东留着那东西西
也没用也没用。。卖给懂行的人卖给懂行的人，，可能保存得比留在我们可能保存得比留在我们
手中还好手中还好。《。《更路经更路经》》比人活得长比人活得长，，我早想清楚这我早想清楚这
事了事了。。””

《《更路经更路经》》和旧罗盘是文本中最为突出的文和旧罗盘是文本中最为突出的文
明象征明象征，，同时也是现代义利之辨下精神危机的直同时也是现代义利之辨下精神危机的直
接表征接表征。。小说里小说里，，砗磲加工产业在镇上发展了四砗磲加工产业在镇上发展了四
五年后被突然叫停五年后被突然叫停，，优化的生态观念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生态观念和经济结构
在一时间也造成了本土投资者的生存窘困在一时间也造成了本土投资者的生存窘困，，正如正如
传统无法抵挡现代性的强势进驻传统无法抵挡现代性的强势进驻，，陡然的物质解陡然的物质解
放也必将迎来纠错时的阵痛放也必将迎来纠错时的阵痛。。小说里小说里，，镇上的乡镇上的乡
民尽管哀号民尽管哀号，，却不抱怨却不抱怨，，就像老苏的大儿子尽管就像老苏的大儿子尽管
生活逼仄生活逼仄，，却无法向老苏开口变卖传家宝却无法向老苏开口变卖传家宝，，一如一如
老苏卖掉老苏卖掉《《更路经更路经》》和旧罗盘时而不多言自我内和旧罗盘时而不多言自我内
心的煎熬与疼惜心的煎熬与疼惜，，反正这两件东西真到反正这两件东西真到““自己要自己要
递出时递出时，，眼前空荡眼前空荡，，没人接手没人接手””，，不禁锢于具体物不禁锢于具体物
件去谈文明的接续或许更具有现实的人文性件去谈文明的接续或许更具有现实的人文性，，这这
也是小说里飞扬的大气象也是小说里飞扬的大气象。。

正是海里正是海里、、岸上的时光岸上的时光，，勾勒出老苏的一勾勒出老苏的一
生生，，小说在不断的插叙中使老苏的人物形象逐小说在不断的插叙中使老苏的人物形象逐
渐丰渐丰满满，，故事结尾极富感染力故事结尾极富感染力，，渔业成为小镇渔业成为小镇
旅游的新特色旅游的新特色，，暮年的老苏用手抄的暮年的老苏用手抄的《《更路经更路经》》
和新和新罗盘主罗盘主持了祭海仪式持了祭海仪式，，登上现代渔船出海登上现代渔船出海
的老苏抱着自己亲手打造的船型根雕竟然像的老苏抱着自己亲手打造的船型根雕竟然像
少年时那样晕少年时那样晕船船，，最终最终，，巡访于自己既定的海巡访于自己既定的海
上坟墓上坟墓。。

林森以往的小说侧重于民俗传统的真切回林森以往的小说侧重于民俗传统的真切回
归归，，而而《《海里岸上海里岸上》》的叙事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的叙事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
征征。。渔民在南海活动已有千百年渔民在南海活动已有千百年，，家家户户的家家户户的《《更更
路经路经》》记载着这片海域的历史地理记载着这片海域的历史地理，，礁盘礁盘、、暗沙和暗沙和
岛屿岛屿，，它们之间的距离和方向它们之间的距离和方向，，包括针对南海砗包括针对南海砗
磲磲、、珊瑚等的开采禁令珊瑚等的开采禁令，，无一不宣誓着主权无一不宣誓着主权：：““不不
说别的说别的，，我们一个小渔村我们一个小渔村，，这些年就有多少人葬这些年就有多少人葬
身在这片海里身在这片海里？？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我们从这片海里找吃食，，也把那也把那
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么多人还给了这片海，，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那么多祖宗的魂儿，，都游都游
荡在水里荡在水里，，这片海不是我们的这片海不是我们的，，是谁的是谁的？？””老苏在老苏在
传统渔业的退却和小镇旅游业的兴起中之所以传统渔业的退却和小镇旅游业的兴起中之所以

能稍显从容能稍显从容，，无疑也源自对南海主权的坚决捍卫无疑也源自对南海主权的坚决捍卫
和对这片海域发展的渴望与热爱和对这片海域发展的渴望与热爱，，心中有落寞但心中有落寞但
更有理解和支持更有理解和支持，，渔村有遗失却更有发展和收渔村有遗失却更有发展和收
获获，，这也是人类与海洋在现代背景下的和谐共处这也是人类与海洋在现代背景下的和谐共处
新模式新模式。。

此外此外，，海洋题材的创作中素有海洋民族传统海洋题材的创作中素有海洋民族传统
和爱国思想的底色和爱国思想的底色，，其中不乏象征着民族凝聚力其中不乏象征着民族凝聚力
和自豪感的海洋英雄形象和自豪感的海洋英雄形象。《。《海里岸上海里岸上》》中中，，老苏老苏
这一类的渔船船长形象这一类的渔船船长形象，，承载着船员的家庭生计承载着船员的家庭生计
和生命安全和生命安全，，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死亡随时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死亡，，有有
自珍自重的尊严和深入骨髓的傲气自珍自重的尊严和深入骨髓的傲气，，却又懂得急却又懂得急
流勇退流勇退、、敬畏海洋敬畏海洋，，因而得以避免大吨位渔船失因而得以避免大吨位渔船失
事那样的悲剧事那样的悲剧。。这样的平民英雄这样的平民英雄，，经年累月专于经年累月专于
生存生存，，情感朴素情感朴素，，举止坚定举止坚定，，即便在潜隐的转型潮即便在潜隐的转型潮
流中面临人伦传习的不可通约流中面临人伦传习的不可通约，，也以更为根本的也以更为根本的
人文性思虑迈向博大人文性思虑迈向博大———小说昭示着海洋的自—小说昭示着海洋的自
然空间与人文空间的新拓展然空间与人文空间的新拓展。。

近代以来近代以来，，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未能得以迅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未能得以迅
速发展速发展。。上世纪上世纪8080年代年代，，受时代潮流的推动受时代潮流的推动，，此此
类文学创作虽未脱离对固有文化的因袭和对西类文学创作虽未脱离对固有文化的因袭和对西
方文学的模仿困境方文学的模仿困境，，却也一度获得发展的契机却也一度获得发展的契机，，
开始超越功能性的束缚而趋向文学艺术的审美开始超越功能性的束缚而趋向文学艺术的审美
境界境界，，作家的文化积淀作家的文化积淀、、思想深度也随之迎来逐思想深度也随之迎来逐
渐完备的可能渐完备的可能。。当下当下，，中国的海洋题材创作已走中国的海洋题材创作已走
上独立发展的文学道路上独立发展的文学道路，，随着对海域自然空间的随着对海域自然空间的
深入探索深入探索、、人文空间的拓展和海洋观念的科学人文空间的拓展和海洋观念的科学
化化，，现实题材的海洋文学也呈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实题材的海洋文学也呈现出光明的前景。。
林森中篇新作林森中篇新作《《海里岸上海里岸上》》面向人与自然面向人与自然、、传统与传统与
现代声息共存的现实现代声息共存的现实，，看似艰难的处境却不缺乏看似艰难的处境却不缺乏
突围的精神力量突围的精神力量，，日常事体里的道义危机在潜隐日常事体里的道义危机在潜隐
的开阔中得以和解的开阔中得以和解，，而新的生活方式也显现出敞而新的生活方式也显现出敞
开的必要开的必要。。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曾伴随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社会文明的历史嬗变不断变化，从利用海洋、征服海洋，到

尊重海洋、亲近海洋，人类的海洋观念相应历经由求生到求真再到求善的探寻。同时，海洋题材的文学作品相应呈

现有经济上升时期人类顽强生存、不畏挑战的进取精神，拓展征服时期的掠夺欲望与不屈意志——而作品里近来

所展现的人类对海洋愈发敬重与亲近，则显示出作家更为深层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对生命意义的本真祈愿，人类与

海洋和谐共处、海里岸上的美好前景等核心内容构成海洋题材创作的新风貌。《人民文学》于2018年第9期刊发的

林森中篇新作《海里岸上》便是这一向度上的佳作，不断切换的空间叙事和义利之辨的现代意义，以及平民英雄的

朴素情感，构成小说的文学张力和精神难度。

林森《海里岸上》：

空间叙事与意蕴敞开
□赵 依

超体小说超体小说，，量子叙事量子叙事
————评张漫青评张漫青《《此处死去几页此处死去几页》》 □□肖肖 涛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