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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敬畏生命的人物一个敬畏生命的人物 一把一把支撑信仰的伞支撑信仰的伞
□贺绍俊

胡学文善于写乡村，他的《有生》写了百年的乡村变
迁，写了乡村现实的人生百态，但这部小说分明与我们所
熟悉的乡土小说有着不一样的面孔。所谓乡土小说，是关
于土地和家族的主题，是关于农民和农事的写实性书写，
《有生》显然不是这样的主题，虽然小说的故事基本上发
生在乡村，但我以为将其称为乡土小说是不合适的，如果
以乡土小说的定式来读解这部小说，极有可能将小说最重
要的价值忽略掉。我在读这部小说时，就感觉到胡学文
在构思和写作中有着非常坚定的意愿，他要摆脱乡土小
说的思维窠臼，要利用自己所熟悉的乡村生活资源酿造
出新酒来。

在这部小说中胡学文充分发挥了他的写实性叙述的
能力，而他所有写实性的努力都是为了塑造一个神，这是
一个活在现实生活中的神，这个神就是小说的主人公——
祖奶。小说一开头祖奶就是以一尊神的模样出现了。她
已是百岁高龄，静静地卧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她
不能说话不能动弹，却有着超好的听力，她不吃也不喝，却
能呼吸着四季的气息，侍候她的人会烹饪出各种美味食
物，用食物的香气喂养她。每天都有不少人来这里对祖奶
顶礼膜拜，祈求祖奶给自己带来好运。祖奶其实是一个现
实中活生生的人，但她的身上具有一种充满魅力的神性，
这种神性是被胡学文发现的。这是这部小说最值得称道
的创造。

祖奶是一个乡村的接生婆。她年轻时经历了第一次
生孩子的痛苦后，立下志愿要当一名接生婆。她的诚心感
动了为她接生的黄师傅，破例收她为徒。她仿佛天生就
是来当接生婆的，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名接生婆。她
一生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这些新生命来到世上有着不
同的活法，其中不少人还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祖
奶从晚清走到了21世纪，这100年间正是中国发生剧烈
变化的历史阶段，中国大地上演着新旧交替、你死我活的
时代大戏，但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祖奶总是孜孜地迎
接着新生命的降临。祖奶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因为她是
怀着一颗敬畏生命的谦卑之心来对待接生的，她牢记着
黄师傅告诫她的“五忌”，在接生时不敢有半点敷衍和马
虎。她也努力提高接生技术，学习医学知识，凭着她的高
超技术，她不仅拯救了很多孩子和母亲的生命，而且还医
治了人们在生育时落下的疾病。正因为她的敬业和善
举，她赢得了众人的拥戴。她的神化则是民众拥戴的自

然结果。祖奶本人很清醒，她说：“我就是个老朽的接生
婆，可经过一张又一张嘴，经过渲染、传说及秘不可言的
眼神，最终成了神婆。”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很不容易，要在
世上生存下来更不容易，生之不易，也才有了生命之珍贵
的心理，生命的伟大就在于它要迎难而上，让生命之花绽
放。生命因此也需要护佑。祖奶不仅是接生的，也是护
佑生命的，她既然能把生命接到这个世界，她就要负责让
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民众的愿望和期待便赋予
祖奶以神性，她从此成了一个神的存在。

祖奶是一个完全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文学形
象，她一生的经历深深刻下时代的印记，她一方面不断接
纳新生命来到世界上，另一方面，她又要承受父亲、丈夫
以及子女死于种种社会灾难之中的痛苦，可以说，在祖奶
身上浓缩了百年历史沧桑。但胡学文对这个人物的认知
又完全超越了现实层面，他并没有将这个形象作为一个
表现历史和社会的入口，而是着力于挖掘祖奶这个人物
所蕴含的关于生命的价值。接生婆这一身份就是与生命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接生婆又是活跃在民间的职业者，民
间对于生命的伦理和信仰会贯穿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
胡学文通过对祖奶这一人物的塑造，表达了他对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生命观的理解，这也是他书写这部小说的最
大心愿。胡学文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敬仰，这
一点就充分体现在书名“有生”之中。《周易》说：“天地之
大德曰生。”祖奶决意要做一名接生婆，就因为她领悟到
了这一点。她在自己生产时，突然看到了为她接生的黄
师傅头顶上闪耀着光芒，“就像太阳落山前对天空和云朵
的投射”。胡学文也把孩子的出生写得特别美：“我被光
芒吸引着，轻轻咳了一声，婴孩响亮的哭声顿时灌满房
间。”另一方面，胡学文又看到了充盈于民间的坚忍不拔
的生命意志。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正是
有了这种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才能不屈不挠地克服千
难万险。

为了充分表达主题，胡学文采取了一种他称之为“伞
状结构”的写法。我以为他的这一构思非常成功。不妨
将整部作品视为一把伞，祖奶便是作为核心的伞柄。这
是指小说中关于祖奶一生经历的书写，祖奶的一生历经
磨难，一方面她在接生中充分展示出她的善良，表现出她
对生命的敬仰；另一方面她的个人磨难则让她总是直面
死的威胁，她以顽强的毅力去应对生的考验。这把伞柄

是一把生命力旺盛的坚实的伞柄。胡学文还设计了另外
五位叙述者，他们都是这把伞的伞骨。这五位叙述者都
是祖奶接生的，他们虽然讲述的是各自的故事，但他们就
像五朵生命之花，有着不一样的绽放方式。祖奶的人生
命运从纵向将中国百年历史接续起来，而五位叙述者的
故事则构成了一个现实的平面，仿佛就是一个色彩缤纷
的伞面。胡学文以一种对生命充满自信的精神将伞柄和
伞骨组合起来。这五位叙述者看似性格和生活大不一
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言行都有不合常规的
地方，比如如花对乌鸦的魔怔、罗包的慢性子、毛根的孤
傲和任性，等等。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他们的一
种生命存在方式吗？他们遭到人们的非议，便只好找祖
奶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在祖奶的眼里，一切生命都是神
圣的，所以哪怕祖奶不言不语，他们只要看上祖奶一
眼，默默倾吐心中的烦恼，就相信祖奶一定会为他们撑
腰的。这时候，伞骨和伞柄和谐地成了一个整体。其
实，说到底，写五位叙述者就是为了写祖奶，我们从五
位叙述者身上看到了祖奶的影子，他们各自的故事就是
一个个放大了的“接生”。胡学文在这里赋予接生婆更深
的寓意，我们应该做祖奶这样敬仰生命的接生婆，尊重每
一个生命的不同成长方式，生命在社会上闯荡，同样会出
现“踩地生、撒地生、坐地生、花地生、横地生、闷地生”等
各种状况，我们若要以统一的标准来处理，最终只会让生
命夭折。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方鸿儒，这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大
学哲学系的老先生，有着非凡的学识。从情节的角度说，
这个人物可有可无。但从伞状结构说，这个人物很重
要，他就像伞柄上的一个按键，他一出场，就像按键一下
把伞撑开了。方鸿儒与杨一凡有一段对话，方先生从灵
魂需要说到心理调节，其核心就是强调了信仰的重要
性。他说到民间存在着广泛的信仰，从病了拜药神、饿
了拜财神，到祈雨拜龙王、盖房拜土地，人们的这些祈
拜尽管具有明确的功利性，但显然又包含着一种信仰，
它会让人们获得灵魂的安宁。方鸿儒的一番话就把祖
奶成为神的缘由说得清清楚楚了。这把伞撑开来，撑出
了一块信仰的空间。在这块信仰的空间里，应该有一个
伟大的接生婆，让人们在这样一个欲望扩张的社会里，懂
得如何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
生生不息。

胡学文立志以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表现
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解，这意味着，他将“史诗性”作
为自己的追求。对于小说家而言，“历史”一直是念兹在
兹的诱惑。诚如批评家南帆所言，“以文学的形式叙说
历史，这是长篇小说由来已久的文化功能，人类在演变
之中逐渐意识到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是一种镜像，过往
之事是现实乃至未来的规约、借鉴和暗喻。这个意义
上，历史与现实是一体的；认识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
事情。许多人甚至觉得，只有认识历史之后才有资格对
今天发言。”正是基于此，许多小说家将叙述的重心放
在“历史”这一维度，他们要么以历史作为参考系，亦步
亦趋地跟随历史大事件敷衍个人生活世界，强调历史
对于人无远弗届的影响；要么改写历史，试图在正史之
外独辟蹊径，提供新的认识历史的角度。《有生》并不将
叙述重心放在重新讲述历史上，而是将个人生命史作
为小说表现的重心。在胡学文看来，“历史只是作为背
景，但这个背景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的存在。小
说从清末至20世纪初，至伪蒙疆政府，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直至新世纪之后，百年的跨度，每
个节点对个人命运都有所波及。”说到底，《有生》并不
将焦点对准历史，而是对准活生生的人，人的生命史和
生活史。这一生命史与生活史是由经线和纬线构成，经
线是以祖奶乔大梅的百年人生经历所体现的生命长度
与历史纵身，纬线是由如花、罗包、北风、喜鹊和毛根所
体现的生命宽度与现实境遇。

既然是生命史，必然要追问生与死的问题。死生亦
大矣。《有生》中乔大梅被设定为接生婆，这一女性形象
与莫言小说《蛙》中的姑姑有近似之处。姑姑既是乡村
女医生，又是计划生育干部，承载着生与死的剧烈冲突
和矛盾。祖奶倒并未如此激烈，但同样因为这一职业在
人生旅途中面临种种不测和凶险。作为生的引路人，她将一万两千多个婴
儿迎接到世间来。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家，无论高低贵贱，县长也好，土匪也
罢，对她而言，生的问题是高于一切的。她在黄师傅头顶上看到的圣光，渐
渐地也在她的头顶上出现。在她看来，那是上苍赐予接生婆的德威、厚福
与信心。无论在什么境遇下，她都执著地坚持这一点。不管她自己遭遇什
么样的反对，这是她的天职，任何时候，她一旦听到来人需要她去接生，就
会毫不犹豫地去迎接生命的到来。在接生过程中，她将自己的孩子生在了
路上，第二任丈夫白礼成因为她坚持去接生带着孩子离开了她，也无法改
变她将此视为自己毕生使命的决心。

乔大梅之所以对生有着深刻的体认，在于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死
亡。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是战争与灾祸肆虐、人似蝼蚁、生存多艰的
百年。在乔大梅身上，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显著。她经历了无数的失去：从幼
年时在逃荒路上失去母亲，跟随父亲游走四方，到失去父亲，失去第一任
丈夫以及呵护她的公爹，失去了闺女白果、白杏，第二任丈夫白礼成带着
孩子白花离开了她……接连不断的失去反而让她变得极为强韧。死亡是
如此醒目，贯穿于小说全文的是“蚂蚁在蹿”。“蚂蚁”是跟死联系在一起
的，有许多次她站在了死的边缘，但恰恰是生唤回了她。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或者“有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也是胡学文所叙述的我们这一民族
生生不息的秘密。

当然，仅仅有“生”似乎还不够，如果仅仅是“生”，那么像猪狗一样地
活着是“有生”吗？小说以几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来讨论“生活”应该是
什么样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如花的痴、罗包的慢、北风的焦、喜鹊的
烈、毛根的躁，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一种性格形态，也代表了一种生命情态。
每个人都遭遇了自己无法逾越的困难，所以他们需要寻求祖奶给予他们
以心灵的庇佑。这个时候的祖奶是具体化的也是抽象化的，是中国人心灵
深处对于“生”的依恋。更重要的是，他们均找到了某种持守。对于如花来
说是养花，是对于死去的丈夫钱玉变成乌鸦的执念；对于罗包来说是和豆
子在一起；对于喜鹊来说是她和喜鹊们的相濡以沫；等等。就是对于乔大
梅来说，接生本身也具有了超越性，给她提供了沉浸其中、忘却万事的空
间。我们可以发现，《有生》里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手艺人，即使是作为官员
的杨一凡，仍然将诗歌作为自己生存的一种方式，看作是一门特殊的手
艺。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物、手艺都联结个体重要时刻生活经验，可以提
供一种通道，成为众生持守生命的方式。正如乔大梅所感慨的那样，“若不
是产妇的叫喊，我早已命丧黄泉。她，她们，不但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拽回，
还一日日地喂养着我，使活着成为必须，坚不可摧。”手艺或者物，可以让
人寄情于此，让人忘记生存层面的苦难，达到与天地同游的境界。这不是
消极的，反而是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

《有生》写百年历史，写生的艰难，但不沉重不污浊，反而像鸟儿一样
轻盈，这其中的奥妙正在于胡学文写“情”写得透亮纯粹。如花和钱玉的小
儿女情态，罗包对于麦香的充满仰慕的爱，与安敏的知己般的默契，毛根
对宋慧的暗恋，都写得极为饱满、真挚、感人。《有生》提醒我们，情感的不
完美、缺失可能构成生命的困难，但即便如此，情感，哪怕是缺失的情感，
也是濡养生命的一种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生》放下了与历史的复杂纠葛，转而专注于生命
本身的阔大与坚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生命样本。

长篇小说的结构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问题
——以胡学文《有生》为例 □金赫楠

《有生》是作家胡学文潜心八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巨制，由《钟山》首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以接生了一万两

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跨度有一百余

年，被浓缩在祖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作者用足够的耐心向读者讲述百年人生的庞大和细小，写出了一方土地上众人的生命本相。胡学文满怀对故

土和乡民的爱，将笔触深入乡土社会的法礼德道、血缘地缘等方面，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在一种宏阔的命运感中，为乡土立根，为众生立命，为历尽劫波又

繁衍不息的百年中国立心。 ——编 者

当我们谈论长篇小说，我们谈论的
是小说中的故事、命运、人物和思想，当
然更包括这些要素如何在名为长篇小说
的文体中被巧妙、有效地充分实现。一
部长篇小说的生发点，不同的写作者自
有不同的偏好与习惯，比如余华在《虚伪
的作品》中曾转述李陀的一句话，用来表
达自己的写作理念：“首先出现的是语
言，然后引出思维方式。”而在很多作家
那里，结构往往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出发
时的重要起点。作为长篇小说整体审美
表达的结构，它通常对应着长篇这种“重
文体”所背负的“整体性”“总体性”期待，
我们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长篇小说
就是结构的艺术。和中短篇相比，长篇
小说的长篇幅与大容量，负载的往往是
较为丰富繁盛的人物和事件、较长跨度
的岁月与历史，以及更为复杂的思考或
观念理念。而要把这些庞杂、丰富、无序
依照叙事意图妥善安置在一部长篇小说
中，叙事立场、叙事策略和叙事目的都得
以有效实现，结构的巨大作用就显现出
来了。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作为筋骨和
支撑的内在性的结构，既是技术问题，也
是思想问题——写作者以怎样的结构来
进行文本呈现，往往或隐或显暴露着他
们从整体上去考量、思虑和把握书写对
象的能力，以及个体性表达世界的独特
角度，比如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
《带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刘震云的
《我不是潘金莲》等这些引起广泛关注和
讨论的长篇小说近作。有时长篇小说的
结构甚至就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世界的
基本立场，想想看《尤利西斯》和卡夫卡
那几部没有结尾的小说。

《有生》是小说家胡学文新近出版的
一部50余万字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它力
图呈现的是塞外中国的百年家族故事与
乡村图景——这正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
说叙事偏爱处理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更
是对写作者最富诱惑的召唤和最具难度
的挑战。有评论家把《有生》称之为“乡
村版‘清明上河图’”和“农村人性百态的
百科全书”，由此可见小说中百年乡村景

象的吞吐之大。所以，胡学文必须找到
独属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结构，足以承载
百年叙事之开合的熨帖而独特的节奏，
从而实现自己的叙事野心——“对于一
部小说，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我认为它
最重要的意义，不是阐述了什么，而是提
供了可供阐释的空间，这个空间要足够
大，能从多个角度去阐释，从现当代以来
关于中国乡村伦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等
多方面去阐释”。胡学文创造性地设定
和使用了“伞状结构”，也由此获得了一
位强有力的叙述者，轻盈而深沉地去实
现“四两拨千斤”的视角力量。

所谓“伞状结构”，是从叙事视角来
说，除了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的祖奶，
文本中还有第三人称叙事的五个视角人
物——麦香、喜鹊、如花、杨一凡和宋
慧。他们都是祖奶接生的，也因此与祖
奶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地始终发生着关
联，他们的故事、命运，他们的人生图景，
分布在四面八方又始终围绕着祖奶，且
通过她获得或显或隐的关联。祖奶的第
一人称叙事是主干，另外五位视角人物
的叙事是次一级散发性地环绕在主干周
围，就如同伞柄和伞布。在创作谈中胡
学文自述这是自己偶然间妙手偶得的小
说结构。从另一个角度看小说还是双线
叙事，一条线是在祖奶回忆和意识中往
事的弥散，另一条线是“倾诉”中村庄里
人们自己抖落的前世今生和隐秘心事。
两条线通过文本的单双章设置而自然形
成，它们各自伸展并偶有交集。结构的
选择和设定透露着作者对自己所处理的
题材和经验的基本理解，在这种结构中，
当下讲述与历史叙事互为映照，人物之
间相互印证和抵消，塞外乡村的百年景
象渐次浮现和清晰起来——既是现实
的，也是精神的。

在这个结构之下，祖奶乔大梅自然
就成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叙事人，
成为了文学之笔切入一个村庄、一个世
纪的入口。经由祖奶乔大梅的视角，在
其一天一夜的回忆性讲述中，读者进入
《有生》的文本世界，进入宋庄，这个中国

塞外村庄百余年的历史与现实画卷徐徐
展开。有意思的是，《有生》中祖奶视角
的叙事时间设置，让我想起《尤利西斯》，
同样在用24小时去呈现繁盛丰富的历史
与现实，文本面貌却又是如此迥异，这似
乎可以作为阅读和阐释《有生》的一个有
趣的角度，篇幅有限，这里不做展开。作
为“塞外最有名的接生婆”，祖奶“一生接
引一万两千多人”，亲手助产和见证了一
个又一个崭新生命的到来；而顶着“这孩
子命……大”的预言出生的乔大梅，又在
百岁人生中亲身经历了身边几乎所有亲
人的死亡，目睹着世事沧桑和岁月变
迁。超出常人的死生之间的切身经历，
使得祖奶被赋予了一种现实逻辑上的传
奇性，她被乡邻逐渐神话和膜拜，成为超
力量的化身；同时也充满文本逻辑上的
戏剧性，人物自身的矛盾和撕裂反而成
为文本的巨大张力。小说开篇，百岁有
余的祖奶正是在不会说、不能动的状态
中，高速运转着自己敏锐的听觉和回忆
功能，以自己历经生死、了然通透而又充
满悲悯的心智和心境，去讲述着百年来
这片土地上的起伏与生死。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作者说“她是宋庄的祖奶，她是
塞外的祖奶”，她是历史风尘的见证者，
经由这一视角的观照、理解和讲述，文本
中的百年家族史既获得了具体、细微的
景观性和血肉感，同时又具有辽阔、深远
的超越性。

当然，找到一个美妙的结构，并不能
保证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一个坚固而
赋予独创美感的基架，还需要进一步枝
繁叶茂、血肉丰满。吴义勤在《长篇小
说与艺术问题》一书中曾指出，当前长
篇小说面临“思想”大于形象、理性压倒
感性，以及技术与经验的失衡造成的文
本中感性经验的匮乏等诸多危机和困
境。是的，一个作家思考的深度与广
度、艺术上的创造性，终究要落到文本
的形象和情感中来实现。作为文学写
作，小说究竟应该在哪个精神层次上去
实现时代、历史、人性等的讲述？我想
大部分人所谈论和期待的小说，尤其是

长篇小说，还是通过故事和人物来呈现
自己的发现与思虑，是通过影响读者的
感情来进而影响他们的理性认知与价
值判断。

《有生》之前，胡学文的小说一直专
注于中短篇、特别是中篇小说的写作。
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小城镇的人和事，村
夫农妇、基层办事员、个体小老板等等，
往往在胡学文的小说中充当着绝对的主
角。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中国农村最
普通、最老实的那种人，貌不惊人、语焉
不详，不打眼、不折腾。他们没有太多的
宏图壮志和远大人生图景，只想平安、本
分地过小日子。然而命运未必会因此而
厚待他们，该碰上的磨难、该遇到的坎，
往往会在某一瞬间不期而遇不请自来。
胡学文对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很“虐”，他
精心构建了一次次命运的无端来袭，把
那些抵抗力量不够、心理准备不足的小
人物们瞬间击倒；而猝不及防之后，貌似
不堪一击的他们慢慢地站起来，定住了
神、稳住了气，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迎难
而上的绝地反击。除了受苦遭罪之外，
他看到了小人物面对人生厄运时内心激
发出来的反抗力量，那种躲在角落里隐
藏着的坚韧。在这个过程当中，胡学文
淋漓呈现了小人物的善良、宽厚、淳朴，
当然也包含着怯懦、狭隘、狡黠，底层社
会的本真良善与藏污纳垢。小说的力量
由此生发和激荡，叙事张力、人性内涵和
文化历史反思，水乳交融地渗透笼罩在
文本的字里行间。可以说，在中篇这个
更适合“故事”的文体和体量中，胡学文
的情节铺陈和推进能力愈加炉火纯青。
《有生》的广受好评，除了“史诗”“厚重”
这些长篇小说通常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定
性之外，我想一定程度上来自作者多年
中篇写作历练出来的故事讲述能力与人
物塑造功底。当扎实绵密的讲述、缜密
熨帖的现实逻辑和文本逻辑、血肉感充
盈的性格人物和创造性的结构，以及这
个结构所内含的“整体性”水乳交融结合
在一起，一部卓越的长篇小说才能就此
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