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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玄普玄《《逃跑的老板逃跑的老板》》：：

从一个独特角度为时代留影从一个独特角度为时代留影
□□白白 烨烨

一直以中短篇小说写作见长的湖北

作家普玄，近年来开始转向长篇小说的

写作。继2017年写出长篇小说《疼痛吧，

指头》后，又于2018年推出长篇新作《逃跑

的老板》（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

版）。普玄的这部作品值得人们予以阅读和

重视。因为这部作品在“写什么”和“怎么

写”两个方面，都饶有新意，值得关注。

概要地说，《逃跑的老板》是描写生

意上遇到麻烦的现代农业公司老板胖子

陈三儿，迫不得已地带上患有自闭症的

儿子四处躲债逃跑的故事。但在这样一

个无比被动的艰窘状态中，作者普玄由

胖子陈三儿的躲债跑路经历，以及儿子

的片段回忆，串起了由私营企业的崛起

与浮沉为主线的生活流变，以及置身其

中的人们的奋斗与命运，从一个低端又

独特的角度，塑造了大大小小的弄潮儿

的形象，并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幢幢身影。

在“逃跑”中奔跑

《逃跑的老板》一开始，就是胖子陈

三儿带着罹患自闭症的儿子在上海街头

茫然行走，一边找着住处，一边接听电

话。结果，儿子在自己身边竟然走丢了，

电话那头又告知他女儿险些被讨债者绑

架走。胖子陈三儿在午夜的上海街头茫

然行走，“身上那股隐隐作痛的感觉又泛

起来。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倒霉的事一

个接着一个，让人不免为命运乖蹇的胖

子陈三儿揪心不已。

但人们看着看着，渐渐发现胖子陈

三儿对这样的“逃跑”之旅，越来越驾轻

就熟，越来越应对裕如。在上海盘桓不

久，他又辗转到了鄂东，找到了之前自己

曾给予过帮助的牟老板、王老板；后又跑

到襄江市，在马厂长当年留下的鱼塘住

了下来，先后约见了福建商人门里虫、

稻草人行长等；再后来，又跑到漳州特

区，找到老朋友徐院长与断臂妈咪。他

一路找人喝酒聊天，一路商讨如何东山

再起。至此，人们开始恍然大悟，胖子陈

三儿的逃跑之旅，在看似被动之中，其

实包含了许多主动的成分。他是借助这

种特殊方式，来交谊会友，重续友情，由

一个个老板友人的故事来回顾过往的经

历，梳理自己的纷乱思绪，总结应有的经

验教训。

因此，胖子陈三儿的被动逃跑，也可

看作是他的主动奔跑。他在这种特殊的

奔跑中，力求走出深陷的泥淖，来整理自

己的思绪，争取必要的时间，蓄积应有的

力量，寻找再起的机会。因此，枯坐，静

思，就是胖子陈三儿“逃跑”路上的常有

状态。正如他儿子所看到的那样：“胖子

陈三儿逃跑生涯的第一个夜晚是在枯坐

中度过的，他一分钟都没有睡。”作品在

写到胖子陈三儿侥幸逃脱竞争对手的围

堵又看到马厂长因反应慢了半拍就身陷

囹圄时，用了一个“飞”字来形容他醒悟

之后的人生追求：“他忽然间明白，必须

往上飞，哪怕飞断翅膀，也要往上飞。因

为他的脚下已经没有了行走的道路，道

路被大海淹住了。”“能飞要飞，不能飞也

要飞。”胖子陈三儿以“逃跑”的方式的奔

跑不已，实际上就是在践行自己“飞”的

想往。因此，被动的人生行旅，因为切合

了自己隐秘而坚定的理念，变得有了特

别的意味，乃至诗意的象征。

“忍受”中的担当

胖子陈三儿的选择“逃跑”，以及在这

一过程中无微不至地看护患有自闭症的

儿子，给他看病又求药，为他操心又操劳，

把胖子陈三儿作为父亲的不容易和不平

凡，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无以复加。

胖子陈三儿在“逃跑”路上的大部

分时间都带着他的自闭症儿子，不顾处

境多么艰难，不管别人的种种白眼。他

所以要执意带上儿子，一是怕竞争对手

绑架了自己的儿子，二是在“逃跑”途中

借由各种关系和机会为儿子的自闭症

寻医问药。自己本身已经自顾不暇，穷

于奔命，但仍然对儿子不离不弃，爱护

有加，哪怕成为自己的累赘。胖子陈三

儿由此把什么叫父亲，怎样做父亲，作

了最为完美的诠释。这里，父爱如山的

深挚亲情得到了十足的体现，良善为人

的人道情怀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一直

在忍受磨难和承受苦痛的胖子陈三儿，

于默默地“忍受”之中，渐渐凸显出他坚

定的人生担当。

胖子陈三儿在“逃跑”之前和之后，

还帮助过一些遇险遭难的企业家友人，

如牟老板、王老板、马厂长、徐院长等

等。这种患难之中的频频施以援手，使

得有情有义的胖子陈三儿在“逃跑”之

中，总是有人可找，有地可去，常有友人

相伴，贵人相帮。而从他们的交往来看，

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忍受”：“忍受”企

业竞争造成的种种矛盾，“忍受”经济纠

纷造成的种种代价。如果说胖子陈三儿

对自闭症儿子的“忍受”，还主要是个人

性的话，那么，对这种企业经营成败的

后果的“忍受”，就主要是社会性的了。

在这种“忍受”中，实际上显示出了胖子

陈三儿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责任担当。这

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私营企业家不

仅需要敢打敢拼的进取意识和过人胆

魄，还需要能够忍辱负重的胸怀和能够

卧薪尝胆的忍让。

苦难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厄运是一

种特别的历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

根说过：“幸运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

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培根论说文集》

第16页）。胖子陈三儿和他的企业家友

人正是在这种挫折与打击构成的苦难

与磨砺中，学会了坚忍，练就了坚强，并

使自己在意志上精神上取得收益和得

到成长。

“疼痛”的意味

胖子陈三儿带着自闭症儿子一路

“逃跑”，人们能看到他的狼狈囧相，却很

少看到他的幽怨与悲伤。其实，知父莫

如子，从他自闭症儿子的角度，却看出并

道出了胖子陈三儿深藏着疼痛与隐忍着

的伤痛。丟了儿子或者找到儿子，他“肯

定会大哭一场”。儿子在深夜被一阵打

耳光声惊醒，起来一看，是胖子陈三儿

“在黑暗里打自己耳光”，而且“忍着泪水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其实，无论是大哭

一场，还是打自己耳光，都是痛苦的宣

泄、疼痛的延宕。胖子陈三儿内心囤积了

多少疼痛，郁积了多少忧伤，确实只有他

自己知道。

其实，作品写到的牟老板、光头老

金、马老板，乃至知青出身的柴老板、高

老板，都有互打耳光或相互殴打的遭际，

都有自己“逃跑”或助人“逃跑”的经历，

都是一身债务加一腔怨气，而且无法言

说，无处发泄。但他们和胖子陈三儿一

样，都在默默忍受，自我消受，并相互帮

衬着渡过难关，彼此照应着艰难行进。作

品在这里，写出了私营企业家普遍的一

种人生形态，曲折多于顺遂,也写出了他

们常有的一种精神状态，隐忍多于畅快。

私营企业家如何不容易，如何不简单，由

此也可见一斑。

胖子陈三儿和他的企业家友人活的

如此辛酸，过得如此艰难，仅仅把这看成

是他们个人的特殊遭际，是显然不够的。

他们置身当下的社会里，活在当下的现

实中，他们的疼痛实际上是社会转型与

时代阵痛的折射。作品里不时闪现的有

关“时代势能”的断言，就是一个对时代

病症的如实感觉与切实诊断。因此，胖子

陈三儿他们所承受的伤痛、遭遇的苦痛，

既有他们自己的，也有属于企业的，更有

来自社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逃跑的

老板》因具有在反省自身中反思社会的

自省性与批判性，因而具有浓烈的现实

主义精神与强烈的现实意义。

胖子陈三儿和“兔子”哈利

《逃跑的老板》在作品的三个部分的

起首，都引述了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

代克的《兔子，跑吧》的相关名言名句。这

不只表明作者普玄对厄普代克的《兔子，

跑吧》特别钟爱，还在于《兔子，跑吧》一

作的意蕴与《逃跑的老板》的确有着诸多

的内在契合。普玄是以引述名言的方式

向厄普代克表示致敬，也是借此暗示自

己这部作品在文学追求上的别有韵致。

事实上，这两部作品也确有某些相

似之处，那就是《逃跑的老板》里的主人

公胖子陈三儿与《兔子，跑吧》的主人公

“兔子”哈利，都在不断地“逃跑”，而且以

此构成了自己的人生主调。厄普代克在

完成“兔子四部曲”后在一次访谈中说到

给主人公哈利取外号“兔子”的原因，他

说：“兔子东躲西藏，兔子性欲旺盛，兔子

紧张，兔子喜欢草地和蔬菜。”就“东躲西

藏”和“紧张”而言，胖子陈三儿也同样如

此，与哈利十分相像。因此，“兔子”们的

跑，既是个性使然，也是对环境氛围和周

边气息的敏锐感觉和自然反应。

但细究起来，胖子陈三儿和“兔子”

哈利在逃跑的缘由上，却差异明显，甚至

迥然有别。“兔子”哈利因不满平庸的工

作和烦琐的家庭生活而离家出走、不断

逃跑。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消极的人生选

择。而胖子陈三儿是迫于事业的压力与

生存的危机而躲债跑路，属于韬光养晦、

以退为进的人生策略。“兔子”哈利的“逃

跑”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而胖子陈

三儿的“逃跑”，不纯属自私自利的个人

行为，或者说是由个人行为所反映的行

业行为与社会现象。这两个主人公在“逃

跑”意涵上的这种不同，正是他们所置身

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气息的不同所致。可

以说，“兔子”哈利的形象，是“二战”后的

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精神症候的表征；

而胖子陈三儿的形象，则是近几十年中

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精神焦虑的象征。

在普玄的小说作品里，《逃跑的老

板》带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他在这部作

品里，以别开生面的故事和别有光色的

人物，以及对先锋手法的兼收并蓄的现

实主义，以点带面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的

社会转型造成的人生“涅槃”，带来的精

神阵痛。这也使这部作品从一个独特的

角度为社会演变塑形，为时代演进留影，

因而具有认识当下现实、解读这个时代

的特别价值。

我和安黎在一起共事过很多年，现在都

还在《美文》，在我的印象里，安黎是从社

会基层上来的，他对这个社会有着深刻的体

验和理解。安黎读书是非常丰富的，他的文

学视野非常开阔，他看的中外书很多，不仅

仅局限于文学作品方面，还有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安黎不张扬、不善言

谈，我认为他是非常优秀的作家，而且属于

哲理性的作家，对他创作的成就，整个社会

的评价与他所取得的实绩并不相符，他的小

说写得深刻独到，他的散文也同样如此。他

从社会基层来，有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对社

会有独特的思考，在表现上有独特的办法，

三个独特决定了安黎的作品。

这本 《石头发光的地方——回望耀

州》，我看了之后非常喜欢，这本书说是报

告文学也行，纪实文学也行，散文集也行，

随笔也行，反正是不拘一格的，他把耀州这

个地方写得非常好。对耀州我也特别有感

情，因为当年在写《废都》的时候，我就在

安黎的帮助下，找到了桃曲坡水库，在那里

写的初稿，在那段时间，我和耀州结下了不

解的渊源，后来过段时间我就会到耀州吃碗

咸汤面，关于咸汤面，我是自发地写过文

章，而且动员过当地人到西安开咸汤面馆，

我觉得咸汤面在面食里面是特别好的，起码

我是特别爱吃的，在耀州我也结识了一大批

朋友。我的长篇小说《古炉》环

境部分对耀州的取景很多，我也

去过安黎的家乡麻子村，我是悄

悄地和谁也没打招呼，硬问着找

到麻子村，安黎也不知道，我就

是想看一下安黎写了那么多年小

说散文，是什么样子的环境能产

生这样特质的作家，所以说，对

耀州、对安黎我是充满了感情，

因为安黎有铜川人、耀州人耿

直、话不多、埋头干的性格和劲

头，他的文章能体现这种东西。

这本书由西安出版社出版正合

适，我估计这本书出来肯定大受

欢迎，因为这里面对耀州的风土

人情、耀州瓷是非常好的宣传。

同时对安黎来说也是一种才华的

展现，安黎的作品确实是高质量

的，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应该

让更多人知道。

对安黎，我还是很了解的。

我们在一起已经几十年了。过去

我在写安黎的文章《读安黎》中

提到过，安黎是有“大格”的作家。格局大还是格局小，一读作品就能知

道。有人写了很多，还是小格局，而安黎从他最初的作品，到现在的作

品，始终洋溢着大气象，大格调，大视野，大境界，不是那种白开水的一

般化的低层次的平庸写作。

安黎有自己的艺术观念和写作思想，有观察万事万物和人情世态的独特

角度，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别人学不来的语言系统和语言味道。他是贴着现实

写作的，也是贴着人心写作的，因此只要拿起安黎的文章读，让人一下子能

把他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他和其他作家是不一样的。有创造才能不一样，

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是模仿。不一样，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我们说风格

也好，说个性也罢，不论怎么说，都是对安黎的褒扬和称赞。当然，这样的

不一样，主要还是安黎文学能力的体现，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

安黎的大格，表现在他能从很小的一件事情上，能从很普通的一个人身

上，发现常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并写出很深刻很令人深思的大命题，比如人

性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民族心理的等等，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

绝大多数作家不具备的能力。

我知道安黎阅读量很大，知识面很宽，并且有国际视野和现代艺术精

神，还有很丰富的生活阅历，更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造诣。凭借这些，我

相信石头能发光，安黎也能发光。

“关键词批评”是萌生于20世纪50

年代的一种新兴的批评类型，其创始人

为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他的两

本著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关

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可谓是“关键

词批评”的奠基之作。前者出版于1958

年，以历史语义学的方法对“文化”“工

业”“民主”“阶级”“艺术”这五个关键词

进行考察，揭示了“文化”与其他四者之

间复杂的关联性，是“关键词批评”的初

步尝试。而出版于1976年的《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则收录了包括

“大众”“传播”“标准”等在内的共110

个词条，回溯其历史演变的路径，聚焦

词义演变背后隐匿着的社会背景，是

“关键词批评”兴起的标志。

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视

野以来，雷蒙·威廉斯所展现的这一新

的理论范式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关键词批评”被应用于多种领域，相关

的著作、论文及丛书层出不穷，成为时

下的研究热点之一。在这一背景之下，

浙江大学中文系黄擎教授等借鉴并综

合运用了影响研究、个案研究、计算风

格学等方法对“关键词批评”进行了详

细的梳理，写作了《“关键词批评”研究》

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关注

“关键词批评”的生成语境与理论建构，

对“关键词批评”在西方的萌生和发展

进行检视，着重挖掘了“关键词批评”生

成背后的文化语境，并对其理论形态和

特质进行了分析;而下编是对“关键词

批评”的影响研究和价值评析，梳理了

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研究现状，总结

了“关键词批评”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

的新变化，并对其可能面临的理论“陷

阱”与实践误区进行了探索，最后考察

了它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与文论转向的

理论启示。

对于“关键词批评”理论的细致梳

理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对“关键词

批评”的生成发展及其理论建构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梳理与分析。在第一章中，

作者对于“关键词批评”的萌生进行了

全面的考察，认为其孕育于文化研究之

中。通过对雷蒙·威廉斯学术道路的回

顾，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关键词批评”萌

生的文化内核。《文化与社会：1780-

1950》一书的写作初衷来源于对T.S.艾

略特、F.R.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化

立场的反拨，雷蒙·威廉斯批判地吸收

了利维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

把文化视作精英文化及传世经典名作

的同义词，试图为大众文化正名，并将

其与社会历史紧密相连。而他对于语

言问题的关注也是“关键词批评”得以

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雷蒙·威廉斯认

为语言、文化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而

作为具有“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是重要

且相关的词”和“在某些思想领域又是

意味深长且具有指示性的词”。两层相

关意蕴的“关键词”更是值得研究的对

象。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

他就考察了“文化”一词语义演变的历

史，并探索其语义变化背后的动态社会

历史背景，从而描绘出了一幅特殊的历

史地图，这正是“关键词批评”的初步尝

试。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则

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这一批评类型。在

雷蒙·威廉斯之后，“关键词批评”仍在

不断地发展。它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其研究范式也常被各学科的研究者们

所广泛借鉴，充分说明了这一理论的价

值和活力。

在对“关键词批评”理论的生成发

展进行细致的梳理之后，作者将目光投

放到了更加深入的理论形态和特质的

研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在书中为我们

阐释了辞书性和反辞书性、非权威性、

文论性这三种“关键词批评”的理论形

态，以及注重“关键词”钩沉的研究范式

和充满张力的学术思维这两种理论特

质。这也是该书的创见之一。在总结

理论形态的过程当中，作者不仅援引了

雷蒙·威廉斯的代表作品，还以一系列

中外“关键词批评”的相关著作进行说

明，充分的文献为理论阐释的推进提供

了夯实的基础。

上编已然对“关键词批评”的前世

今生、理论形态与特质等种种方面的内

容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勾勒出了“关键

词批评”理论的大致框架，回答了“关键

词批评”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发展现状

如何等一系列问题。许多理论研究型

著作往往都止步于此，停留在理论介

绍、分析和梳理上。但该书则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突破，超越了一般的模式，在

第二编着重研究了“关键词批评”在中

国的发展演变状况、理论与实践误区以

及对中国文学研究和文论转向的理论

启示。

作为中华文化外来者的“关键词批

评”，在踏入这方土地之后，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水土不服”的症状。中西社会

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提出者与接受者

之间知识背景的分别、理论提出时的社

会历史背景和现下时代的不同等诸多

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水土不服”的

症状。不管是对于吸收外来优秀理论

成果，还是传播自身学术特色而言，克

服这一症状都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

环。而我们可以在该书的第二编中找

到一些可能的解决路径。首先，“关键

词批评”本身便是克服这一问题的方

法之一。通过对相关概念历史性的考

察，厘清其内涵与意义之演变，开

放、整体、历史地对其进行深度的解

读和充分的阐释，才能有效地将之运

用于不同语境之中。在此基础上，学

术对话平台才能建构，中西结合才得

以可能。一方面，可以在西方相关理

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另

一方面，也可以从自身的处境、问题、特

色出发，将西方理论恰当地运用于中国

学术实践之中。

西学东渐在带来诸多优秀理论成

果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威化西方的本质

论思想。在文艺理论领域，这一现象更

是突出。康德、尼采、黑格尔、海德格尔

等人的著作被奉为皋臬，西方的相关概

念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对象，仿佛离

开了这些概念，就无法创作出优秀的学

术成果，或者说，没有这些概念的学术

成果就是不值一提的。是否含有西方

概念和理论思维等成为了衡量论文、著

作等学术成果的标准。西方概念的正

当合理性被视为无需证明的存在，反

思、质疑都被弃之度外。中国本土的文

艺理论呈现一种“失语”的状态，缺乏对

自我身份的认同，只能亦步亦趋地走在

西方文论之后。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

对学科建设，还是对本土理论建构而

言，学术创新都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在第二编中以“关键词批评”

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的具体实例为载

体，隐藏着自己对于学术创新的思考。

王晓路等人所撰写的《文化批评关键词

研究》一书在借鉴雷蒙·威廉斯对于词

条的梳理和阐释方法的基础上，以文化

现象为着眼点，并结合中国文学传统进

行研究，是学术创新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路径，即外来理论的借鉴与本土实践的

思考相结合的方式。而陈思和《当代文

学关键词十讲》中的两篇文章则是另外

两种创新的思路。《20世纪中国文学的

世界性因素》一文着眼于“反思”二字，

从学科建立的源头开始探讨研究过程

中存在的弊病，将个人治学体验融入到

对学科、时代的反思之中，对固化认识

的质疑、传统研究思路的超越、自我身

份认同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上

述二者不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

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向我们展现的

则是“创造”。“创造”并不意味着凭空出

现。在陈思和看来，《马桥词典》的出现

与《哈扎尔辞典》密切相关，但不能将其

看作后者的简单模仿，因为它拥有后者

所不具备的词典式小说语言，是小说叙

事文体创新的一次大胆尝试。陈思和

指出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历史上有许

多类似的情形，鲁迅的《狂人日记》亦是

如此。借鉴、反思与创造这三种思路既

是“关键词批评”自身所带有的特质，亦

是它对于我国学术创新的启示。

对于学术著作而言，梳理理论的生

成、发展、流变、特质是其中最基础也是

最必不可少的一环。但一部优秀的理论

著作必然不止于此。在深度的阐释与剖

析之外，需要以反思的态度破除对理论

的迷信，需要对现有的思维方式进行超

越，需要使悬浮在空中的理论更具现实

关怀。能够达到这些要求的论著并不多

见，而这正是我喜爱这本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