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文化语境与
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
—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

吴晓东

内容提要

20世纪4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在小说观念和形式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其中对反讽姿态和叙述

调子的选择，
具有生成新的小说叙事和审美模式的可能性。在骆宾基的小说《北望园的春天》中，反讽成为一种结构性
的视景，它不仅是叙事姿态和调子，还与作者在战时认知和体察世界的方式相关，最终有望生成一种与战时文化语境
相适应的小说美学。这反映出作者试图在反讽与同情、
审视与认同、犹疑与确定之间寻求一种非稳定性的平衡的诗学
技艺，
以及小说家在战争年代对人性状况、
知识者自身生存境遇的洞察和反思。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在小说观念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早在８０年
代初，
赵园就曾关注过这一时期小说的新“突破”
：
“把文学真正作为文学来研究，你会发现，现
代文学正是在四十年代，
出现了自我突破的契机。这契机自然首先是由创作着的个体显示的。
①
相当一批作家，
在小说艺术上实现了对于自己的超越。”
赵园列举的作家包括茅盾、
巴金以及

老舍等，
但她似乎更看重另一批新生代作家创作的“奇书”
：
“契机”还在于，正当此时，出现了一批“奇书”
，不可重复、也确实不曾重现过的风格
现象，比如钱钟书的《围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及评价更歧
张爱玲写于沦陷区的那一批短篇。作为特殊的风格现象，
我还想到
异的徐讠于的《风萧萧》，
了师陀的《结婚》、
《马兰》，上述作品即使不能称“奇书”
，也足称“精品”
。至少在创作者个
“量”
：
这儿汇聚着一大批！很可能
人的文学生涯中，
像是一种奇迹。我在这里首先关心的是
是，
力量（艺术力量，
艺术追求的力量）在长久积蓄后突如其来地爆发了。而由这可观的
“量”
中，我更注意到了，有关作者都在自觉地致力于文学的内在规律的把握。因而思路极分
散——
—在选材上，
追求又极集中——
—对于文学的自身功能。
“异”
中有引人注目的“同”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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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观的‘量’
”
中，
我们会越发感受到４０年代小说“异”的丰富性，同时，又可以充分理解研究
者试图探索其中似乎难以确切言说的“同”
的冲动。
如果进一步引申，
那么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这一批“精品”所表现出的“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文
体形式、结构样态以及语言美感风格上的差异性，而“引人注目的‘同’
”或许就蕴含在小说家
于战争年代普遍获得的历史经验、文学体验以及审美认知态度中，进而表现为小说叙事模式
上的某些共通性。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选择的反讽的叙述调子，或许可以置于赵园所谓的
“同”
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这些小说包括钱钟书的《围城》、
《人·兽·鬼》，
萧红的《呼兰河传》、
《马
伯乐》，师陀的《结婚》、
《马兰》、
《果园城记》，沈从文的《长河》、
《雪晴》，丁玲的《在医院中》，卞
之琳的《山山水水》，
汪曾祺的《复仇》、
《鸡鸭名家》，
骆宾基的《混沌》、
《北望园的春天》等。在这
些小说中，
作家对反讽的叙述调子的选择，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写作现象，具有生成新的小
说叙事和审美模式的可能性，在反映了作者对新的小说观念和形式自觉探索的同时，也集中
历史经验、
文学体验以及审美认知态度。
反映了他们在战争年代所普遍获得的世界感受、

一
有研究者认为，
“反讽（ｉｒｏｎｙ）是西方文论最古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最叫人头痛的概念之
一，
论者称它有‘臭名昭著的难以捉摸性质’
”
，因为它“不仅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概
③
。西方学者米克的《论反讽》一书的写作，主要策略就是从结构功能的
念上还不断地在发展”

意义上描述反讽是如何在文本语境和话语环境中生成的，
借此来梳理反讽概念的发展史④。而
回避对反讽做出确定性的界定，
是讨论反讽的理论家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为反讽给出一个简约的定义就显得难能
可贵了。该书称反讽是“一种用来传达与文字表面意义迥然不同（而且通常相反）的内在含义
⑤
的说话方式”
。加拿大理论家琳达·哈琴在《反讽之锋芒：
反讽的理论与政见》一书中也有类似

的界定：
“反讽言此而意彼，
是人们选来表达相反观点的古怪的委婉方式。”⑥而赵毅衡则在与
“悖论在文字上就表现出一种矛盾的
悖论的比较中对反讽给出了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定义：
形式、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出现、而在一个真理上统一起来，例如，我越想他，就越不想他，
或‘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而反讽则没有说出来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两个层次相互对立，
悖
论是‘似非而是’
，
反讽是‘口非心是’
。”⑦所谓的“口非心是”
，指的是心里想的是什么，恰好以
相反的方向在言语中表达出来，
或者说，
说话者的真实想法仅凭文字是看不出来的，反讽的读
解，
往往需要在语境中获得。
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是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对反讽研究有突出贡献的新批评派则更多
是通过讨论诗歌达致对反讽的理解和表述⑧。相对说来，
小说中的反讽特质则需要探索不同的
研究路径。在这个意义上，
浦安迪将小说叙事者作为中介，
是思考小说中的反讽现象的较为有
效的思路：
“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讲故事的人。小说的这里和那里，到处都
有叙述人的插手造作，终于使我们感到在书中叙述的事件的表里二层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
感。这样，
我们就接触到了文人小说修辞问题的关键要点，即通过一套特定的修辞手段，它始
终赋予书中描画的人物和事件以一种突出的反讽（ｉｒｏｎｙ）角度。这里，我是从最广义的意思来
运用‘反讽’
这一术语的，
意指心、
口、是、非之间各种可能存在的差异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
⑨
学性引喻、
典故、
对话和情景方面的每一点脱节。”
尽管浦安迪在中国古典文人小说的研究视

野中讨论反讽现象，但他对“讲故事的人”的关注，还是为我们研究小说中的反讽问题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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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启迪性的视野。而“在书中叙述的事件的表里二层之间，
存在着某种距离感”
的界说，
对于
讨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国小说中的反讽问题，
尤其具有可操作性。
讨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反讽问题，被赵园称为“怪杰”的骆宾基创作于１９４３年的
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可能提供了一个值得分析的范例。赵园认为骆宾基“小说创作中的
，更可以映照一时期的文学面貌”
，而骆宾基的“怪”
“有其深层意义，涉及了文学观
某种‘怪’
⑩
念、
审美态度一类更敏感的问题”
。在我看来，骆宾基笔下的怪异的反讽特质，构成了我们鉴

照４０年代小说某种样貌的一面隐微的透镜。
《北望园的春天》原载于《文学创作》第２卷第４期（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５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
者“我”
（秦先生）在离开桂林赴重庆前大约一个星期的时段内，暂住聚居着几个知识分子家庭
的北望园，小说集中书写的是“我”对北望园住客的观察与评判，呈现出战时寓居在大后方桂
訛
輯
林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样貌及精神状态。这种对战时知识分子“可鄙可笑”亦复“可怜”輥
的心灵

世界作疑似精神现象学式的探究的企图，使得反讽成为小说中占据主导性的叙事调子，而且
对反讽的运用，
在骆宾基这里相当自觉。反讽的特质渗透到《北望园的春天》的各个层面，
并由
此呈现出值得从风格学甚至美学意义上进行讨论的综合性。
骆宾基的反讽功力首先表现在叙事者不经意间对人物的个性和气质的洞察。如对“我”
的
朋友杨村农夫妇的刻绘：
（杨村农——
—引者注）是国内有名的政论家，担任着某大报的星期论文的撰述，人却
又不象你所想象的政论家，倒象一个俄国风的好心肠的地主，在杜斯退以夫斯基笔下所
写的：
身体粗胖，
常叹息回到国内没有啤酒吃。
太太婚前是个当地极获人望的教育家，严肃而又有礼貌。北望园的邻居们对她总是
十分恭敬里带着八分畏惧的。她叫胡玲君。日常穿着一身蓝布的长袖旗袍，
和邻居碰面，
总是用一个中学校长对待教员的姿态打招呼，就是说眼睛望着你作出并不讨厌你的笑
容。
用餐时我们是彼此没有声息的，只是杨村农喝汤的时候，嘴唇作出吸气的响声，而且
訛
輰
羹匙常碰着碗，
叮当的响。他们夫妻彼此也很少交谈的。輥

“国内有名的政论家”杨村农身为“海归”
，却没有学会饭桌上应有的西方礼仪，用餐时制造的
各种声响与叙事者不断强调其作为“又高贵又尊严”的“绅士”之间就构成反差。而由一句“俄
国风的好心肠的地主”
的比喻引申出的“身体粗胖，常叹息回到国内没有啤酒吃”的描述，则表
现了杨村农心宽体胖的天性与行为的粗俗。至于杨村农的太太胡玲君，
叙事者选取的“作出并
不讨厌你的笑容”
的“作出”
二字，
最能体现“我”
对自己的观察对象的皮里阳秋的微讽态度。
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着重强调了语境对领悟反讽的重要性：
“反讽作家与讽刺作家不同，
他不仅倾向于掩盖自己对所论及的主题的态度，而且还依赖于一
輥
輱
訛
系列公众所共有的假定与偏见，
借以建立反讽的上下文。”
所谓的“上下文”
即语境，
对反讽的

领悟通常要依赖语境提供的为读者所能体察的公众常识。福勒举了个例子，
“他是个聪明的家
伙”
中的“聪明”
想表达的意思却是“笨拙”
。在日常对话中，
用“聪明”
表达“笨拙”
可以通过诸如
语调以及身体语言暗示出来，但在文本中只能通过语境来领悟，单从“他是个聪明的家伙”这
一句话不可能看出“笨拙”
的涵义。因此，
语境就成为表现反讽和领悟反讽的重要途径。如《北
望园的春天》中关于杨村农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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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农本来是个谈笑自若的好心肠的绅士，
可是一见赵人杰，
神气立刻就不同了。又
高贵又尊严，
仿佛我们身旁带着一个从仆，若是一个体面的绅士在从仆面前不矜持，那象
是什么话呢！若是绅士们当着从仆又谈又笑，
毫无顾忌，
那象是什么世界呢？杨村农的眉
目间，
时时戒备着，
时时怕赵人杰说出可怕的侵犯他的尊严的话来。杨村农越是提防，赵
在GB餐室，
从碗边上窥睨他。他的眼光是不
人杰越是萎缩的窥睨他。在路上从旁窥睨他，
安的、
困惑的，
一个穷人和绅士同餐是多么刻薄的刑罚呀！他就象一个在众目灼视之下的
刺猬那样萎缩，
那样可怜。
杨村农却大声打着饱嗝儿。用牙签剔牙齿，
还作出嗤嗤的声音。完全是个良善绅士的
气派，
完全是个胃口消化健旺的人的姿态……
当叙事者着意强调杨村农是个“好心肠的绅士”时，读者借助小说的语境读出的却是相反的感
读者如果要捕捉叙事者的真实意图，
一方面须借助于公众化的惯常经验视
受。在这个意义上，
野——
—一个真正的绅士完全不应该是杨村农这种表现；另一方面还需要在语境中捕捉叙事者
透露真相的蛛丝马迹，
从诸如“大声打着饱嗝儿”
、
“用牙签剔牙齿，还作出嗤嗤的声音”这类微
的反常性。
讽中，
发现叙事者一再刻意凸显杨村农“良善绅士的气派”
类似于强调语境对于理解反讽的重要性，琳达·哈琴聚焦的是“反讽之‘场景’
”
：
“我选来
研究的或许可以被叫做反讽之‘场景’
，
即不是将反讽当做孤立的修辞比喻来用形式主义的手
段加以分析，
而是将其作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一个政治问题加以研究。反讽之‘场景’中包括以
訛
輲
輥
交际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关系。”
在上面第一段引文所营造的场景中，反讽的呈现还有赖于人

物关系的对比性。对杨村农的反讽正是通过与穷画家赵人杰的对比来呈现的，背后透露的是
背后
小说作者对于某种尊严政治的思考。两人的关系也正可纳入琳达·哈琴所谓的交际关系，
地位为外部表征之下的权力关系。
似乎可以阐发的是隐含在杨村农与赵人杰二人以贫富、

二
如果说在自己的朋友杨村农夫妇身上，叙事者流露的反讽还有些引而不发，那么在骆宾
基刻画落魄画家赵人杰所花费的大量篇幅中，
反讽就成为相当鲜明的语体风格：
（赵人杰——
—引者注）苍老、
枯槁。二十七岁的人，
看来倒有三十四五。整月不刮胡子，
身着一件冬大衣，
又旧又破，
五年也没洗过一次似的。脸色永远是阴沉的，我没有见到他
有一次微笑，
我想他的微笑一定很珍贵的。从前我到北望园来的时候，常在路口碰到他，
手里提着一块鸡蛋大的牛肉，
仿佛去喂雀的，拴牛肉的草梗又细又长。我常想：为什么那
么小的一块肉，
用那么长的绳吊着呢！
引文中叙事者对“为什么那么小的一块肉，
用那么长的绳吊着”的细节所表达出的困惑令人印
象深刻，
这一细节之所以极富表现力，
一方面是透露出“我”的精细观察，以及对生活细节的忠
实还原（无法想象这个细节来自作家的虚构，似乎只能看作是对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另一
方面，
“鸡蛋大的牛肉”
与“又细又长”
的草梗之间的反差也可看成是小说通过特定的细节建构
出的情境反讽。赵人杰的怪异形象由此跃然纸上，
其卑微、
谦退、
善良与可怜，
都由富于观察力
的叙事者以一个个精妙的细节刻绘而成，
其中渗透的是叙事者对人性的微妙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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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人杰是一个过度谦虚的人。当我和他商量的时候，
他的嘴唇第一次露出笑。那笑容
是出自他的善良的诚意的。可是闪在苍白的脸上，显得可怕，尤其是他那牙齿上的光泽，
使人有点恐怖，
仿佛笑的是死人，
实际上死人的牙齿又是没有光泽的。
赵人杰终于露出了被叙事者形容为“很珍贵”的笑容，且“出自他的善良与诚意”
，可是这笑容
却显得可怕，表现出赵人杰身上个性的不和谐，读者惯常经验中的“善良与诚意”的原初语义
就被“可怕”
甚至“恐怖”
的感受消解，语词含义的反转也由此构成了骆宾基反讽修辞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下面这段对赵人杰的描绘中，
语词层面的反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起初的几天，
他是常常这样掩护他的餐具的，那天晚上扫地时，他也一样的用背遮着
我的眼。床底下是那么多可怕的肮脏的东西，一团儿一团儿撕零碎的报纸，都是吐痰用
的，手卷的纸烟头，饭粒，还有菜梗鼠粪，若是六月天，这屋子的苍蝇一定会成群的嗡鸣。
他扫地时，还背着我说：
“秦先生，你抽烟自己卷。”他那局促的声音，说明他是怎样的困
惑，
仿佛感觉到我在背后观望他的眼光。他那挪移我注意的匠心，
是多么可怜呀！
所谓语词的反讽，指的是小说家对某些词汇的运用与它们惯常出现的场合有异，显得特别碍
眼，
因此这些词汇给读者的感受与人们通常的经验构成反差，
由此对语境构成了压力。引文中
的“掩护”
、
“挪移”
、
“匠心”都有些大词小用的意味，而这类语词在小说中反常规地大量应用，
最终不仅凸显出人物古怪的性格，
也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状况的体察和关注。
克尔凯郭尔曾经从时代思想潮流的角度考察反讽的普遍化运用：
“这就是反讽。在某种程
訛
輳
对相当一部分中国现代作家而
度上，
每个世界历史性的转折点都必定具有这种思想潮流。”輥

“反讽的矛头也可能指
言，
抗战岁月也具有这种历史性的转折点的时代特征。在这样的时代，
訛
輴
輥
向整个生存”
。也就是说，
反讽在小说中与作者对战争年代人性境况的探究有关，
也与叙事者

在现实生活情境中找不到远景的空虚感密切相关。《北望园的春天》 的开头这样交代叙事者
“我”
离开自己原来租住的房子而转投北望园的原因：
你想，
一个人白天夜晚老是守着二十八个空房间，
那是怎样可怕的寂寞呀！没有人谈
天，没有笑声，没有叹息，没有走动的影子，没有光辉的面色，一个无声无色的小世界呀！
你想，若是这个大世界有那么一天也没有声音，没有闪动的色彩了，那么你也没有喜悦，
没有痛苦，没有可悲哀的，也没有可憎恶的，那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享受这寂寞，还有生
活下去的意义吗？
独守着二十八个空房间，
所生的“怎样可怕的寂寞”令人联想起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类似的
心理书写，
白流苏在空荡荡的新房子中感到的是空虚：
“空房，
一间又一间——
—清空的世界。她
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
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
訛
輵
輥
太空了，
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一间又一间，
呼喊着的空虚。”
空房间催生的空虚在某

种意义上构成了战时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隐喻，如果在白流苏那里更多是心理意义上的空虚
感，
那么对《北望园的春天》中的叙事者而言，则是意义的空洞化。因此，倘若从存在主义的角
度来思考这篇以春天为题的小说的深层主题，读者隐约体验到的是叙事者的战时心理处境：
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人间四月天，
叙事者却体验到了荒芜和寂寞，
背后是生命的荒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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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叙事者对画家梅溪的妻子林美娜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的反讽性判断，也同样
透露出这种生命意义的空洞感：
梅溪进城去了，
林美娜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
她陪着熊星谈天。熊星指着那只小鸡欺
“那只小鸡是坏蛋——
—呵——
—”熊星若是用手背擦眼
侮它的姊妹，
咿呀作语，
林美娜就说：
睛，林美娜就说：
“我们睡觉去——
—呵——
—”熊星真睡了觉，而衣裳又没得洗的了，作饭还
不是时候，
林美娜的眼睛就寂寞了。她要作点什么呢！总该有点事呀！没有一点事在手边，
在眼前，
她是一刻也过不了的。就提着铲子，
沿着竹篱去给小鸡雏们掘蚯蚓了。她又找到
了生活的意义，
她的眼睛又充满了光辉。那么些小鸡雏全围集在她脚旁边。
林美娜生活的意义似乎全部寄托在自己的丈夫梅溪身上。当丈夫进城了，孩子熊星就成了意
林美娜从给小鸡雏们掘蚯蚓之中“又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或许当叙
义所在。而当孩子睡觉了，
事者用寻求意义的目光审视林美娜的生活时，她其实完全处于一种自在的生活情态中，因此
“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的判断就仅仅对叙事者才真正“有意义”
，而正是对叙事者而言，这种关
言说中充满的是反讽。换句话说，林美娜“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恰恰是生活
于林美娜的“意义”
的无意义的表征。
到了小说结尾，已经离开北望园的叙事者借助于对依然居住在北望园的人们的拟想，把
这种对意义的问询进一步提升到存在主义的层面：
今天是七月一日了。桂林北望园的夏天该是怎样的呢！林美娜还是在掘蚯蚓吗？若
是那些鸡雏壮大了，
那么她在熊星睡着的下半天作些什么呢？她是从来不读书的，
也不翻
杂志，
那么她的生活不是会有一段空白吗？她会在这段空白的时间感到空虚吧！正如杨村
农，他若不是每天有着进城去一趟的小欲望，他若不是每天回北望园有着自谴太晚的忧
虑，
那么他的生活就会空虚的，
一个人连点小的忧虑都没有，
那是怎样可怕的虚无啊！
虚无感最终仍是生成于意义的空无，
而战时生存的空虚感可以说是笼罩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
子身上的时代病症。在诸如《围城》、
《马伯乐》、
《憩园》、
《寒夜》、
《呼兰河传》、
《倾城之恋》、
《复
仇》等小说中，
我们都能隐隐地察觉出意义远景的缺失带给叙事者或小说人物的心灵空洞。而
对空虚感的体验和对意义的寻求可以说构成了《北望园的春天》的核心。或者说，对小说家骆
宾基以及他所设计的小说叙事者而言，
最重要的仍然是小说和世界的意义的问题。在以启蒙
主义的思想史脉络为背景的小说观念中，
世界应该是有意义的，小说由此也是有意义的，而小
说力图呈现的，
即是对世界的意义和意义的世界的探寻。传统小说的写作和阅读正是基于这
种不言自明的共识。雅克·里纳尔在《小说的政治阅读》一书中说：
“在资产阶级传统文学范畴
訛
輶
中，
意义是大声说出来的，
它置于人们眼前，
因为它已经被写作者说出来了。”輥
这意味着先于

小说存在的世界本身具有自明的意义，
小说所要做的，
只是把这种先在的意义大声说出来。然
而，
这种根源于世界并内在于小说的意义图景在战争年代成了问题。
与意义的追求相关的是，
《北望园的春天》也试图处理关于人的具有某种形而上色彩的话
题。小说中有一段赵人杰向叙事者讲述自己故乡“望青的人”
的情节：
我们那里不兴这个，
不过你说的那种声音，我可以想象到的。我们那里也有看地的，

80

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

叫作望青的人，他们都带着枪，他们听到什么动静，只是朝空打一下空枪，可是偷庄稼的
人听见就要跑了，
一跑嘛，
望青的人就循声追去了，他们放枪原来就是试探偷庄稼人的方
向的。他们都是猎手，
那本是打猎的法子，
可是他们用到对付人上了，
又一样的灵验。人在
某时是聪明的，
在又一个时候又愚蠢的和野鸡差不多了。
对乡土经验的讲述突然间就上升到对人的体察和思考之上，这恰恰是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作家中
带有普泛性的联想脉络。战时语境提供的全新体验，使作家感受世界、体验人性、把握人的处
境的方式以及感知文化与政治情境的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北望园的春天》这
类书写战时知识分子的小说中，对人的思考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式的关切已经有所不
同，更倾向于呈现战时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渺小卑微、心理世界的空虚以及人的处境窘迫的感
受，
刻意摒除的是启蒙主义的理性远景。作为修辞、认知和表现模式的反讽的生成，体现了战
争年代作家对自身处境、人性现状以及历史语境的认知方式的复杂化，其中就包含着作家对
无法控制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进程的讽喻性呈现。克尔凯郭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反讽是“作
輥
輷
訛
为把握世界的反讽”
。

不过，文学史研究者需要自觉的是，战时语境并不一定能渗透到任何一篇具体文本的生
战争并非对解读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每篇小说都有效。尽管战争作为大的时
产环节中。换句话说，
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依然制约相当一部分文本的解读视野，但是普泛地引入战时文化语境仍会
给人一种笼统的感觉。找到文本中通向战时文化语境的具体中介，才是把问题引向具体化的
这一中介或许是叙事者对战时人性状态和心理处境的观察与
途径。对《北望园的春天》来说，
呈现。战时生存境遇的贫困、
生活丧失意义的无聊感以及远景的匮缺，
都侵蚀着小说人物的心
灵世界。而如果引入战时作为整体性背景的文化语境，我们会发现骆宾基最终是把叙事者和
他观察、评价的人物放在一起观照，这时，作为小说叙事姿态的反讽就同时指向了叙事者本
人，
反讽中就蕴含了对叙事者的自我嘲弄和反省。

三
作为一种叙事姿态和调子的反讽，最需要的是分寸感，拿捏不好往往会适得其反。《北望
园的春天》有些细节中的反讽意味已经达到分寸感的边缘，稍有不慎，就会滑向讽刺，进而显
示出叙事者的矫饰与刻薄。譬如叙事者对胡玲君和赵人杰的讽喻：
在没有听清楚我的话的工夫，
她（胡玲君——
—引者注）会用眼睛望着我问：
“什么？”
作
出那种少女的天真，
作出不懂事的孩子问：
“家雀怎么会飞呢？”
那种稚气的神气。只有在
这时候，
才显出她的年龄是过时了。若是一朵花，那么这朵花已经是开过一礼拜了，有一
场风，
花瓣就会片片坠落，
而且那些花瓣是没有水分的了，只是还没有枯萎。她是完全不
适合用这种口吻了，
也许退回十年，
她那种稚气的眼光会诱人微笑。
赵人杰坐在我旁边，
依然微笑着，可是我感觉到他带来的是怎样的空气，那种空气使
我们一时找不到谈话的资料了。绅士们坐在一起，
找不到话可谈，
那该是怎样不好受的心
情呀！正象在热烈攀谈的绅士们，发现旁边站着个乞求者，不管怎样装作看不见，然而心
里还是有一种负担。
赵人杰这天买了三块钱的花生米，仿佛招待一顿盛餐那样几次的让我：
“吃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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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
叙事者“我”
对人性有着精微的洞察，又不无矜持的姿态，背后有隐隐的
优越感。这时的反讽的分寸感似乎有些缺失，
显示出叙事者的不够厚道。难道是骆宾基对反讽
应有尺度的掌控有些进退失据？还是这种分寸感的缺失乃作者的有意为之？如果是刻意而为，
那么当叙事者的反讽一再丧失审美分寸感而令读者渐渐生疑的时候，其反讽指向便具有了自
反的可能。
也正是对叙事者逐渐体现出的某种优越感和不无得意的洞察力本身的观照，使得读者对
叙事者反而逐渐生出不信任感，
反讽终于指向了叙事者自身。正是这种反身性的反讽叙事，
使
得读者开始再度审视被反讽叙事者叙述出来的人物，而那些有同情心和悲悯情怀的读者可能
思考骆
就会超越叙事者，
对小说中的人物报以同情和怜悯。研究者的批评性阅读也由此开始，
宾基拟设一个反讽叙事者究竟有何深意，意识到小说的反讽叙事格局原来是作家的自觉建
构。由此来审视小说，
读者会发现诸多细节都隐含了对叙事者自身的反讽。如叙事者“我”
请杨
村农和赵人杰吃饭的一段情节：
我说：
“赵先生，
我们吃酒，
你不要吃，
就尽管吃饭好了。”
他说；
可是一个米粒一个米粒地向嘴里送。五分钟就停停筷子，
十分钟就夹一
“好。”
口菜，
而且只夹一小片白菜。明明他是饿了，
可是他还陪着我们吃酒。他的命运就似乎决
定是为了别人而生活的。
我说：
“赵先生。有肝尖，
有肥肠，
有鱼片，
你是吃嘛！”
他说：
“我是吃呀！”
我说：
“你不要客气，
这些菜我们是吃不完的，
你尽管吃呀！”
叙事者此前没有交代这顿饭自己点了什么菜，可以说是一种叙事省略，但虽未直接写“我”请
了什么，
读者却能从“我”
说的话中了解到这顿饭很奢侈。从写实的角度看，
这番话违反生活真
实，
显然是说给读者听的，
在一如既往地凸显赵人杰的谦卑性格的同时，也表现了叙事者的阔
绰与大方。另一处细节中，
“我”
让赵人杰不必急着还钱时是这样说的：
“我不会等着这五块法
币买烟抽的。”
对“买烟抽”
的着意强调，
也是在凸显叙事者的经济状况可以负担得起战时多少
都将反讽的眼光指向了叙事者。小说对叙事者自身的反讽
有些奢侈的消费。诸如此类的地方，
意味也变得越来越鲜明。譬如叙事者对林美娜的观感与评价：
林美娜对我的招待就又不同。我在那时候走进她的房间，她向我微笑，从那微笑里，
我知道熊星是睡熟了。而我的举止也就谨慎小心，
轻轻的，
怕惊醒孩子。她是常常这样微
笑的，那微笑轻柔得仿佛早晨原野边陲的一片有阳光的云影，它的出现完全和你的存在
是没有关系的，
然而你觉得亲切、
柔和、
美。她的说话声调也充满了温柔，
她的眼睛望你时
也充满了温柔，然而你会觉得这种温柔，不是属于她自己的，不是属于一个普通的少妇
的，
而是属于你朋友的太太的。
她很爱她的丈夫，
然而若是在她丈夫面前，即使她沉默着编织什么，你也会觉得她是
体贴你的，
注意你的茶杯是不是空了，注意你是不是在找火点烟。在这时候，你就会感觉
到她的微笑，
体贴不是对着你，
对着一个有身份的客人，
而是对待她丈夫的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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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娜对她的丈夫，反而没有这种温柔的微笑的，然而你却觉出她对他是怎样的深
爱。尽管她的口吻平淡，
你从那平淡中会觉得她是怎样的顺从，
顺从得完全失去了她自己
就觉得对你的微笑就没有一点价值了。
的特质。你从那顺从中，
叙事者本来对林美娜充满了赞赏，
她的“亲切、柔和、美”
，温柔的声调和充满了温柔的眼睛，仿
佛是娇媚的春天本身。然而，
一旦叙事者发觉这种温柔和顺从是属于朋友的太太时，
这种赞赏
就打了折扣：
“你从那顺从中，
就觉得对你的微笑就没有一点价值了。”
当叙事者不满于林美娜
的温婉和顺从只留给自己的丈夫时，
小说透露出叙事者的“非分之想”
，
这是相当反讽的。
当叙事者同样被反讽时，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就构成了反讽叙事，也意味着这个叙事者
不能被充分信任。小说开头表现出的叙事者是一个对生命意义有所追求的探索者式的形象，
不甘于桂林战时生活世界的意义的荒芜乃至生命的空虚，对安于现状的北望园的居民因此带
着几分不满与居高临下的审视和道德优越感。而当读者意识到叙事者其实也是一个被作家反
讽的对象后，
他所占据的天然的权威性就被削弱了，甚至有可能走向相反的效果，这也意味着
在小说中没有人能占据道德和历史的制高点，
或者有权利审视和仲裁他人。此时，
小说隐含作
者真正的声音也就需要穿越叙事者设置的音障而重新捕捉，隐含作者由此与叙事者区隔开
来。当读者对叙事者的判断产生疑惑，
就有可能超越叙事者的反讽叙述，
而对小说人物报以同
情与悲悯，
至少会隐隐觉得，
小说中的人物其实都很良善。如林美娜是一个多么温婉而本分的
模范太太；赵人杰尽管卑微，却也不失淳厚和善良，而且尽管贫困交加，还仍旧保有对艺术的
赤子之心；
杨村农也许称不上一个有风度的绅士，
但性格中也不乏天真与单纯的一面。这些对
人物的新的感受，
只有把反讽指向叙事者本人时才能脱颖而出。进而一个理想读者还会对小
说人物灌注自己的悲悯与同情。
这种悲悯与同情的感受力是对小说反讽叙事的真正超越，由此才能深入体察骆宾基塑造
一个反讽的叙事者的深意。作家最终试图展现的是叙事者“我”与被叙述的人物之间并无差
别。也就是说，
小说叙事者“我”
貌似优越于人物，
但实际上无非众生中的一员而已。如果说小
说中的人物被置于一种反讽观照的视野下，
那么叙事者同样没有逃脱这种反讽。由此，
反讽便
生成了作为认知伦理的维度，它最终体现在叙事者与人物的感同身受的一体性中，意味着每
个人都在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寂寞、无聊与庸常。这是一种鲁迅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訛
輮
輦
们，
都和我有关”
式的世界感受。

反讽的姿态使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小说叙事视景中多了一种叙事者对笔下人物的理解和同
情，
不再像坚守启蒙者的姿态那样高高在上，
而是把自己也视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如米克
在界定总体反讽这一范畴时所说的：
“总体反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因为反讽观察者也与
訛
輯
人类的其他成员一起，
置身于受嘲弄者的行列之中。”輦
总体反讽的概念同样关系到一种伦理

学视景，有助于理解４０年代小说家在反讽话语背后建构叙事者与其他小说人物的一体感，有
助于理解小说家对战时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认知及其小说中的伦理图景的建立，进而有助于
理解《北望园的春天》传达的战争年代生存体验的一体性：连同叙事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是共同
体的一员。路杨由此认为：
不管骆宾基在“南中国”如何不断辗转，始终还是一个逃不出去的“大后方”
，是一个
“大世界”
的“无声无色”
的寂寞。这让我联想到汪曾祺的小说《邂逅》，战时的叙事者在一
条船上“观察，感觉，思索着这些，……各种生活式样摆设在船舱座椅上，展放出来；若真
83

文艺研究 2017 年第 7 期

实，
又若空幻，
各自为政，
没有章法，然而为一种什么东西范围概括起来，赋之以相同的一
訛
輰
輦
点颜色。——
—那也许是‘生活’
本身。在现在，
即是‘过江’
，
大家同在一条‘船’
上。”

这位研究者引用的小说《邂逅》中的这段话之所以精彩，在于汪曾祺对“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的生存境遇的体认，
继而把这种境遇理解为“生活”本身。如果说汪曾祺的领悟因具有哲学式
的提升而更有深度，
那么骆宾基的小说则为这种体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审美细节。

四
进一步理解反讽，
还可以参考弗莱对反讽与讽刺进行的比较。在《批评的解剖》中，
弗莱认
訛
輱
輦
为“反讽与讽刺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
讽刺是激烈的反讽”
。讽刺背后的道德标准相对而言是

明确的，
也容易觉察，
而对反讽态度的判断则相对困难。弗莱说：
“当读者肯定不了作者的态度
訛
輲
读《北望园的春天》，
为何时，
或读者自己的态度应该如何时，
就是讽刺成分甚少的反讽了。”輦

读者也会遭遇难以判断作者的态度为何的困扰。究其原因，或许在于作者本人对笔下人物的
判断也存在犹疑。一方面，
小说人物身上体现出的平庸、
无聊或许正是战时的骆宾基对自己周
边人物的观感；
另一方面，
这种空虚感同样源于作者自身的战时体验，并在一定意义上投射到
笔下人物身上。因此，
对小说人物的判断在叙事者那里便表现出一种悖谬性，有时不无同情、
怜悯，
有时又深含嘲讽，
甚至轻蔑与不满。而这一切，都反映为“叙述人的插手造作”
，并“终于
。
使我们感到在书中叙述的事件的表里二层之间，
存在着某种距离感”
赵园认为骆宾基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有时须向‘变态心理学’寻求解释”
，而相对于路翎，
“骆宾基的态度却仍然平易得多。
对人物的精神生活，
他绝不像路翎那样深不可拔地
‘参与’
。他
的态度，
多少使人想到精神病学家，
尽管不是全不动声色，至少能不费力地保持着与对象的距
輦
輳
訛
离”
。这或许吻合了理查德·罗蒂在《偶然、
反讽与团结》一书中强调的反讽主义者所依赖的与
訛
輴
輦
《北望园的春天》中反讽姿态的生成，
也正依赖于“与对象的距离”
。
对象之间的疏离感。因此，

这种作者与对象的距离具体落实在文本中表现为反讽的距离，借助王德威对沈从文的反
訛
輵
讽模式的阐释，
其意义还呈现为“对叙事的表面含义的有意颠覆”輦
，使小说《北望园的春天》的

意义图景表现为不稳定的状态。
“这种反讽效果使意义的不同层面避免凝聚成单义的整体；
它
訛
輶
輦
还使文本的审美意图持续处于‘危机’
之中”
。反讽的美学效果在于小说的意义似乎一直在生

成，
处在不稳定的动态过程中。对骆宾基而言，这一过程就与战争年代的心理、人性与归属感
的缺失乃至文化危机建立起历史性的关联。这也造成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中，文本
内的意义和价值都不再清晰，
叙事者的声音也显得不确定。
反讽带来的犹疑使得叙事者对自己叙述的意义图景也产生怀疑。换句话说，小说的意义
不再确定，
本身就是叙事者寻求的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北望园的春天》的结尾：
实在说北望园的男女住客在无忧无虑的时候也不会寂寞，还会坐在走廊下打盹呀。
红瓦屋子的客厅里，
由于花瓶里那株美人蕉的花朵，
给他们幸福的点缀也一定不小。也许
还有株秋海棠呢！我怀念北望园，怀念北望园的深夜……赵人杰一定还是冥坐在他那阴
暗的屋子里遐想……现在北望园的深夜应该有一片蛙鸣了……
结尾的回溯叙事带来的是与之前关于北望园的空间叙事不同的感觉，叙事者多少生成了回溯

84

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

之中的悖谬感受。一方面，
叙事者的怀念之情使自己寄居北望园的短暂时光染上了有距离的
审美意味，
“北望园的深夜应该有一片蛙鸣”也称得上是诗意的遐想，当初叙事者曾经生成的
空虚与寂寞的体验，
经过这一审美距离的过滤也似乎淡化了不少。叙事者在小说结尾不经意
中嵌进诗意的畅想，
实际上就给小说赋予了追忆的审美氛围，将现在时的故事讲成了过去时，
当初的空虚体验在有了审美距离之后则变成怀念。小说尾声的结构性意义正在于为北望园的
空间和故事赋予了时间性，
一种回溯叙事中的诗性。另一方面，一句“实在说北望园的男女住
客在无忧无虑的时候也不会寂寞，
还会坐在走廊下打盹呀”却不无反讽地颠覆了寂寞感，而美
也多少带有一点反讽的味道，怀念与反讽这两种悖谬的感受并置在
人蕉“给他们幸福的点缀”
一起，复杂化了文本的意义图景。因此，小说意义的非确定性其实与反讽的认知模式互为表
里，
反讽模式最终生成的是叙事者对自己的叙事图景本身的反思以及对自我形象的反身性观
照。
反讽的魅力也恰在这里。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称反讽是“世界上
訛
輷
輦
最迷人的东西”
，
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把反讽视为“从不自觉的创作向创造
最深刻、

性自觉的过渡”
，
“用席勒的话说，则是从天真向感伤、从非反思向反思的过渡；原来持镜反映
訛
輮
輧
。可以说，
反讽与镜子式的文学反映论天
自然的艺术，
现在也能够持镜反映艺术之镜本身了”

生就是相悖的。或者说，
在反讽中，
小说家持的是一面哈哈镜，而读者也须学习从哈哈镜中辨
反讽的运用还相应地需要读者的辨识力，如果没有读者的体认和辨识，反
识镜中本相。因此，
訛
輯
輧
“在没有被诠释为反讽之前，
反讽就不成其为反讽。”
反
讽话语是无效的。正像有研究者所说：
訛
輰
讽与其说是文本的自我“呈现”
，
不如说是被读者“发现”
的輧
。这就对读者阅读过程中的领悟以

及研究者对文本的释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掩卷深思不再是一个常见的关于阅读的经
验的比喻，而是理解《北望园的春天》这类小说的内涵的必要步骤，而当读者最后突然领悟到
这其实是值得同情的一群人（包括叙事者），小说便会浮升出些许暖意，慰藉战时意义的荒芜。
因此，小说需要读者超越叙事者那种反讽的、犹疑的，甚至是有一些优越感的叙述，才能抵达
悲悯、
同情与净化的情感境界。正如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所说的那样，
反讽的功能之
訛
輱
輧
。
一就是“净化人心的洗礼”

反讽话语最终诉诸读者对叙事者话语权威和判断的审视，而批评也是如此：
“批评的目的
不是去寻找作品的统一，
而是去发现文本中可能具有的多样和不同的意义，文本的不完全性，
它所显示出但未能描述的省略，
尤其是它的矛盾性。文本在其空白中，
在其各种意义之间的冲
突中，
隐含着对自身所属意识形态的批评；就读者可能有一个新的生产意义的过程来说，文本
自身包含了对自身价值观念的批评，在这一过程中，它能够提供认识意识形态所表现的局限
訛
輲
輧
的真正的知识。”
因此，
反讽性文本自身正以其犹疑性、暧昧性以及不确定性，内含了意义的

冲突、多样性价值形态的并存以及种种矛盾，从而提供着作者有意或无意的关于历史与意识
有理论家指出反讽“是一种自我批判、
自我认知、
自我反省模
形态的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輧
輳
訛
式”
。

反讽构成的是《北望园的春天》的一种总体性的或者说结构性的视景。它不仅仅是叙事的
姿态和调子，
还与作者的战时认知和体察世界的方式相关联，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和美学态度，
最终有望生成一种与战时文化语境相适应的小说美学，而《北望园的春天》提供给文学史研究
者的最后的视景，
是骆宾基试图在反讽与同情、审视与认同、犹疑与确定之间寻求一种小说家
所能贡献的非稳定性的平衡诗学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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