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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　毅

有一個故事說，某一地方發生了

水災，各地捐獻來的一批衣服，卻被

村黨支部書記的侄子拿到鎮上賣了。

鎮上眾人為此憤憤不平，大罵當官的

不像話。鎮黨委書記去災區了解情

況，才知道真相，這衣服原來是村民

們讓那人去賣的，為了買藥給支書。

支書自打發大水以來，日夜帶人抗

災，昏迷了四回，既沒有時間又沒錢

去治病。這個初看是腐敗的事件結果

引出一個焦裕祿式的「人民公僕」形

象。

另有個故事說，某鄉長與紀檢副

書記深夜得知有人聚眾豪賭，賭資不

下五萬，兩人開車去抓賭，不料撲

空，回來的路上出了車禍，副書記當

場死亡，鄉長渾身是傷。於是，領導

紛紛出馬，要藉此大力宣傳基層幹部

的感人事Æ。未料鄉民們對這兩位

「黨的好幹部」並無好感，召開烈士的

追悼會時，鄉民們燒稻草表示對烈士

的詛咒，引起官民衝突。最終，真相

大白，那兩個當官的深夜外出不是去

抓賭，而是去嫖娼。所謂的感人事Æ

原來是一齣醜劇。

這兩個故事分別來自何申的〈良

辰吉日〉與闕迪偉的〈新聞〉1。何申

是1996年以來「現實主義衝擊波」的一

員「大將」，不過這篇小說主要不是講

述這個焦裕祿式的故事；後一篇小說

在發表時也被歸入同一陣營，但旨趣

卻並不相一致。有意思的是，中央電

視台曾上演過與第一個故事非常相似

的話劇小品，而筆者記得聽鄰里講過

與第二個故事非常相似的新聞。要證

明哪一個故事更「真實」是沒有意義

的，但很明顯，宣傳部門會對第一個

故事感興趣，百姓之間流傳得更多的

恐怕是第二個故事。它們顯示出理解

當代「基層幹部」的兩種不同的所謂

「立場、觀點與方法」。不僅如此，這

兩個故事都將對方的理解方式引入到

情節的發展之中，化為一種誤會而挫

敗，前者誤把人民公僕當作貪財小

人，後者誤將嫖客尊為烈士，都與事

實相反，自己所掌握的才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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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析出「真相」的過程背後，是一場

話語與話語之間的對抗。

但是這兩個故事的任何一個，都

不代表1996年以來出現的「現實主義

衝擊波」的特色。在批評家眼中，它

們似乎更可能代表有待「現實主義」們

突破和超越的兩種話語方式：第一種

是國家意識形態的表述，強調官與民

之間是「同一」的，官是民的僕人；第

二種則往往在民間流傳，宣布兩者有

無盡的衝突，官是榨取百姓血汗的寄

生者。批評家認為，「現實主義衝擊

波」與此不同2：

在它們的筆下，政治關係有了與以往

作品中常見的「鬥爭」形態與「同一」形

態都並不相同的「磨合」形態。

「磨合」一詞是最近幾年的發明。

它要說明的是，人與人的利益各不相

同，難免造成摩擦，但摩擦的結果不

是你死我活，也不是九九歸一，而是

各自找到各自的界限，以便共處。因

為所有人都無法擺脫一個事實，儘管

各有各的利益與不同的價值取向，但

同處一地，仍有共同的利益，承繼共

同的文化，只有在交往中取得共識，

「守望相助，互相扶持」，才能維護每

一個個體的利益，獲得「生存的力

量」。這便是由「社群」形成的「和而不

同」的「公共領域」，使不同的人們在

這個領域找到彼此寬容、協調、對話

的可能性3 。也就是說，我們要想

像，為官一方的人們，與這個地方的

「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與為吃穿發

愁乃至赤貧如洗的人們，在充滿利

益、權利、價值觀衝突的狀態之中，

如何「磨合」出同舟共命、相濡以沫的

「社群」來。所謂「現實主義衝擊波」的

特色就在這â。它的目的不要「客觀」

地記錄這個時代的變遷，與巴爾扎克

毫無關係；也不是揭示當代生活的諸

多矛盾和問題，在這一點上，連官方

報紙上登載的新聞消息還要比它大膽

一些；它與80年代末出現的「新寫實」

也沒有承繼關係，與劉震雲的〈單

位〉、〈一地雞毛〉等大相逕庭。所以

許多人對此不屑一顧，以至於有人聲

稱即使是打死他，他也不相信這是

甚麼現實主義4 。它講述的是一個

「願望」的故事，一個如何化對立、衝

突為「磨合」的故事，一個為當下矛盾

重重的社會給出一條出路的故事。

既然是「磨合」，這條出路就只有

在認可現實的基礎上進行，是對現實

的修補。90年代，知識份子痛定思

痛，一股腦兒地反思「激進主義」去

了。他們為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

命、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可能也

包含六四事件）算了一筆總帳，認定

那種高蹈的極端的理想主義、急風暴

雨式的改革行為只會給社會帶來災

難，要為那一長段歷史負責。所以，

他們對所謂漸進的「英美式的保守主

義」更感興趣。在藝術上絕對站不住

腳的「現實主義衝擊波」之所以會引起

人們注意，是與這種思想背景息息相

關的。我們藉此也可以看看，這條修

補現實的出路究竟如何走。在小說中

傳達出來的內容恐怕比單純的理論演

繹要有趣。

在作家們的u述中，鄉鎮頭領、

國營企業的一把手往往被塑造成一種

「新人」形象，一種肩負|帶領人們走

向「社群」的歷史使命的「新人」。他們

也比較合乎「漸進主義」的要求：他們

在體制內，並有一定的權力，他們的

利益與體制相關，不會幹出反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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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先富起來的人」有很多接觸。而他

們又與老百姓比較接近，有「世俗關

懷」，絕對不會對窮人的生活不管不

顧。他們是各種力量的交匯點，這個

交匯點極為重要，非知識份子與尋常

百姓可比，也不是上面大官所能代替

的5：

他們能夠努力地在重重矛盾中尋找歷

史的契機，他們有堅持卻又有機變，

能夠在極度複雜的環境中為了一個社

群承諾而不懈努力，但又能夠了解歷

史不是由那些在群眾之外的「英雄」在

幻想中創造的，任何一點點真正的進

展都需要最高度的技巧和最精明的策

略。

這個要求似乎比以前對〈創業史〉

中的梁生寶、〈新星〉中的李向南的要

求還要高一點。而無論是〈分享艱難〉

中的孔太平還是〈大廠〉的呂建國，或

者〈良辰吉日〉中的李德林與〈路上有

雪〉中的高天元6，又都是「置身於社

群中的俗人」，他們自己也有利益要

求。有人作這樣的描述7：

他們要面對黨和國家的政策，面對事

業和分管的具體工作，面對集體和群

眾的利益，無可諱言，也同時面對自

己職位的升遷榮辱，尤其是直接領導

對自己的評價更是經常讓牽腸掛肚的

事情，他們處於種種利害關係夾擊的

官場上，既要冠冕堂皇地做好工作在

政治上不斷贏分以增強晉升資本，又

要機警地躲避各種暗算、排擠以及可

能有形無形對自己的傷害。一事當

前，對利害關係的層層審度對他們尤

為重要。可以說，「為人民服務」是通

過處理好複雜的人際關係後最終才得

以實現的。

這為人民服務實在不容易，要那

麼多的條件，要牽腸掛肚那麼多與之

無干的事情，「最終才得以實現」。於

是，在作為俗人、作為長官的行為和

最終的為人民服務之間，有較大的迴

旋餘地了。有時，你會搞不清哪是哪

兒。而一旦有了這麼一個最終才得以

實現的目標，「新人」們的無論是在勾

心鬥角還是在吃喝玩樂（嫖和賭自然

仍不可），都變得非常合理了，都是

技巧和策略。〈分享艱難〉有此一幕：

派出所趁幹部沒錢的日子抓了賭，這

樣減去了麻煩，又可以得到罰金以增

加所â的收入。未料想個體戶不肯交

錢，還罵共產黨，孔太平書記就大聲

訓斥這群「王八蛋」：「孔明知道關羽

會放曹操才讓他去守華容道。不讓你

逃時，你就是如來佛手中的孫悟

空。」把小人物玩於掌下，魄力非

凡。乍一聽，你會以為碰見一個流氓

老大。孔太平帶頭與下屬一起大吃大

喝，這是現實主義的工作方法，可以

向個體戶示威，迫使他們交錢，而這

錢是用來給教師發工資的，你也就沒

甚麼可埋怨的了。教師只能過|半飢

半飽的日子，因為清官已經努力了。

搞女人玩的養殖場客戶可以被釋放，

犯強姦罪的養殖場場長洪塔山必須留

用，還要幫他隱匿罪行，要不然會影

響養殖場的生意，也就影響了地方財

政收入。〈路上有雪〉中鄉長高天元這

樣傳授為官之道：「當正不能壓邪時

就用邪壓邪，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

別要注意別在群眾鬧事時讓步，要讓

也得等到將來，這樣就不會使他們養

成遇事就鬧的習慣。」於是在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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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鄉幹部對話，攻擊他們腐敗、亂

收費時，高天元會破口大罵「放你娘

的臭狗屁」，一口氣說了一千五百

字，為鄉村幹部辯護，為集資攤派辯

護。當債主們前來要債時，他更邪

門，讓農民挖斷公路，商店門前鋪滿

大糞，逼債主們求和。據說「這才是

合格的鄉幹部」。群眾鬧事要罵要

壓，富人犯事要保要放，孔太平與高

天元如此來「磨合」與協調利益衝突與

矛盾糾紛。這都是為了要發展地方經

濟，為了「公共利益」，所以都有充分

的理由。

「新人」的另一招數是以情動人，

這在談歌的小說中發揮得比較充分。

〈大廠〉中的呂建國整天為廠â兩千多

口子的嘴發愁。工人為廠â有錢給當

官的嫖娼，卻無法借錢給生病孩子住

院而鬧事，呂建國一邊自責自己沒本

事，一邊向大家鞠躬，一邊自己掏腰

包捐款，感動了工人；那嫖客有一千

萬合同可以救大廠的命，呂建國求公

安局長放人，同樣以淚洗面，感動到

了局長。在不斷興起的情感的旋渦

中，老勞模大病不肯住院，就為了節

約廠â的開銷；生病的小孩也非常懂

事，孩子的父母為呂建國的真誠與誓

言感動得雙雙下跪，哭聲大作；本來

想另謀出路的工程師現在卻賣了專利

拯救了大廠。在利益紛爭的世界â，

以情動人似乎對弱者非常管用，一貧

如洗的人們能得到情感的安慰似乎就

會滿足。眼淚能有這麼大的作用嗎？

〈車間〉中8，一群「找誰也不管」，工

資和醫藥費都沒|落的普通工人，就

靠情感和良知維繫一起，一曲《咱們

工人有力量》，可以使他們獲得一種

崇高感，但無論如何也無法使他們獲

得公正的待遇。

作家們|力於將情感和良知作為

「磨合」過程中的潤滑劑，來調配利

益。孔太平把嫖客們帶到災區，他們

觸景生情，立刻每人捐獻一萬。〈良

辰吉日〉中揮霍無度的個體戶在災區

也良知發現，要捐錢重建學校。〈路

上有雪〉中高天元用苦肉計感動村幹

部，使他打消外出打工的念頭。面對

利益紛爭和衝突，如果公正不是第一

原則，那麼情感和良知運用多少有點

誇張的效果和滑稽的面貌，或者還有

欺世之嫌。而弱者有時不僅無法得到

他們需要的利益，反而將喪失更多。

〈分享艱難〉中，洪塔山強姦了一個姑

娘，導致她宮外孕住院。她父親經過

痛苦的思考，對孔太平說：「我們說

定了，不告姓洪的了！讓他繼續當經

理，為鎮â多賺些錢，免得大家受

苦。」孔太平撲通下跪，淚水直流。

原來他也一直想說這話。多麼悲壯的

一幕！這就是老百姓要分享的艱難？

據說這是「為了社群的最高利益而做

出的極度痛苦的選擇」9，但有點令人

作嘔！

無論是劉醒龍筆下的詭計多端的

鄉長書記，還是談歌筆下的哭天喊地

的廠長，都無法用公正原則處理利益

衝突和矛盾糾紛，他們甚至無法為老

百姓真正切實地解決一點困難。「新

人」們那份獨有的「世俗關懷」最多只

是化為眼淚獻給窮人，並讓富人感動

幾分鐘，這才使他們區別於一般的廠

長鄉長，卻於事無補。但他們卻往往

有充足和崇高的理由讓不公正的現狀

維持下去。如果強姦犯被抓，鎮上經

濟將潰敗；如果嫖客不放，大廠會倒

閉；沒有集資和攤派，鄉村就無法修

建水利和交通；沒有公款吃喝，就做

不成生意，辦不了任何事情。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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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對有錢人忍讓，袒護罪犯，寬容

荒淫。老百姓在此分享艱難：他們沒

有工資但不可遊行鬧事，還要體諒領

導的苦衷；在人家生病時應該捐錢，

自己生病時最好不受公家幫助；有人

看中你的地皮你最好拱手相讓，有人

強姦你也不要聲張。這都是為了那

最高利益，為了那「社群」，所以有

了天大的理由——這便是不同於「同

一」與「鬥爭」邏輯的「磨合」的邏輯。

事實上，這套邏輯已經成為繼國家意

識形態之後的又一種話語方式，一種

為當下的不公作辯護的「知識」。你

隨便找一個鄉長廠長，他肯定都能操

持這套邏輯和知識為自己辯護。在

90年代，一項有損於底層百姓「眼前

利益」的「公共事業」一旦出台，宣傳

機器就會連篇累牘地勸說他們要體諒

理解合作，使用的也是這套話語方

式。一邊以苛刻的條件讓居民搬遷，

工人「下崗」，或者無條件地讓教師

繼續忍受清貧，一邊給予他們一份

「分享艱難」的榮耀。而我們如今幾

乎每天都會遇到的所謂「獻愛心」活

動，也頗類似於「新人」們以情動人

的招數。

大廠的廠長真心地說，我這個廠

長沒本事。要寄希望於那些鄉長書記

們，也是白搭，他們畢竟也是「俗

人」。想要「磨合」出一個公正的「公共

社會」，就得像《國際歌》所唱，「全靠

我們自己」。底層人如果只會被廠長

的眼淚所感動，如果天真地認為只有

洪塔山與孔太平才能讓他們脫離貧

困，因而不起來維護自己正當的權

利，就不可能驅使他們放下酒杯前來

一起分享艱難。一個不公正的社會總

是潛伏|某種危險，如果還要製造出

一種意識形態為之作辯護，那它的末

路不知會怎樣。

在〈路上有雪〉中，有一個圖景令

我震驚：天色微明，一個老人盤坐

在堂屋的蒲團上，對|毛主席像，兩

眉緊閉，嘴â唸|毛主席的《為人民

服務》。毛主席是真命天子，活是聖

人死是菩薩。鄉â老人都這麼說，現

在年輕的一些人也開始相信了——對

歷史的懷念可能與歷史無關，而是基

於對當下的認識。這â面將爆發出甚

麼事，只有未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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