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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舲，1991年生，
北京人，小说家，现为
《当代》杂志编辑。

亲密有间的“原生家庭”
青年作家笔下的家庭伦理叙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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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波

冯祉艾，1995年生，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
现供职于湖南省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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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波，1987 年生，《当
代文坛》编辑部主任。研究
方向为艺术理论与批评、中
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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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案

近几年来近几年来，，青年作家们笔下青年作家们笔下，，有关家庭伦理冲有关家庭伦理冲
突及突及““无序无序””的家庭状态书写已经到了泛滥的地的家庭状态书写已经到了泛滥的地
步步。。颜歌的颜歌的《《我们家我们家》、》、阿微木依萝的阿微木依萝的《《我的父亲王我的父亲王
不死不死》》直接冠以家庭直接冠以家庭、、父辈的名题父辈的名题，，内容也主要是内容也主要是
书写父辈书写父辈。。张悦然的张悦然的《《茧茧》》从历史的角度书写父辈从历史的角度书写父辈
对子辈的深远影响对子辈的深远影响，，着重书写子辈那种无法摆脱着重书写子辈那种无法摆脱
的无奈状态的无奈状态。。郭爽的郭爽的《《离萧红八百米离萧红八百米》》中主人公母中主人公母
亲离世亲离世、、父亲再娶父亲再娶、、自己离家自己离家，，后续的命运几乎都后续的命运几乎都
和这种突然的家庭变故有着直接的关联和这种突然的家庭变故有着直接的关联，，郑执的郑执的
《《森中有林森中有林》》开篇就是小说主人公在父母的忌日去开篇就是小说主人公在父母的忌日去
祭扫的情节祭扫的情节，，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这种这种““无序无序””的家庭状态描的家庭状态描
写几乎遍及所有的青年作家写几乎遍及所有的青年作家。。

在更为年轻的在更为年轻的““9090后后””作家笔下作家笔下，，家庭和家族家庭和家族
的分裂的分裂、、父母之间的冲突父母之间的冲突、、父辈对下一代的束缚父辈对下一代的束缚、、
父亲与子辈的冲突等等描写更加常态化父亲与子辈的冲突等等描写更加常态化、、随意化随意化，，
甚至污名化甚至污名化。。李唐的李唐的《《身外之海身外之海》》是一部典型的是一部典型的

““缺父缺父””作品作品。。小说开篇就写到父亲小说开篇就写到父亲，，但是在小说但是在小说
主人公眼中主人公眼中，，““父亲是一具空壳父亲是一具空壳””，，后来父亲生意失后来父亲生意失
败败，，父母离异父母离异，，主人公离开家乡主人公离开家乡。。而父亲缺位之而父亲缺位之
后后，，主人公的依主人公的依靠则转向了自己接替其工作的退靠则转向了自己接替其工作的退
休警察休警察。。李唐另一部小说李唐另一部小说《《月球房地产推销员月球房地产推销员》》
中有为了摆脱母亲控制中有为了摆脱母亲控制，，逃向月球这样的情节书逃向月球这样的情节书
写写，，与父辈的关系是该小说着重表达的东西与父辈的关系是该小说着重表达的东西，，而而
逃离是根本的主题逃离是根本的主题。。王占黑的王占黑的《《去大润发去大润发》》有有““我我
没敢问他为什么始终没提到父亲没敢问他为什么始终没提到父亲””的表述的表述，，杨好杨好
的的《《黑色小说黑色小说》》中父辈与子辈的矛盾有职业选择中父辈与子辈的矛盾有职业选择
的冲突的冲突，，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中的人物MM的理想是当作家的理想是当作家，，而父而父
母坚持让其学医母坚持让其学医，，由此引发了一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系列矛盾。。周恺周恺
的的《《苔苔》》则书写了一种毫无血缘关系的抱养来的则书写了一种毫无血缘关系的抱养来的

““父子父子””关系关系。。
放眼到创作体量更加庞大的中放眼到创作体量更加庞大的中

短篇小说创作短篇小说创作，，这种书写更明显这种书写更明显。。
何向的何向的《《预告南方有雨预告南方有雨》》讲述的是子讲述的是子
辈与父辈的代际冲突辈与父辈的代际冲突。。庞羽的庞羽的《《一一
只胳膊的拳击只胳膊的拳击》》书写了祁茂成与祁书写了祁茂成与祁
露露两代人的生活境况露露两代人的生活境况，，对父亲祁对父亲祁
茂成失败的人生描写用了大量的篇茂成失败的人生描写用了大量的篇
幅幅，，而这不过是祁露露童年阴影的而这不过是祁露露童年阴影的
一种主观投射一种主观投射。。尤其是父辈中的尤其是父辈中的

““曼江赫本曼江赫本””以以““曼江五毛钱曼江五毛钱””的身份的身份
出现时出现时，，作者完全将对父辈的反抗作者完全将对父辈的反抗
或者对上一代人生活的否定表达出或者对上一代人生活的否定表达出

来来。。国生的国生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中中，，生意失败的母亲将儿生意失败的母亲将儿
子当作生意来经营子当作生意来经营，，楚斌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控制楚斌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控制
之中之中，，作品中的畸形恋情都与父母感情不和有着作品中的畸形恋情都与父母感情不和有着
丝丝缕缕的关联丝丝缕缕的关联。。重木的重木的《《无人之地无人之地》》主要讲述主主要讲述主
人公和母亲的冲突人公和母亲的冲突，，范墩子的范墩子的《《我从未见过麻雀我从未见过麻雀》》
书写家庭暴力与父辈冲突……通过文本细读可以书写家庭暴力与父辈冲突……通过文本细读可以
提炼出一些关键的叙事要素提炼出一些关键的叙事要素，，““缺父缺父”“”“审父审父”“”“弑弑
父父””是青年作家们乐此不疲的话题是青年作家们乐此不疲的话题。。

青年作家们秉持这样的一种叙事伦理青年作家们秉持这样的一种叙事伦理，，反复反复
书写这样一种畸形的家庭状态书写这样一种畸形的家庭状态，，有着很多内外在有着很多内外在
原因原因。。首先是文学传统对青年作家们的深远影首先是文学传统对青年作家们的深远影
响响。。在五四时代的白话文学起步阶段在五四时代的白话文学起步阶段，，家庭往往家庭往往
与与““封建封建”“”“落后落后”“”“愚昧愚昧””挂钩挂钩，，只有冲破家的牢笼只有冲破家的牢笼，，
才会迎来光明的世界才会迎来光明的世界。。反抗家庭反抗家庭、、反抗父辈上升反抗父辈上升
为反封建为反封建、、反宗族反宗族、、反传统等社会变革的绝对高反传统等社会变革的绝对高
度度，，年轻人也只有离家出走年轻人也只有离家出走，，才能走上革命道路才能走上革命道路，，
迎来光明的新世界迎来光明的新世界。。““十七年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时期，，子辈代表子辈代表
着进步着进步、、革新与希望革新与希望，，父辈代表着落后父辈代表着落后、、保守与愚保守与愚
昧昧。。最终最终，，新生的力量战胜传统的旧派观念新生的力量战胜传统的旧派观念。。在在
新时期文学伊始新时期文学伊始，，大量的先锋小说也是如此大量的先锋小说也是如此。。““弑弑
父父””甚至成为一个鲜明的主题和研究者反复提及甚至成为一个鲜明的主题和研究者反复提及
的论点的论点。。自然自然，，青年作家们能接触到的大量的外青年作家们能接触到的大量的外
国文学作品也有相似的表达国文学作品也有相似的表达。。

考察上述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作家年纪考察上述这些作品发表时的作家年纪，，他们他们
大部分都过了青年时期大部分都过了青年时期，，书写这个主题自然也融书写这个主题自然也融
进了更多的思考进了更多的思考。。当下不少年轻作家们的写作资当下不少年轻作家们的写作资
源就是直接移植于这些文学传统源就是直接移植于这些文学传统，，还未来得及创还未来得及创
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时代变了时代变了，，但是文学青但是文学青
年们文学认知和对时代的把握还没来得及更新年们文学认知和对时代的把握还没来得及更新，，
不管文学传统中的这些文本是诞生于何种语境不管文学传统中的这些文本是诞生于何种语境，，

表达何种诉求表达何种诉求，，他们都不加区分地予以挪用他们都不加区分地予以挪用。。对对
文学传统的把握深度不达标文学传统的把握深度不达标，，让他们的写作某种让他们的写作某种
程度上显得不合时宜程度上显得不合时宜。。

这也与青年作家们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匮这也与青年作家们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匮
乏有关乏有关。。当下的青年作家们生在了和平的环境当下的青年作家们生在了和平的环境，，
享受优越的成长环境和良好的教育享受优越的成长环境和良好的教育，，不过不过，，这些条这些条
件于文学而言也可能是一种缺失件于文学而言也可能是一种缺失，，是一种是一种““匮匮
乏乏””。。家庭家庭———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经历和生活—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经历和生活
视野必然决定了作家的创作视野视野必然决定了作家的创作视野。。家庭自然成为家庭自然成为
他们写作起始和聚焦的地方他们写作起始和聚焦的地方。。对家庭的厌恶对家庭的厌恶、、对对
父辈的反抗或许只是小说主题之一种父辈的反抗或许只是小说主题之一种，，但是大量但是大量
文本不断重复同一类型的事件文本不断重复同一类型的事件，，这种对抗冲突完这种对抗冲突完
全还停留在青春期一种生理上的全还停留在青春期一种生理上的““叛逆叛逆””，，将作品将作品
用来发泄对用来发泄对““代沟代沟””的怨怼的怨怼。。

这也可以从反面来进行论证这也可以从反面来进行论证。。在成熟作家们在成熟作家们
的笔下的笔下，，家庭关系不再是如此简单的对与错家庭关系不再是如此简单的对与错、、爱与爱与
恨恨、、聚与散的二元区分聚与散的二元区分，，而是关联着更多的问题而是关联着更多的问题。。
格非的格非的《《望春风望春风》》开篇就是一幅父子同行的画面开篇就是一幅父子同行的画面，，
温馨而甜美温馨而甜美，，这已经与这已经与《《边缘边缘》《》《敌人敌人》》等早期作品等早期作品
中模糊的父子关系完全不同了中模糊的父子关系完全不同了。。小说家梁鸿的小说家梁鸿的
《《梁光正的光梁光正的光》》由父辈的经历思考社会和乡土生由父辈的经历思考社会和乡土生
活活。。但是在文本中但是在文本中，，作家并不仅仅是书写这种对作家并不仅仅是书写这种对
父辈的情感父辈的情感，，而是将其放置在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而是将其放置在时代的大背景中进
行整体考量行整体考量。。纵观这些作品纵观这些作品，，在描写家庭伦理和在描写家庭伦理和
书写父母子女关系的时候书写父母子女关系的时候，，没有局限于简单的爱没有局限于简单的爱
恨情仇恨情仇，，而是以小见大而是以小见大，，写出了超越个体写出了超越个体、、超越家超越家
庭的东西庭的东西。。由此也可以看出由此也可以看出，，生理年龄和创作的生理年龄和创作的
年纪都决定着作家对家庭关系的认知年纪都决定着作家对家庭关系的认知，，青年作家青年作家
们的写作们的写作，，还需要深度耕耘还需要深度耕耘，，需要岁月的陈酿需要岁月的陈酿。。

这种单调而重复的家庭伦理叙事也是当前文这种单调而重复的家庭伦理叙事也是当前文
学创作大环境导致的结果学创作大环境导致的结果。。即便是早已成名的大即便是早已成名的大
作家们作家们，，能够挖掘的主题也很有限能够挖掘的主题也很有限，，要么选择搁笔要么选择搁笔
不述不述，，要么是重复自己的常态要么是重复自己的常态。。名家们尚且如此名家们尚且如此，，
遑论青年作家们了遑论青年作家们了。。““快快””是当下文坛最大的特性是当下文坛最大的特性，，
纯文学书写领域纯文学书写领域，，一年一部甚至两部长篇小说早一年一部甚至两部长篇小说早
已不是惊诧之事已不是惊诧之事，，““快快””意味着来不及认真处理生意味着来不及认真处理生
活经验活经验，，无法进行深度的反思无法进行深度的反思，，只能流于表象的生只能流于表象的生
活世界活世界。。青年作家们儿时记忆中的父母一次争吵青年作家们儿时记忆中的父母一次争吵
乃至父母的离婚经历乃至父母的离婚经历，，一句道听途说的新闻一句道听途说的新闻，，一部一部
新近阅读到的文学作品新近阅读到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迅速转化为自都有可能迅速转化为自
己下一部作品中的中心主题己下一部作品中的中心主题。。其实其实，，单纯来看文单纯来看文
本本身本本身，，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不逊色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不逊色，，甚至很出甚至很出
色色，，但是匠人气息十分浓厚但是匠人气息十分浓厚，，能明显体察到一种套能明显体察到一种套
路感路感，，特别是在思想上仿佛被困住了手脚特别是在思想上仿佛被困住了手脚，，难以突难以突
破破。。青年作家们如不能处理好生活经验与创作之青年作家们如不能处理好生活经验与创作之
间的关联间的关联，，不能在简单苍白的故事中融进更多的不能在简单苍白的故事中融进更多的
思想思想，，不能将文学创作不能将文学创作““慢慢””下来下来，，很快就会榨干他很快就会榨干他
们仅有的一丝文学天分们仅有的一丝文学天分，，与文坛渐行渐远与文坛渐行渐远。。

又是一年春天又是一年春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留京过年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留京过年，，家成了远方割不断的回家成了远方割不断的回

忆忆。。当我们早已成家立业当我们早已成家立业，，远方的亲人意味着什么呢远方的亲人意味着什么呢？？值此新春之际值此新春之际，，对对““原原

生家庭生家庭””的追问就变得格外有意义的追问就变得格外有意义。。

家庭曾经是个避风港家庭曾经是个避风港，，也是人们进入社会前的试验场也是人们进入社会前的试验场，，世界作为一种前经世界作为一种前经

验通过家庭传递给每一个人验通过家庭传递给每一个人，，因此家庭既是进行自我创造的内部也是外部因此家庭既是进行自我创造的内部也是外部，，家家

庭构成了人最初的自我和超我庭构成了人最初的自我和超我。。对于创作者而言对于创作者而言，，在原生家庭中发生的冲突在原生家庭中发生的冲突

和迷惘和迷惘，，往往就是走进世界的开端往往就是走进世界的开端。。

如今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在处理原生家庭冲突的题材如今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在处理原生家庭冲突的题材，，并且在创作形式并且在创作形式、、

叙事伦理以及父权批判方面都做出了勇敢而卓越的尝试叙事伦理以及父权批判方面都做出了勇敢而卓越的尝试。。青年作家或是将原青年作家或是将原

生家庭当作创作背景生家庭当作创作背景，，勾勒出新生代如何在家庭的影响和焦虑中成长勾勒出新生代如何在家庭的影响和焦虑中成长，，或是把或是把

原生家庭作为一种讨论自我和历史的方法原生家庭作为一种讨论自我和历史的方法，，凭借两代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不同凭借两代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不同

反应反应，，来重构个人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重构个人与历史发展的过程。。““8080后后””作家笔下激烈的家庭冲突作家笔下激烈的家庭冲突，，在在““9090

后后””作家笔下成了一种常态作家笔下成了一种常态，，同时也产生了随意化同时也产生了随意化、、污名化的情况污名化的情况。。这种趋势这种趋势

在中短篇小说中最为明显在中短篇小说中最为明显。。该现象既是出于年轻一代的该现象既是出于年轻一代的““弑父冲动弑父冲动””，，也与作也与作

家们缺乏生活经验有关家们缺乏生活经验有关，，虽然在打破创作禁区方面迈出了勇敢的脚步虽然在打破创作禁区方面迈出了勇敢的脚步，，但容易但容易

陷入博人眼球陷入博人眼球、、故意制造冲突的误区故意制造冲突的误区。。用小说的形式批判父权具有漫长的历用小说的形式批判父权具有漫长的历

史史，，或者可以说或者可以说，，反对资产阶级父母正是自波德莱尔反对资产阶级父母正是自波德莱尔、、福楼拜以来福楼拜以来，，所有现代主所有现代主

义文学的起点义文学的起点，，这种弑父冲动或明或隐地贯穿了所有的现代小说这种弑父冲动或明或隐地贯穿了所有的现代小说。。到了到了2121世世

纪纪，，父权的衰落却产生了新的焦虑父权的衰落却产生了新的焦虑，，于是代际冲突转移到了自我之内于是代际冲突转移到了自我之内，，这是新这是新

世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青年作家们不得不通过创作来探索和拓展的也是青年作家们不得不通过创作来探索和拓展的

新领域新领域。。

———主持人—主持人 丛子钰丛子钰

父权书写、亲缘隐患与生活虚置

独断父权下的代际关系书写成为今天独断父权下的代际关系书写成为今天
青年作家们重点写作的对象之一青年作家们重点写作的对象之一。。一些青一些青
年作家们对于代际关系问题在小说中提出年作家们对于代际关系问题在小说中提出
了诸多全然不同的见地了诸多全然不同的见地，，而大部分的作品而大部分的作品
中中，，两性关系的变化也将对家庭内部关系产两性关系的变化也将对家庭内部关系产
生极为直接的影响生极为直接的影响。。事实上事实上，，今天所探讨的今天所探讨的
几部小说也将聚焦到代际关系问题中几部小说也将聚焦到代际关系问题中，，窥探窥探
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之下代际关系的多重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之下代际关系的多重
解读解读，，并试图建构个体成长中家庭结构关系并试图建构个体成长中家庭结构关系
乃至社会文化的多样影响乃至社会文化的多样影响。。

青年作家贾若萱的小说青年作家贾若萱的小说《《好运气好运气》》所展所展
示的家庭是父权制状态的最典型性体现示的家庭是父权制状态的最典型性体现，，父父
亲是一个野蛮亲是一个野蛮、、粗俗粗俗、、固执固执，，同时有着难以想同时有着难以想
象的迷信的男人象的迷信的男人，，即便经济条件优越即便经济条件优越，，但文但文
化教育观念落后化教育观念落后，，在他自身成长的传统经验在他自身成长的传统经验
教导之下教导之下，，““我我””所倾向的实际上是父亲的反所倾向的实际上是父亲的反
面面。。在父亲眼中的在父亲眼中的““我我””，，优柔寡断优柔寡断、、游手好游手好
闲闲。。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被父都或多或少地被父
亲所控制亲所控制：：情人受制于父亲的金钱情人受制于父亲的金钱，，早已离早已离
开的母亲仍然被精神折磨开的母亲仍然被精神折磨，，而身处其中的而身处其中的

““我我””，，因为过于程式化的父亲权威而打压成因为过于程式化的父亲权威而打压成
为了一个沉默的羔羊为了一个沉默的羔羊。。但对于这类典型家但对于这类典型家
庭中的孩子来说庭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对于父权的思考是矛他们对于父权的思考是矛
盾的盾的。。一方面一方面，，他们内心忐忑他们内心忐忑，，很难对自己很难对自己
有清醒的认识有清醒的认识，，也很难对自己表达肯定也很难对自己表达肯定。。小小
说中的说中的““我我””才会在想到父亲的情人时可耻才会在想到父亲的情人时可耻
地勃起地勃起，，这是一种自卑和恐惧的表现这是一种自卑和恐惧的表现。。但另但另
一方面一方面，，他们又野心勃勃他们又野心勃勃，，坚信自己能够在坚信自己能够在
父亲所走过的路上摸索出另外一条生路父亲所走过的路上摸索出另外一条生路。。
从贾若萱将小说取名为从贾若萱将小说取名为《《好运气好运气》》开始开始，，小说小说
以一种近乎现代魔幻的形式推入以一种近乎现代魔幻的形式推入，，尽管每一尽管每一

次生意上的好运气都是由父亲次生意上的好运气都是由父亲
自己主动调侃的自己主动调侃的，，但必须承认父但必须承认父
亲在做生意上有自己的一套亲在做生意上有自己的一套，，与与
其说好运气其说好运气，，倒不如说是倒不如说是““我我””在在
不断地给父亲的成功找理由不断地给父亲的成功找理由、、找找
借口借口，，希冀在这种传达之中去提希冀在这种传达之中去提
升自己的事业上的比重升自己的事业上的比重。。能够能够
得到父亲承认得到父亲承认，，但又不依附于父但又不依附于父
亲原本的工作模式亲原本的工作模式，，才是他这类才是他这类
典型性父权家庭中生长的小孩典型性父权家庭中生长的小孩
希望的结果希望的结果。。

梁豪的小说梁豪的小说《《麋鹿麋鹿》》中中，，主人主人
公老齐的家庭是一个以社会契公老齐的家庭是一个以社会契
约为本质的家庭约为本质的家庭，，小说始终都以小说始终都以

老齐的人生落笔老齐的人生落笔，，对于他曾经的婚姻和家庭对于他曾经的婚姻和家庭
生活都只是浮光掠影地点到生活都只是浮光掠影地点到，，老齐和女人卢老齐和女人卢
莹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像是父权制莹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像是父权制
状态下的妥协与召唤状态下的妥协与召唤。。借助捎带提及的旁借助捎带提及的旁
白白，，可以看出老齐曾经与儿子有着漫长的可以看出老齐曾经与儿子有着漫长的、、
挫折的父子关系挫折的父子关系。。也正因如此也正因如此，，小说能够借小说能够借
助卢莹这样外来者的身份深入到情感契约助卢莹这样外来者的身份深入到情感契约
远远大于情感羁绊的家庭之中远远大于情感羁绊的家庭之中。。老齐是一老齐是一
个传统意义上代际关系里失败的父亲个传统意义上代际关系里失败的父亲，，但与但与
此同时此同时，，小说也探讨了父权衰退所带来的隐小说也探讨了父权衰退所带来的隐
患患。。父权衰退并不一定会带来解放父权衰退并不一定会带来解放，，它还会它还会
伴随着个体身上的巨大焦虑而存在伴随着个体身上的巨大焦虑而存在，，但这种但这种
痛苦并不是进步的代价痛苦并不是进步的代价，，也就不能归类到任也就不能归类到任
何救赎哲学之中何救赎哲学之中。。老齐最后面对卢莹的念老齐最后面对卢莹的念
想实际上也是处于父权衰退状况下的符号想实际上也是处于父权衰退状况下的符号
性剥削机制性剥削机制，，这很容易令人想到拉康的性别这很容易令人想到拉康的性别
思考思考。。拉康在象征的层面里区分了男人和拉康在象征的层面里区分了男人和
女人女人。。男人崇拜着父权和秩序男人崇拜着父权和秩序，，争相做个父争相做个父
亲的好儿子以得到他的目光亲的好儿子以得到他的目光，，隐藏自己的空隐藏自己的空
无无，，而女人却敢于袒露自己的空无而女人却敢于袒露自己的空无，，在权力在权力
的边界之外享乐的边界之外享乐，，这在男人眼中是无比神秘这在男人眼中是无比神秘
的的，，所以女人身上会带有神性色彩所以女人身上会带有神性色彩。。极权主极权主
义不允许女人的存在义不允许女人的存在，，因为女人的存在就是因为女人的存在就是
对现存制度的威胁对现存制度的威胁。。小说最后实际上也窥小说最后实际上也窥
探到了现代养老行为与传统父权规范两者探到了现代养老行为与传统父权规范两者
之间的试探和挑战之间的试探和挑战。。

庞羽的庞羽的《《我不是尹丽川我不是尹丽川》》以一个女儿的以一个女儿的
身份身份，，对母亲对母亲，，乃至于外婆在成为一个乃至于外婆在成为一个““母母
亲亲””之前的过往进行了遥远的追溯之前的过往进行了遥远的追溯。。小说指小说指
向了某种热烈的生命力向了某种热烈的生命力，，在女性的家庭生活在女性的家庭生活
中不断展示这种决然而磅礴的生命力量中不断展示这种决然而磅礴的生命力量，，并并
且书写了女性更为自由的身份认同且书写了女性更为自由的身份认同。。小说小说
中对于父亲的反抗是神圣的中对于父亲的反抗是神圣的，，““我我””即将要被即将要被
罗勇带走时罗勇带走时，，与他一次又一次地争吵与他一次又一次地争吵，，在这在这

种苦难之下种苦难之下，，小说呈现出来了对于代际关系小说呈现出来了对于代际关系
的碰撞阐释的碰撞阐释，，可以看作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关可以看作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关
注与凝思注与凝思。。而父权在此所代表的近乎是一而父权在此所代表的近乎是一
个绝对混沌困惑的恶魔形象个绝对混沌困惑的恶魔形象，，它甚至不需要它甚至不需要
有太过强烈鲜明的角色属性有太过强烈鲜明的角色属性，，只需要在家庭只需要在家庭
生活中藏匿黑暗情绪即可生活中藏匿黑暗情绪即可。。

徐畅的小说徐畅的小说《《鱼处于陆鱼处于陆》》中中，，作者所叙述作者所叙述
的显然是一种的显然是一种““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观观
念念。。这种父权制度相对于前文里所提到的这种父权制度相对于前文里所提到的
粗蛮的粗蛮的、、无理的等等父权形象有所区别无理的等等父权形象有所区别。。但但
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样能够让我们的代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样能够让我们的代
际冲突落入到最为原始的封建传统之中际冲突落入到最为原始的封建传统之中，，这这
样的封建传统使得这些父亲始终固执样的封建传统使得这些父亲始终固执、、冷冷
淡淡，，同时自以为才华横溢同时自以为才华横溢，，也就不愿意沉入也就不愿意沉入
到生活的裂缝之中到生活的裂缝之中。。对于学生李红来说对于学生李红来说，，老老
师身上清高而固执的书卷气都代表着文人师身上清高而固执的书卷气都代表着文人
的思想的思想，，可以成为择偶标准上的梦中情人可以成为择偶标准上的梦中情人。。
但当这样的人物落入到生活之中时但当这样的人物落入到生活之中时，，他的生他的生
活就只剩下了一地鸡毛活就只剩下了一地鸡毛。。幸福的家庭维系幸福的家庭维系
着所有人的体面和自尊着所有人的体面和自尊，，为了和平与幸福为了和平与幸福，，
慢慢地慢慢地，，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最后也失去最后也失去
了对方了对方。。看起来看起来，，十分幸福美满十分幸福美满。。但实际但实际
上上，，每个人都困兽于其中每个人都困兽于其中，，想脱离这些束缚想脱离这些束缚，，
想大声吼叫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想大声吼叫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被压抑的情被压抑的情
绪常常要逼疯每个稍加思索的人绪常常要逼疯每个稍加思索的人。。小说中小说中，，

““我我””的母亲在外面始终想要叱咤风云的母亲在外面始终想要叱咤风云、、不断不断
地渴求着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地渴求着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对于父亲来但对于父亲来
说说，，他所选择的却一直是被动的被离开他所选择的却一直是被动的被离开，，而而
在这种父权观念影响下的孩子在这种父权观念影响下的孩子，，也就不断地也就不断地
被妥协和被取代被妥协和被取代。。在庞羽和徐畅这两部作在庞羽和徐畅这两部作
品中品中，，母亲不再是传统的小说中那样的宅院母亲不再是传统的小说中那样的宅院
中的形象中的形象，，她们具有绝对的生命力和想象她们具有绝对的生命力和想象
力力，，也能够在生活的真谛之中寻找到无限的也能够在生活的真谛之中寻找到无限的
可能性可能性。。

对稳定的父性特权的反抗常常是青年对稳定的父性特权的反抗常常是青年
人的动力人的动力。。但反抗者在日后也很难逃出类但反抗者在日后也很难逃出类
似的宿命似的宿命：：最初反抗的正是自己最终要固守最初反抗的正是自己最终要固守
的的。。于是于是，，反抗的夸张最后堕落成了固守的反抗的夸张最后堕落成了固守的
夸张夸张。。这个历史怪圈并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个历史怪圈并没有人能够幸免，，
因为从始至终因为从始至终，，他们所需要反抗的都不是他们所需要反抗的都不是
父权本身父权本身，，而是站在父权头顶上的人而是站在父权头顶上的人，，人们人们
吹嘘父权吹嘘父权、、讲述代际冲突讲述代际冲突，，就是对于权力的就是对于权力的
反抗反抗，，而绝非社会制度而绝非社会制度。。不可否认的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代际冲突的书写仍然带代际冲突的书写仍然带
有强烈的父权反叛意志有强烈的父权反叛意志，，它能够释放大部它能够释放大部
分人来试探自我的生活体验和对当前年轻分人来试探自我的生活体验和对当前年轻
一代的情感状况的深刻展露一代的情感状况的深刻展露。。但对于这一但对于这一
代的青年作家而言代的青年作家而言，，显显然然，，他们并不全然地他们并不全然地
站在反叛的姿态与父权决斗站在反叛的姿态与父权决斗，，而是带有反思而是带有反思
性的判断和找寻性的判断和找寻，，对代际关系进行更为深入对代际关系进行更为深入
的探讨和分析的探讨和分析。。

原生家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文原生家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文
学题材学题材，，我自己在创作中就不断地我自己在创作中就不断地
触及触及。。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其实曾我其实曾
感到隐忧感到隐忧。。因为在我看来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有抱负的一个有抱负的
写作者写作者，，尤其是在他青年探索时期尤其是在他青年探索时期，，应该不应该不
断地往外走断地往外走，，抵达尽可能宽阔的世界抵达尽可能宽阔的世界，，而不而不
是被某一类题材限制住是被某一类题材限制住。。何况是像家庭何况是像家庭、、亲子亲子
这样的这样的““小题材小题材””，，写得多了写得多了，，有时会产生有时会产生““妈妈
宝宝””的尴尬感的尴尬感。。

除了对题材本身不确信除了对题材本身不确信，，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诚诚
实地说实地说，，我感到书写原生家庭很大程度上是一我感到书写原生家庭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偷懒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偷懒。。现代社会有一种普遍现代社会有一种普遍
的关系焦虑的关系焦虑，，大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大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中心中心
或边缘或边缘，，紧密或疏离紧密或疏离，，存在感的强或弱存在感的强或弱），），小到具小到具
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体的人与人的关系，，都常常是暧昧不明的都常常是暧昧不明的。。不确不确
定滋生的是观察定滋生的是观察，，而非介入而非介入。。关系越不确定关系越不确定，，人人
就越警惕就越警惕，，越有界线感越有界线感。。介入由此成了一件困难介入由此成了一件困难
的事的事。。这对文学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挑战这对文学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挑战。。因为因为
传统的小说情节传统的小说情节，，可以说可以说，，就是依靠人物关系建就是依靠人物关系建
构起来的构起来的。。当人物关系的确定性越来越弱当人物关系的确定性越来越弱，，小说小说
如何成立如何成立，，就成了一个问题就成了一个问题。。作家对新经验越敏作家对新经验越敏
感感，，受此冲击就越大受此冲击就越大。。因此青年作家往往首当其因此青年作家往往首当其
冲冲。。从创作现状来看从创作现状来看，，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比较明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比较明
显地表现出来显地表现出来，，但我暂且不讨论它但我暂且不讨论它，，我想说的我想说的
是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成
了现代社会中的一块了现代社会中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

原生家庭在关系上的优势不言而喻原生家庭在关系上的优势不言而喻，，它不它不
需需要你去费劲建构要你去费劲建构。。它脱胎于家族它脱胎于家族，，介于家族与介于家族与
婚姻家庭之间婚姻家庭之间。。从关系的类型来看从关系的类型来看，，家族是传统家族是传统
关系关系，，它的依据是血缘它的依据是血缘，，是确定无疑的是确定无疑的，，而婚姻而婚姻
家庭是现代关系家庭是现代关系，，它是一种复杂的它是一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结不确定的结
合合，，也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契约关系契约关系，，说到底是个说到底是个
人选择人选择。。原生家庭一方原生家庭一方面还是由血缘维系面还是由血缘维系，，但另但另
一方面一方面，，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经典关系形态经典关系形态
之上也附加了更多不确定的之上也附加了更多不确定的、、个人选择的内容个人选择的内容。。
应该说应该说，，无论是血缘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对血缘关系的反还是对血缘关系的反
抗或者逃离抗或者逃离，，都天然地能够进入小说都天然地能够进入小说，，它提供了它提供了
小说的叙事动力和叙事阻力小说的叙事动力和叙事阻力。。因此我说因此我说，，回归原回归原
生生家庭是当下创作的一条较为简便的路家庭是当下创作的一条较为简便的路。。

当当然也不能说简便的路就没有意义然也不能说简便的路就没有意义。。它在它在
形式变革上的意义可能不大形式变革上的意义可能不大，，但它可以成为现但它可以成为现
代社会的一个新视点代社会的一个新视点，，一个文学经验的一个文学经验的““试验试验
场场””。。这有点像培养皿这有点像培养皿，，其中作为基础的是稳其中作为基础的是稳
固且厚固且厚重的传统重的传统，，培养的条件是整个社会的转培养的条件是整个社会的转
型和影响型和影响，，滋生的现代内容滋生的现代内容，，可能尚不确定可能尚不确定，，在在
数量和质量上也不足以替代传统数量和质量上也不足以替代传统，，但新物质毕但新物质毕
竟已经产生竟已经产生，，它实际上改变了培养皿中的生态它实际上改变了培养皿中的生态
结构结构，，它缔造出了一个较为复杂多元的样本它缔造出了一个较为复杂多元的样本。。
这就是新型的原生家庭这就是新型的原生家庭，，它的复它的复合性合性，，既是社会既是社会
转型的转型的结晶结晶，，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雏形与温床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雏形与温床。。

要真正实现原生家庭的培养皿作用要真正实现原生家庭的培养皿作用，，从哪从哪
个角度切入并建构小说非常关键个角度切入并建构小说非常关键。。就我自己的就我自己的
实践以及目力所及的青年创作来说实践以及目力所及的青年创作来说，，书写原生书写原生
家庭家庭，，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是历史视角第一是历史视角。。这种小说以书写父辈时这种小说以书写父辈时
代的故事为主代的故事为主，，当然当然，，书写子辈的时代书写子辈的时代、、““我我””的的
时代时代，，即当下现实即当下现实，，也应算作历史的一种也应算作历史的一种，，可以可以
放在一起讨论放在一起讨论。。小说的基本架构小说的基本架构，，就是父辈或就是父辈或

““我我””其中一方介入历史其中一方介入历史，，而另一方充当观察者而另一方充当观察者
或讲述者或讲述者。。这是符合历史这是符合历史（（代际代际））更替节奏的更替节奏的。。
讲述父辈讲述父辈，，““我我””尚小尚小，，讲述讲述““我我””，，父辈已老父辈已老，，对对
历史现实的介入能力不同决定了在历史视角历史现实的介入能力不同决定了在历史视角
下下，，父辈父辈、、子辈在小说中的功能也是不对等的子辈在小说中的功能也是不对等的。。
他们构不成对话关系他们构不成对话关系，，只是以其中一方为主人只是以其中一方为主人
公公。。原生家庭在这里只是一种背景原生家庭在这里只是一种背景，，是时代生是时代生
活的一部分活的一部分，，它本身的意义很有限它本身的意义很有限，，它的意义它的意义
也是历史赋予它的也是历史赋予它的。。

第二是成长视角第二是成长视角。。成长成长，，顾名思义顾名思义，，主线就主线就

是个是个人的命运变人的命运变
迁和精神发展迁和精神发展。。这里这里

暗含着它比第一种视角更强调个人的意思暗含着它比第一种视角更强调个人的意思。。父父
辈子辈在小说中的角色和功能更不对等辈子辈在小说中的角色和功能更不对等。。这种这种
小说中小说中，，恰恰是亲子关系提供着成长的动力和恰恰是亲子关系提供着成长的动力和
阻力阻力，，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小说不可或缺的因素。。原生家庭不再仅原生家庭不再仅
仅作为一个背景仅作为一个背景，，它开始切实地影响一个人的它开始切实地影响一个人的
成长轨迹成长轨迹。。但是但是，，视角决定了关系本身并不是意视角决定了关系本身并不是意
义义，，它必须要落实到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上它必须要落实到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上。。这这
种影响是单向度的种影响是单向度的。。小说只关心成长者小说只关心成长者，，而原生而原生
家庭和其他的社会关系一样家庭和其他的社会关系一样，，充当成长的一个充当成长的一个
变量变量。。

第三是关系视角第三是关系视角。。如果说前两种小说严格如果说前两种小说严格
来讲都不是写原生家庭本身来讲都不是写原生家庭本身，，它只是作为历史它只是作为历史
之一种之一种、、成长之一种的话成长之一种的话，，那么这第三种视角那么这第三种视角，，
终于让原生家庭成为了主角终于让原生家庭成为了主角。。它书写的就是家它书写的就是家
庭内部的关系庭内部的关系，，它将父辈子辈放在对等的位置它将父辈子辈放在对等的位置
上上。。纵向来说纵向来说，，两代人意味着两种历史视野两代人意味着两种历史视野，，横横
向来说向来说，，两代人之间也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两代人之间也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
既有血缘既有血缘、、道德道德、、伦理伦理，，也有个人也有个人、、理性理性、、契约契约。。
实际上实际上，，这种亲子平等对话的姿态这种亲子平等对话的姿态，，是一种现是一种现
代的眼光代的眼光，，也是现代小说的建构方式也是现代小说的建构方式。。这最接这最接
近我说的近我说的““培养皿培养皿””，，只要将双方放置在一起只要将双方放置在一起，，
他们天然就有冲突他们天然就有冲突，，就会生发就会生发，，就会产生新的就会产生新的
意义意义。。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的问题在于，，小说家常常把关系刻小说家常常把关系刻
板化板化，，好像父辈天然就代表旧的好像父辈天然就代表旧的，，子辈天然就子辈天然就
是新的是新的，，导致小说扁平化导致小说扁平化，，千篇一律千篇一律。。这并不是这并不是
视角本身的问题视角本身的问题。。而且这个视角是应该并且可而且这个视角是应该并且可
以深入开掘的以深入开掘的，，它无意于书写历史它无意于书写历史，，但它本身但它本身
就是一种微缩的转型期的历史就是一种微缩的转型期的历史，，它的内部非常它的内部非常
复杂复杂。。

第四是认知视角第四是认知视角。。这是第三种视角的变这是第三种视角的变
形形，，也是延伸也是延伸。。第三种视角有意义第三种视角有意义，，但确实不好但确实不好
写写，，而且一旦写不出内部的延展性而且一旦写不出内部的延展性，，也极易使也极易使
家庭成为局限家庭成为局限，，使题材变得狭窄使题材变得狭窄，，常常吃力不常常吃力不
讨好讨好。。第四种视角第四种视角，，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
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它将父辈和子辈的视线投射到家庭它将父辈和子辈的视线投射到家庭
以外以外。。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父辈和子辈势必父辈和子辈势必
带有他们各自身份角色带有他们各自身份角色、、力量对比力量对比、、生命阶段和生命阶段和
社会历史的烙印社会历史的烙印，，这些东西反映在他们的认知这些东西反映在他们的认知
上上，，那么针对同一个事物那么针对同一个事物，，他们认知方式的不他们认知方式的不
同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归根究底还是原生家归根究底还是原生家
庭内部的冲突庭内部的冲突。。但这种写法显然解放了小说但这种写法显然解放了小说，，解解
放了题材放了题材，，它可以借由家庭来写一切它可以借由家庭来写一切，，也可以说也可以说
是借由一切来写家庭是借由一切来写家庭。。

上面四种视角本身并没有谁对谁错上面四种视角本身并没有谁对谁错、、谁优谁优
谁劣谁劣。。但我认为但我认为，，以现代的方式捕捉新经验以现代的方式捕捉新经验，，是是
现代小现代小说应有的责任说应有的责任。。以此为标准以此为标准，，历史和成历史和成
长更古典长更古典，，关系和认知更现代关系和认知更现代，，而现而现
代的标志代的标志，，就是对话和理性就是对话和理性。。或许我或许我
们可以说们可以说，，没有旧题材没有旧题材，，只有旧写只有旧写
法法。。亲子是自人类有家亲子是自人类有家庭观念开始庭观念开始
就有的现实就有的现实，，它进入文学它进入文学，，成为文学成为文学
母题母题，，也是在悲剧史诗时代就已完也是在悲剧史诗时代就已完
成成，，它的成熟度毋庸置疑它的成熟度毋庸置疑，，但直到今但直到今
天天，，我们还要从原生家庭中挖掘不我们还要从原生家庭中挖掘不
一样的内容一样的内容。。原生家庭是现代社会原生家庭是现代社会
的一块培养皿的一块培养皿，，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意义不仅在于
培养皿的内部培养皿的内部，，也在于内部的原生也在于内部的原生
家庭与外部更广阔的现代家庭与外部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的互社会的互
动关系动关系。。原生家庭并不是孤立的原生家庭并不是孤立的，，它它
往往就是社会的一个聚焦往往就是社会的一个聚焦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