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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青春叙述的光芒
——评贾若萱的中篇小说《圣山》 □王 干

青年作家贾若萱近年来先后在《人民文学》《中
国作家》《湘江文艺》《西湖》等刊发表了《所有故事
的结局》《暴雨梨花针》《麦收时节》《即将去往倒淌
河》等中短篇小说，以清新平缓而内涵隽永的风格
引起了文学界关注，成为华北大地上一颗耀眼的文
学新星。近期我读到贾若萱的《圣山》（《中国作
家》2020年第5期），发现这部中篇小说在叙事时
态上成功地进行新的尝试，探索小说叙事的多种可
能，在时下颇为平静的小说艺术探索当中呈现出比
较独特的腔调和风范。

青春是作家经常书写的母题，不同时代的作家
有不同的书写形态，杨沫的《青春之歌》是对大革命
时代青年一代追求理想的记录，林道静的恋爱过程
也是她不断革新自我、获得新生的过程。王蒙的
《青春万岁》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轻一代朝气蓬
勃、单纯热烈的生命的描写，那首《让所有的日子都
来吧》的序诗，也成为共和国新一代青年人的主旋
律。王朔的《动物凶猛》是非常年代京城少年青春
的残酷记忆和美好回忆，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
行》则是上世纪80年代年轻一代面对社会转型时
的某种迟疑的反应和青春期的迷惘。

贾若萱目前的创作以青春作为圆心向四周的
社会生活扩展，展现出年轻一代面对新生活的惶
惑、思考和抗争。《暴雨梨花针》中写初入职场的青
涩以及人生挫折的体验，可以说是《十八岁出门远
行》的新一代版本，而《所有故事的结局》对初涉爱
河的“我”来说是爱情的开始，也是青春忧郁广谱类
症候的写照。职场青春、恋爱故事，这些在贾若萱
同代人的笔下也时有描写，有的可能比她更惨烈、
更出奇，而《圣山》的写作却看得出她突围的信心和
努力。

《圣山》依然属于青春小说的范畴，但多了一点
缅怀和凭吊的忧伤和哀婉。小说中的“我”、张小
婷、马丽静是三个同学，她们当年曾经一起读书，经
历了非常有趣非常调皮的校园时光。多年之后，她
们在圣山神奇而神秘地汇合了，汇合的过程有点玄
幻小说的味道，在清新淡雅的语言清流中散发着小
说叙述的独特魅力。

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叙述

的诞生”，某种程度上现代小说也是叙述的艺术。
在现代小说中，叙述人的语言河流以及河流的倒影
光泽有时大于故事本身的价值。《圣山》小说的开头
似乎就将读者导入了一种禅境，“顺着长长的阶梯
往上爬，树木如同耀眼的绿油漆黏在两侧，由于人
少，鸟儿清脆的鸣叫萦绕在耳，偶尔惊得飞起来，翅
膀噗噜噗噜作响。上去后先看到一座青色方形门，
门口有两个白石柱子，写着几个模糊的古字，猜测
是‘朝花夕拾’。进去后是干净的水泥地，三棵参天
大树用石砖围成一圈，野草花朵在底部蔓延，立在
拱形朱砂门两侧，远看交织成了一个川形。”这样的
开头貌似一个出世主题的开始，但随着小说的不断
展开，我们发现贾若萱是在寻找、探索青春小说母
题的深化和叙述的创新。

在《圣山》中，作家尝试了多种叙述的可能性，
将叙述的时态扩展到现在时、过去时、未来时，呈现
多时态的共现。一般小说的叙述往往通过人称的
变换导致叙述视角的变换，从而产生不同时空的交
错，比如苏童的《河岸》就是从库东亮个人视角（潜
在的第一人称）转入到第三人称，从而对历史和现
实进行双重的钩沉。《河岸》的时态是交错的，在裂
痕中展现历史的迷惘和现实的错位。贾若萱自然
不能去重复这样的叙述方式，她在《圣山》中使用一
以贯之的“我”的叙述（目前来看，她极为偏爱这一
叙事方式），创建了三种时态的青春记忆叙述。

小说中的张小婷可以说是小说的发动机，她约
“我”来到圣山这一举动，是小说叙述的中轴。小说
里写到，“张小婷依然充满神秘”，这是小说的叙述
基调，神秘的张小婷却寻找更加神秘的马丽静，“她
突然问我，你还记得马丽静吗？我茫然地在脑海中
搜寻这个名字，一无所获。就是疯了的那个，她有
些紧张，抬头看了看四周。”张小婷偶然在天安门广
场看见马丽静带着孩子和老公合影，但马丽静没有
认出她来，她凭第六感认为马丽静就在圣山附近，
所以才有“我”和她的圣山之行。

对张小婷的叙述是“现在时”，她的辞职、她的
考研落榜、她对北京复杂的感情，一直萌生出来的
逃逸心态，都是当下的。而小说中的“我”则沉湎于
往事的追忆，“我”对于圣山高中的怀念，尤其是对

外婆的怀念，成为“我”叙述的主旋律，这是关于成
长、关于故乡、关于亲人的一段深情的忆述。“我时
刻感到前方有一道帷幕，遮住了我的未来，眼前混
沌一片。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思考人生的意
义，发现其实并没什么意义。”小说里写了我对外
婆、舅舅、父母的印象片段，笔记本和照片的设置都
是这些片段的链接物，这些关于家世的叙述和寻找
也带有某种成长小说的痕迹，主体散发着追忆逝水
年华的光影。

“我”在小说里的过去时的叙述，并没有借助其
他的叙述转换，而是直接在小说中书写，因而她的回
忆性并没有导入过去的时空来表现。“我”虽然和张
小婷生活在一个当下的时空，但“我”的叙述本身，在
于将马丽静、张小婷和我三个女同学过去的往事呈
现出来，呈现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时空，这个时空
是封闭的，是现在故事的背景。和张小婷带来的当
下都市生活的种种烦恼和种种不适应，“我”言说的
过去圣山中学的韶华岁月，更多的带着伤感和忧
伤。这种忧伤又和现在时的生活形成一种潜在的
映衬。

马丽静在藏经阁的出现，则有某种玄幻的色彩，
似乎是未来才能出现的场景。“我”和张小婷对藏经
阁的探索，出于一种好奇，也出于一种对怀疑的质
询，当她们在越过藏经阁之后，来到别有洞天的地
方，居然在圣山疗养院202室看到马丽静在学习高
中数学。时间仿佛绕回来了，过去、现在、未来都在
圣山这样一个奇妙的空间重叠起来，校园、职场、寺
院复合在同一个时空中，逝去的校园青春和当下的
生活并不遥远，一纸之隔，时间真是一个魔术师。

记得40年前，同样出生在河北的女作家铁凝
曾经以一篇《哦，香雪》惊动了文坛，也标志新一代
女性开始从乡村向城市的边缘前行，改革开放时代
的青春是从向往和憧憬开始步向生活的海洋的。
多年之后，在贾若萱的笔下，已经进城的女青年回
到自己的出发点，去重新回望自己的青春的足迹，
这足迹有时深有时浅，有时正有时歪，回望之后，还
要继续前行。年轻的贾若萱当然要前行，她在《圣
山》里闪烁的叙述光泽慢慢会成为她的一个背影，
一个深邃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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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哪怕只是随意讲述
一个小故事，也一定会有自己的语调，给叙
述烙上某种鲜明标记。小说的语调，从表层
来看与叙述节奏、修辞方式和造句风格相关
联，从深层来看还受到素材选择、角度切入
的影响，背后隐含着小说家对世界的态度和
立场。严肃或者调侃、冷峻或者热切、幽默或
者平实、铿锵或者低沉，凡此种种语调特色，
不仅表征着小说家对于语言艺术的自觉追
求，也成为小说美学风格的重要构成。

贾若萱是一位早慧的作家，从一开始写
作就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调。记得5年
前读过她的一个短篇小说《他的家》，讲述一
位失恋少女窥视情人的家庭生活，企图实施
报复，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宽恕的故事。小说
不到一万字，以第二人称展开叙事，多用短
句，语言清新而不乏灵动，叙述语调平实。她
的平实语调并不给人平淡乏味之感，反而有
着某种直击心灵的力量，故而一下子引起了
我的注意。这个短篇是她的处女作，很快被
《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后来，我又在《西
湖》等杂志上接连读到她的几个短篇，那种
与她的年龄有些违和的平实语调，令我印象
深刻。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大多“90后”作家
的写作往往带有梦幻、温软或甜腻的气息，语
调飘忽不定，固然给人陌生化的新鲜感受，但
总觉有些清浅乏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
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流行语调。“十七年文
学”的高亢语调，新时期之初的悲情语调、反
思语调，市场经济滥觞时期的欲望语调，都带
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成为一个时代文学风貌
的重要标志。进入新世纪之后，消费主义盛
行、信息泛滥、空心化、神经质、虚弱等等症
候更为突出，新一代的年轻写作者敏锐捕捉
到这些生活内容并进行书写，与之相应的流
行语调自然而然会诞生。可是，置身于流行
场域中的贾若萱，似乎有意要从同龄人的合
唱声中挣脱出来。她睁开一双大而明亮的
眼睛，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从容不迫地审视
着生活，试图以自己的语调来讲述所闻所见
所思。

如果说贾若萱早期的小说语调还只是一
位颇具天赋的写作者的自然选择，那么，到了
写作《即将去往倒淌河》《暴雨梅花针》等作品
时，她则进入了自觉状态。

先看《即将去往倒淌河》的开头：“王逗逗
用一根尼龙绳，把田七绑到树上。我双手抱
胸，在旁边指挥：胳膊捆紧点，别乱动。田七嘴

里塞了块脏抹布，撑得下颌很长，眼角青筋暴
起，盯着我。我说，怎么，没想到？他挣扎，含糊
不清的话堵在嘴里。我点了根烟，从他怀里摸
出手机。”全是短句，叙述平实，没有使用修
辞，不带感情色彩，画面感很强；多用动词，节
奏很快，信息量大，不仅交代了主要人物、人
物之间的关系，还直接点出了矛盾冲突，并留
下悬念。这是比较典型的贾若萱语调，平实却
内含张力，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暗藏机锋。
整篇小说的叙事同样保持着这样的语调：
导演田七性侵了“我”，还拍下裸照威胁。

“我”为了报复田七，与旧情人王逗逗一起
设计，将他绑架到郊外的河边施以惩罚。田
七手机里的裸照被删除后，他与王逗逗发
生激烈打斗。王逗逗被田七打晕，“我”出手
刺伤田七，两人扭打起来。危急关头，苏醒
过来的王逗逗冲上来相助，将田七的黑狗
踹入河中。田七为了救狗跳入河中，差点被
淹死。王逗逗将他和狗救上岸来……这个
故事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因素——性侵、绑
架、打斗，完全可以讲述得跌宕起伏、惊心
动魄，可是贾若萱有意压制了传奇叙事冲
动，选择一种平实的语调来进行日常化叙
述，不动声色地进入主人公千疮百孔、万箭
穿心的生活，真实还原了当下青年的生活
状态与精神状况。那淡定平实的语调，凸显
了作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坦然面对并承受
生命给予的一切。贾若萱还将笔触深入到人
物内心，去探测人性的复杂。田七道德败坏，
可为了救狗不惜舍命跳河（那是母亲临死前
托付他照顾的残疾狗），他这一“跳”，跳出了
爱与善的闪光。残疾狗和“我”的弱智女儿一
样，都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考验着不堪
一击的人性。贾若萱以饱含怜悯与同情的语
调，细腻地传递出生命的痛感。那种克制、淡
定的语调与紧张、压抑的情节之间构成强烈
张力，使得这部小说显出奇崛。

《暴雨梨花针》在艺术上更臻成熟。小说
讲述“我”去参加父亲的第三次婚礼，婚礼中
儿时好友胡瑾芳突然出现早产征兆。在送胡
瑾芳去医院的途中，她生下一个女儿……同
样是戏剧性很强的故事，贾若萱依然以平实
的语调徐徐道来：“这个酒店位于市中心，餐
厅在二十一楼，可以俯瞰整个石家庄。”开篇
介绍物理视角，其实也表明了叙述者的心理
视角——“我”在婚礼上将俯瞰所有人物，漫
不经心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
折射着不同的爱情婚姻观。父亲的新任妻子

李苗认为：“我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反正可
以离婚”。在本质上，“我”和李苗是同一类人，
凡事“心不在焉”，对爱情并不认真，更遑论责
任。而“我”的好友胡瑾芳恰恰相反，她坚信

“爱是付出，是忍让，是牺牲，是患难与共”，可
在现实中被理想主义撞得头破血流——为
了爱情，她放弃学业，最后遭丈夫背叛而离
婚。“我”的母亲则提供了另一种理论：“爱不
是患难与共，是合作双赢，忠诚也不是忠于
别人，而是忠于自己。”她明知丈夫出轨而不
动声色，悄悄安顿好一切后远走美国。经由
平实语调呈现的不同爱情观多声部共存于
作品中，看不出作家的明显倾向——也许，
这正是当下具有包容性时代的真实写照。尽
管贾若萱隐藏了态度，可这并不妨碍她的笔
触直击生命的痛点——我们可以漫不经心
地谈论爱情，但是不能忽略新生命的诞生。
所以才有了小说的华彩结尾：天空下着瓢泼
大雨，婴儿在车中分娩。如此惊心动魄的非
常情境，在她的叙述中依然波澜不惊：“我想
起了破旧的公交车，想起了大提琴，想起了翻
滚的绿叶，想起了妈妈的眼睛，最后，我把这
一切统统忘掉了，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什么都
说不出口。”平实的语调中透出宽恕与和解，
更含有深情与希望。在贾若萱漫不经心的平
静声音后面，隐藏着一双敏锐的、深情的、审
视的眼睛，那目光不时让人产生“脊椎颤栗”
的感觉。

《所有故事的结局》是一部成长小说，
通过两组人物关系来结构小说，实现了复
调叙事效果；《圣山》以写实与虚构并行的
方式展开叙事，反思生存的无意义感，对存
在本身进行质疑。这两部中篇小说的语调
大体是平实的，但因为有着更长的叙事时
间和生活时间，中间出现一些变调。其实在
我看来，贾若萱的叙述姿态可以更加放松，
于漫不经心中出其不意。平实并不会戕害
审美，造作才是艺术的大敌。《圣山》就有这
样的问题，太想表达某些东西，过于追求戏
剧性效果，反而失去了从容和自己的语调。

有人说过，贾若萱像《功夫》里的那个武
学奇才，稍加点拨，就能举一反三、自创招数。
她的代表作《暴雨梨花针》的题目出自古龙的
《楚留香传奇》。所谓暴雨梨花针，“出必见血，
空回不祥；急中之急，暗器之王”。这个标题大
约是她行走江湖的宣示，她应该坚信自己的
语调的魅力，于漫不经心之中，说不定就铸成
了“暗器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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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说一般意义上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年龄或者性别的角
度来称谓作家，比如，某某是老作家，某某是青年作家，某某是
女性作家，诸如此类，但从根本上说，文学却不仅与年龄无关，
而且也与性别无涉。也因此，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既不存在什
么老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区别，也不存在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
的差异，世界上只存在两类作家。那就是，从思想艺术的角度
考量，所谓成熟的作家和不够成熟的作家。依照这样的标准，
出生于1990年代的作家贾若萱，她的小说创作虽然很难简单
断言说已经臻于成熟，但却毫无疑问是一位潜力很大的、正在
走向成熟的作家。

阅读贾若萱的小说，首先引起我高度注意的是艺术形式方面
的自觉追求。无论如何，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都是一
种语言形式的造物。倘若舍却了语言形式的营构，文学在失去
载体的同时，也无疑会失去本体。就此而言，贾若萱能够拥有明
确自觉的形式追求，应该受到高度肯定。具体来说，这一点，突出
不过地表现在中篇小说《圣山》之中，小说开头的一段文字是：“庆
都寺在清虚山上，气温比镇上低三五度，一来海拔较高，二来恰逢
两座山相夹的风口。这是一个很小的寺，占地约几百平，寺里的
和尚也只有三位，一位六七十岁的住持，法号惠觉；一位三四十岁
的和尚，法号慧心；一位二三十岁的行者，本名静川没有法号。”没
想到，到了小说结尾处，我们所读到的小说主要人物之一张小婷
正在写作中的一篇小说的开头，也是一模一样的一段文字。只有
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中篇
小说《圣山》，其实正出自于张小婷之手。如此这般，难道说张小
婷就是贾若萱么？但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贾若萱所采用的，也
可以说是一种带有“障眼法”性质的“元小说”方式。从艺术效果
的角度来说，贾若萱设定如此巧妙的一种“元小说”方式，其实是
试图传达某种人生如梦的虚无与循环感。

或许与人生阅历的相对短浅有关，在贾若萱的小说中，我们
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青春期的惆怅与迷惘。《圣山》作为一部中
篇小说，虽然说贾若萱也试图赋予其更厚重的内涵，设计了一直
到终篇也都未曾解开的谜题，但读完小说后，最深刻的印象，恐怕
还是作家对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也即王琳和女友张
小婷在北京艰难生存处境的真切书写。王琳大学毕业后来到北
京，先是做医药代表，后来干房屋中介，接下来又成为了一家广
告公司的打字员。但即使是打字员这样的职位，到最后也还是
出现了问题，她被老板“温柔”地劝退：“然后他喝了口咖啡，告诉
我，我马上就要失业了，公司会给我一部分补偿。我困惑地看着他，他没再多解释，让
我出去收拾东西。”失业之后的王琳费尽周折，方才勉强找到了一个给一家纸媒整理
微信公众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自然索然无味：“就像我，做打字员还是销售还是公
号管理者，没有任何区别，都不能给我的人生带来丝毫改变。我只需去做、去消耗时
间就可以了。”既然是“消耗时间”，那王琳她们青春期的百无聊赖和迷惘，也就溢于言
表了。

再比如，同样是中篇小说的《所有故事的结局》，贾若萱在其中主要讲述的是几个
年轻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先是“我”、秦乐和惠子。作为闺蜜好友的“我”也即李心
草和惠子，不仅都是医科大学的学生，而且也都是文学的爱好者，都在憋着劲儿写小
说。她们俩无意间与职业艺术学院的学生秦乐结识，一来二往之间，三个人便陷入到
了隐形的“三角恋”模式之中。眼睁睁看到惠子和秦乐的亲热场景，李心草内心的失
落可想而知。但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这边的“三角恋”尚未收场，那边的“三角恋”
却又粉墨登场。只不过，这一次，与李心草和惠子她们俩发生纠葛的，是一位新锐小
说家飞马：“她看透了我的心事，让我非常不自在，我们似乎无法分享彼此的情感世
界。此刻我充斥更多的情绪是屈辱，她、我、飞马，我们组成了另一个三角形。”多少有点
令人不解的是，到了小说结尾处，在经过了以上两番“三角恋”情感的缠绕之后，“我”也
即李心草竟然莫名地看到了一道柔和的明光，感觉到一阵春风般的温暖。难道说，贾若
萱是要为这个充满着青春忧伤的故事刻意营造一个光明的尾巴吗？

相比较而言，贾若萱迄今为止最令人赞叹、思想艺术完成度也最高的一个作品，
就是那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短篇小说《暴雨梨花针》。在这篇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
叙述的短篇小说中，贾若萱围绕着“爱”或“不爱”，集中展示了“我”也即蒋绘、父亲以及
表姐胡瑾芳他们三个人的不同人生。首先是父亲。小说所集中描写的那个婚礼，已经
是父亲的第三次婚姻了。正因为父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所以蒋绘对父亲的感情状
态产生怀疑：“我爸和李苗敬完了所有的酒，又向我们这桌走来。他们交叠着的身影，
像一对恰到好处的恋人。我又想起了那个终极问题，什么是爱。我爸，结过三次婚，
有过好几个情人，这些人他都爱过吗？”然后，是蒋绘自己。或许正是因为受到父亲数
次婚姻状况的影响，蒋绘变成了一个不婚主义者。尽管和男友姜来已经同居了5年，

“但我不清楚是不是爱他，如果按胡瑾芳以前的说法，我是不爱的，她认为我没有爱过
任何人”，“她觉得自己拥有的才是真正的爱情，而我经历的都是奸情。”关键的问题在
于，胡瑾芳自己所拥有的难道就是真正的爱情吗？虽然为了追求所谓“真正的爱情”，
胡瑾芳不惜背井离乡，也要坚决地追随那个曾经的蛋糕店店长，但也只有到小说结尾
处，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胡瑾芳早已处于离婚状态：“‘我离婚了。’她虚弱一
笑，‘不回湖南啦，豆豆跟他，这个孩子跟我。’”依照常理，既然拥有真正的爱情，胡瑾
芳就不应该轻易离婚。离婚这一事实本身所说明的，正是胡瑾芳的情感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问题。由此可见，尽管胡瑾芳曾经对蒋绘的情感状态横加指责，但其实她自己
的情感世界也很是不堪。

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爱？如果有，这种真爱又应该呈现为怎样的一种状
态？贾若萱在《暴雨梨花针》里以一种极简的艺术方式所苦苦思索的，恐怕也正是“爱”
或“不爱”的真谛。但即使如此，到小说结尾处，借助于那个刚刚降生的婴儿，贾若萱似
乎昭示出了某种救赎的希望：“那一瞬间，仿佛天底下所有的光都聚在了她身上。是个
女孩，是个漂亮的女孩。我不知怎么回事，咧开嘴，也轻轻地、轻轻地哭了出来。我想起
了破旧的公交车，想起了大提琴，想起了翻滚的绿叶，想起了妈妈的眼睛，最后，我把这
一切统统忘掉了，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什么都说不出口。”无论如何，能够在一个篇幅精
短的短篇小说中如此深入地探究表现“爱”或“不爱”的问题，正是贾若萱艺术智慧的一
种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虽然说贾若萱依然行走在逐渐成熟的道路上，但因为她已经写出了诸如
《暴雨梨花针》这样完成度相当高的短篇小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她
肯定会成为一名成熟的作家。

文学冀军文学冀军··实力矩阵实力矩阵
————贾若萱小说评论贾若萱小说评论

贾若萱贾若萱
1996 年生于河北保

定，作品散见于《人民文

学》《中国作家》《青年文

学》《湘江文艺》《中华文学选

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

物，著有短篇小说集《摘下月球

砸你家玻璃》，曾入选2017年度河北小说排行榜，获

第六届西部文学奖、首届《湘江文艺》双年新人奖，现

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