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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尚待命命名的小说写作实验名的小说写作实验
——重读格非札记

站在2021年回望，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隐
身衣》（2012）在格非作品谱系中的关注度，与其前后紧邻发表
的《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春尽江南》（2011）、《望春风》
（2016）这两部长篇小说相比，并不算突出。延续《春尽江南》中
失败的主人公保持内在精神生活的尊严、抗拒失败的主题，使
曾在《春尽江南》中短暂出现过的“隐身衣”意象，加上《春尽江
南》中零散的古典音乐，终于在《隐身衣》中汇成浩大河流，冲刷
着小说的整体骨架。无怪乎《隐身衣》常被视为《春尽江南》的

“余音”。然而，就当代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脉络来说，《隐身衣》
显然是格非在“讲故事”这一路径上具有重要承启意义的一部
中篇，其从故事层面到话语层面的探索和努力，亦为《望春风》
等后续作品的进一步实践做足了准备。

《隐身衣》中两次点题，一是在“我”介绍自己——专门制作
胆机的中年男人时提及，由于从事该行业的人少，且几乎老死
不相往来，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
人生活”；一是在提到音响中的“极品”AUTOGRAPH时，引出
了牟其善——传言中拥有一件隐身衣的京城商人、一个音乐发
烧界的教父级人物。世俗生活中的人，在奇妙的音乐中“产生某
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这种隐
没，在格非看似具体的细节描写与故事推进中，时常有种抽离
于文本的朦胧和模糊，正如音乐外行丁采臣在听萨蒂的《玄秘
曲》时评论的：“钢琴的声音，就好像是在雾中传来的一样。”

“雾”，既抓住了故事现场《玄秘曲》的感觉，也与《隐身衣》
的整体阅读感受颇为相似。似“雾”朦胧的阅读感受，首先来自

“故事”本身，这与格非对中国古典小说“故事”传统的回溯有
关。从上世纪90年代短暂搁笔后重“开笔”的第一个中篇《傻瓜
的诗篇》（1992）开始，经由长篇《欲望的旗帜》（1996），格非对
于叙事的纯粹形式追求已有所减弱，直至后来获得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梦》
（2007）、《春尽江南》（2011），开始注意并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
“故事”层面。在《隐身衣》的“故事”中，格非有着进一步的推进，
以身世、行踪皆扑朔的丁采臣观之，《隐身衣》并不讳言其与电
影《倩女幽魂》中宁采臣在名字上的关联，甚至反复作为一种

“味儿”来形容丁采臣。《倩女幽魂》的故事源于《聊斋志异》里的
《聂小倩》，作为一个女鬼与书生的大团圆故事，原作的恐怖意
味并不浓重，但其中透露出的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死后世界”的
认知，倒更与丁采臣有所相关。格非在其著作《文学的邀约》
（2010）中曾探讨过对此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个鬼
（归）的世界既不是如世俗世界一般的实在，亦非绝对的‘无’，
而只是‘幽明’”，“生和死是交错在一起的”，观历来中国的文学
作品可知，中国人对于“幽明”的想象中，“超时间”是与“现实时
间”大致相仿的世界。《聂小倩》中，小倩作为早已死去的人，却

依然能与书生宁采臣按照现实“生的世界”的规则相依相恋结
婚生子，这与《隐身衣》中丁采臣自杀几年后再打来欠款26万
所产生的生死悬疑，在“中国式的超越所具有的人间情怀”这一
点上，倒是有着共同的“味儿”。换言之，《隐身衣》中的丁采臣，
正是格非对于中国人死后世界思考的一次文学表达。由此推
之，死后的母亲“托梦”告诉“我”与玉芬离婚后的下一个女子是
否适合结婚，也同样如此。类似的这种“故事”内核，正是阅读感
受如“雾”朦胧的原因之一。

除了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借鉴某些“故事”传统，“丁采臣”的
故事处理同样可看作是叙事上的一种“空缺”。细读深究《隐身
衣》中看似细节饱满周全的故事，便会显现不少其他的“空缺”：

“我”的好友蒋颂平的身世、姐姐和蒋颂平的关系、丁采臣与刀
疤女的关系、玉芬最后的感情归宿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隐藏
在“故事”中的疑问，同样造成了“雾”的阅读感受。的确，从《江
南三部曲》开始，格非开始向《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小
说“讲故事”的传统靠拢，但是先锋叙事并没有完全被他抛诸脑
后，上世纪80年代末格非叙事中常用的“空缺”策略，也是造成
《隐身衣》上述似曾相识阅读感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早期的
《追忆乌攸先生》（1986）、《迷舟》（1987）、《褐色鸟群》（1988）
中，格非使用“空缺”打破故事的连续同一性，“使写作变成一次
对不在的追踪，而在场的话语反倒是从对不在的追踪过程中不
断遗留下来的产物”（陈晓明）。

《隐身衣》中的“空缺”显示了故事那些“不在”的部分，围绕
这些“不在”的在场话语，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空缺”的更多信
息，无怪乎，犹如丁采臣听到的《玄秘曲》一般，“朦朦胧胧的”。
尽管在故事中，格非专门提及了两次“隐身衣”，但“隐身衣”背
后到底指向何种意义，依然是“不在”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隐身衣》叙述所追踪的，是“不在”的隐身衣，而整个小说实
际上是这一过程的遗留产物。正如最后“我”每次和同居的刀疤
女提起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过日子”的话头时，她总是一笑
置之：“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
的……事若求全何所乐？”将“不明不白”糅于故事之中，正是
80年代的格非在《隐身衣》中的延续。

让我们再次回到丁采臣对于《玄秘曲》的感受上。当“雾”的
感觉为“我”这个发烧友所肯定时，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弹
钢琴的人不是罗热，而换成另一个人，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雾”可能会就此消失，因为“每个演
奏家对作品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正如“雾”可资隐喻的阅读
感受，“演奏家”亦可对照格非在《隐身衣》中造成“雾”的效果的
叙述者策略。

上述在“故事”中对过往“空缺”叙事的延续，固然是造成
“雾”的阅读感受的来源之一，而“不可靠叙述者”策略，同样与
“雾”的阅读感受有直接关联。与《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三人称叙
述者相比，《隐身衣》中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第一人
称”本易唤起读者的代入感，但“不可靠叙述者”策略则将其消
解，将读者轻而易举置于对叙述者不信任的位置之上，从而产
生上述阅读感受。在回儿时居住的胡同时，面对满眼陌生，叙事
者坦言，“人的记忆，确实有点不太可靠”。这使得接下来的叙述
带上了“不太可靠”的色彩，整部小说本身就在不断的回忆中推
进，“不太可靠的记忆”因此埋下了前后矛盾的种子，并进而瓦
解了叙事的总体性。这正源于格非早期小说所做的叙事探索，
叙事者在《隐身衣》中所复原的不过是记忆中并不确定的因素。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蒋颂平和姐姐两个人的关系成
谜，但“我”依然决定彻底原谅蒋颂平的这一故事设计：“事情既
然早已过去，就请你把它忘了吧！就当它，压根儿没发生过一
样。”这种经由记忆而造成的叙述前后矛盾，是第一人称不可靠
叙述者策略背后的逻辑，也是格非在“讲故事”这一点上的叙事
延续，尽管相较于之后《望春风》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更为复杂的

“成长性”而言，格非曾在与林培源有关《望春风》的访谈中自认
为，《隐身衣》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仍有“并没有打开”的缺憾。

不过，叙事交流的运用则是中国古典小说“说话人”这一叙
述角色的变体。宋元的“说话”影响着明清以来的长篇小说与短
篇小说叙事，尤其对章回体小说影响更深，诸如“欲知后事如
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说话人”与阅读者的叙事交流，在明清以
来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十分常见。在《隐身衣》中，“你已经知道
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由此，你大概也可以想象出
当我见到真人之后那种变本加厉的失望”，“你算是猜对了”这
类与读者的交流，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说话人”传统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正是这种叙事中的突然中断，使得读者每将沉浸之
时被强行抽离，意识到故事内外的区别，“雾”重新袭来。对此，
格非并非偶一为之，在《隐身衣》之后的长篇小说《望春风》中，
他有着更为彻底的运用，“亲爱的读者朋友”之类直接与读者进

行的叙事交流更是自《望春风》的第一章开始便已显露。本雅明
也曾在《讲故事的人》中谈到西方“讲故事”的传统：“听故事的
人总是和讲故事者相约为伴，甚至故事的读者也分享这种情
谊。然而，小说的读者则很孤独。”这种令读者孤独的西方现代
小说，显然在本雅明眼中是与“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相
伴的“故事”传统不同的。而在《隐身衣》中，格非在“讲故事”上
采用的叙事交流策略，恰恰在和中国古典小说“说话人”传统相
契合的同时，亦与西方“讲故事”的传统相近。这不仅造成了阅
读上的朦胧“雾”感，也为《望春风》频繁使用叙事交流“弥补了
现代小说‘作者退出文本’而带来的叙事交流之缺失”（林培源）
做了准备。至此，格非的《隐身衣》在“讲故事”上融合古今中外
的努力与开拓，已较为清晰。

格非在《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一文中认为，中国古典小说
有两个传统，一是“内在超越”价值取向的大传统；一是近代开
始受到现代性影响的小说传统。后者建立在前者的批判、确认
和改写基础之上。“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固然可以被看成是
向外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更为隐秘的回溯性过程。”《隐
身衣》正可视为这样的文学观在“讲故事”上的尝试。在《隐身
衣》中，音乐的叙事功能也常为论者提及，各章节以与音乐发烧
友相关的语词巧妙地将故事融会于章节的名词解释当中，音乐
专业艰涩的词汇因而被某些评论者诟病为炫技之处。事实上，
这亦有所偏颇。讲一个西方“智性”和中国古典“诗性”为一体的
故事，正是格非对知识分子小说这一脉的推进和发展，这些在
2012年看似艰深的词汇，随着时间流逝与社会发展，已越来越
普及于当下：换言之，格非的叙事与内容都有一定的超前性，即
使在内容上似是追忆似水年华，最终也指向了未来。

这也可以用于确定《隐身衣》在格非创作谱系上的位置。作
为延续《春尽江南》“隐身衣”意象与音乐元素的《隐身衣》，其价
值正是在于对“讲故事”传统的回溯与开拓——这种传统既来
自受西方现代小说影响的格非先锋叙事上的自我延续，也来
自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从“讲故事”到“如何讲”的主动借
鉴。正是在中篇小说《隐身衣》做的初步尝试，为之后长篇小说
《望春风》对于“讲故事”传统更为大规模的重塑奠下基础。因
此，作为尝试的《隐身衣》，格非自然仍留有一些遗憾，比如上
述提及的对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缺乏“成长性”、偏于简单的
不满足，比如对于“说话人”借鉴的浅尝辄止。然而，正如《隐
身衣》中反复出现的“事若求全何所乐”，对于这样一部在“讲
故事”上努力探索的中篇小说，与其以“后见之明”求全不已，
不如承认，格非一直是中国作家中走在小说叙事探索前列的
代表之一，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探索如是，如今对于“讲故
事”的回溯与开拓亦如是，格非带给中国文坛的惊喜本来就是
在不断变化中的。

““讲故事讲故事””：：回溯与开拓回溯与开拓
——再读格非《隐身衣》

王中忱 …

许婉霓

格非最初决意写小说，就他本人而
言，或许也是无须多想意义自明的选择。
但精确指认格非开始写作的时间并非易
事，他曾说：“1986年，当我开始写作的时
候”，这里他明确地使用了“开始”一词，不
过，在同一篇随笔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

“开始”：“1985年的春天，当我在一辆由
浙江建德开往上海的途中的列车上开始
写作《追忆乌攸先生》时，我决定将自己从
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中解救出来”。值得注
意的是此处出现的“无休止的自我折磨”，
据格非言，指的是此前在“现实主义”范式
笼罩下所写的一系列小说，他甚至不愿将
之视为自己的习作，而是痛彻地称之为可
能导致自己“放弃写作”的“重负”。由是
观之，格非把这些作品放逐于自己小说写
作的“开始”之外毫不足怪。作家把自己
的写作起点置于何处，与其说是在描述实
际的写作活动，毋宁说更多表现了如何为
自己的写作定位的意愿。

我们姑且从1985年算起，那时格非
也才21岁，即将大学毕业，其时对他的人
生产生了根本影响的“文革”后中国社会
的巨大变革正在进行，而所谓“新时期文
学”则发展得如火如荼，在知识、思想和文
化生产的场域里独领风骚，远比后来兴起
的其他领域的知性活动如经济学、社会
学、历史研究等更得公众青睐，也吸引了
众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作为中文系的
学生，格非在这样的氛围里步入小说写作
可谓顺理成章，但他自己视为“开始”之
作，显然是对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主导
潮流的有意疏离甚至悖逆。按照批评家
和文学史家们的惯常描述，1980年代至
1990年代的格非属于“先锋派”，而这个

成员屈指可数的群体的共同特点，即在
于正当“新时期文学”以“写真实”的

追求重塑“现实主义”并连续取得
了轰动性社会效应的大背景下，
敢于大胆探索小说叙述的语言
和形式，引领了中国小说叙事
的“语言学转向”。

这样的描述既指出了包括

格非在内的“先锋派”作家的特点，也是一
个简化的标签，其实几乎在“新时期文学”
起步之时，就不断有作家在思考虚构的语
言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进
行了多种路径的探索，倒是格非本人对此
有清醒认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里他特别
强调，韩少功“才是真正的‘先锋作家’”，
并对莫言的创作大加称赞。这就为重新
考察“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历程提示了另
一路径。如果不能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理
解“先锋”和“实验”，就无法理解1990年
代缘何经典之作迭出，成为中国长篇小说
的黄金时代，也不能充分体认被限定了的

“先锋派”作品所包含的多种可能。进入
21世纪，格非以《江南三部曲》再次引起广
泛关注，有关他是否由“先锋派”作家“转
向”了现实主义也成为议论的话题，但这
样贴标签式的问题设定其实既无助于对
格非新作的理解，也包含着对他所谓“先
锋派”时期作品的误读。

格非的小说写作有一个间歇期。大
约在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
并编定《格非文集》（3卷）之后，他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鲜有小说新作发表。2004年
《人面桃花》出版时，评论界称其“十年磨
一剑”，似乎即缘此而来。如果把格非迄
今为止的小说写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
般也以这个间歇期为界。但应该指出，从
广泛的意义上说，格非并没有停止写作，
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数量可观的学术性
随笔和论著，如《塞壬的歌声》（2001）、《小
说叙事研究》（2002）等。这些著述呈现了
格非作为一个专业学者的坚固业绩，尤其
是他对19至20世纪世界文学名著所做的
解读，他对小说叙事问题所做的探索，都
以鲜明的原创性，与同时期大量生硬搬用
外来理论和滥用外来术语故作高深的所
谓学术著作明显拉开了距离，为构筑新型
小说叙事学打开了路径，提升了叙事文学
研究的高度。

格非的学术洞见，首先得益于他的实
验性小说写作经验，更得益于他对包括自
己在内的“先锋派”小说实验的理性审
视。1990年代中期他所写下的后面这段
文字，明显包含着沉痛的自我反省：“不管
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实验小说作为一个象
征性的存在实际上已经终结。”但他也明
言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动力：“九十年代中
期的社会状况相对于十年前所发生的深
刻变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实验小说’内
涵的缓慢延展。日益复杂变化的社会现
实同时也在呼唤一种更加复杂，内涵更丰
富，形式更加有力的写作方式。”不消说，

正是出自对新型小说写作之可能性的思
考和追索，使格非的学术写作始终保持着
不同于一般学院著述的温度和活力。

如果说，格非在小说写作停歇时期的
学术写作，颇像是为他后期的小说写作所
做的准备，那么，出版于2010年的《文学
的邀约》和2014年的《雪隐鹭鸶——〈金
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的构思和写作，则可
能与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望春风》
（2016）构成了重叠和交错。《雪隐鹭鸶》由
三卷构成，所谓的“卷”其实相当于通常所
说的“章”，就篇幅而言，前两卷总合起来
也不如卷三“修辞例话”的页数多，但从卷
头题目“经济与法律”“道德与思想”则不
难看出，格非已经不像以往那样专注于小
说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和修辞，而是有意
把小说文本放置到更大的社会历史情境
中进行分析。在此书“序”里，格非说：“如
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16世纪前后全球
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考察，如果
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
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
好的解释”。他甚至认为，“《金瓶梅》所呈
现的十六世纪的人情世态和今天中国现
实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而比起这部
著作里的具体分析和论断，更值得注意的
是格非的全球史视野和长时段观察中国
社会结构变化的意识以及从经济、法律、
伦理、思想等领域汲取知识营养的努力，
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这些意识
和学术观点虽然不一定会直接表现在他
的小说写作里，却与他的小说文本构成了
曲折繁复的互文关系。无论从何种意义，
我们都不应忽视格非的学术写作，只有将
之放进考察视野，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他
的后期小说写作其实是在非常广阔的知
性活动背景下展开的。

《江南三部曲》和《望春风》标志着格
非小说写作的新高度，也为中国当代小说
提供了一个新的标识。尽管已有很多评
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而文本
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无疑还将被继续探究
和讨论。在《江南三部曲》获得茅盾文学
奖后的“感言”里，格非说，他最初曾“打算
用地方志的结构和方式”，尽管这一构想
在后来的实际写作中有所变化，“地理”确
实是《江南三部曲》的贯穿性元素之一。
不过，格非显然无意构筑一个独立一隅的
风俗奇异的世界，《江南三部曲》所设置的
地方性场域一直随着人物活动和故事情
节的展开而变动，从地处江边的普济村到
梅城县城，再到规模更大的鹤壁市，到第
三部《春尽江南》的结局，“普济”竟然成了

主人公庞家玉走到人生终点的一家位于
成都的医院名字。如所周知，三部曲的命
名经历了一个过程，至第二部出版时封面
还曾写作“《人面桃花》三部曲”，而最后定
名为《江南三部曲》则表明作家的艺术企
图在于更大的“地方”，是“江南”的整体色
彩、韵味和氛围、气息，而非某个具体的一
村一镇。

即使没有采取地方志结构，但方志肯
定是与《江南三部曲》乃至《望春风》可以
构成互文关系的文类之一。章学诚曾云：

“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书”。格非后
期小说所设置的地方性场域，主要用意也
不在于写地理风物而是以地写史，但作家
的着眼点并未局限在方志家所说的“一方
之全史”（章学诚语），其虚构的具体地域，
其实更类似象征的意象，隐喻地指涉着20
世纪中国整体的宏阔历史。如同有的评
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鲜明的历史轮廓，
实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晰的年代标
记，都标志着格非的后期小说较之前期已
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江南三部曲》和《望
春风》虽然分别截取了近百年中国历史的
若干片段，在此背景上展开故事情节和人
物命运，但整体连贯起来，可以说已经构
成了一个编年史般的规模和图景。

但确切地说，无论地方志还是时代编
年史，都只是格非后期小说写作的互文对
象。如前面所说，在跨领域汲取知识营养
的过程中，格非熟知现代历史学以及相关
社会科学概述历史的方式，在小说写作中
甚至不惮挪用已成通识的历史概要，如
《人面桃花》中的主人公陆秀米怀抱乌托
邦式理想在普济组织反清革命，最后被地
方豪强龙庆棠构陷，家财散尽，身陷囹圄，
而龙庆棠却在革命胜利之时转身成为新
贵，这无疑已经是现代中国史上的老故

事，格非的艺术企图，虽然不在于从教科
书式的历史概要上敷衍出传奇故事或铺
展开形象图景，但也不在于对历史通说做
简单的颠覆或浅薄的戏仿，他更关注的是
人物在历史激流中的感觉，人物感觉中的
历史，特别是人物在历史激流中的行为和
选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陆秀米在革
命失败后的行为，特别是她因决意把一袋
突然得来的白米拿给濒临绝境的村民而
打破自我“禁言”的情景，才不仅让小说中
的人物喜鹊“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也让
读者受到巨大震撼。因为我们不仅可以
从陆秀米的人生境遇读到现代革命的荒
诞和悲凉，更可从她虽九死而不悔的向善
向美追求中，读到对革命的痛彻反思和不
懈探索，而这正是格非以小说叙事的方
式，对百年中国史上的重大课题，即何谓
革命与革命者所做的重新定义。

不追求客观再现历史而尝试写出人
物感觉中的历史，使得格非前期小说写作
的经验在后期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和提升。格非的后期小说情境、场面描写
精细准确，句子洁净典雅，故事结构整饬，
初读颇似传统的写实主义笔法，实际上在
这些文本里叙述者和人物的视线相互交
错，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巧妙转换，所谓

“现代主义”小说叙述方法的运用并不少
于前期，只是自然得不易察觉。早在
1990年代，格非即呼吁应该有一种“全新
的创作方法”：“既注重史诗般的规模，全
景式的描述方法，也注重文体的形式特
征”。并认为“在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
义之间选择一条谨慎的中间道路”是“可
行的”。格非已经以《江南三部曲》和《望
春风》的写作，实验了“全新的创作方法”，
并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课题：我们究竟应该
怎样为这种方法正式命名？

格非（1964～），本名刘勇，江苏镇江人。1985年毕业
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
入中国作协。现为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主席团成员，北
京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中短篇小说《迷舟》
《相遇》《隐身衣》，专著《文学的邀约》等。长篇小说《江南
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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