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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書寫？──張愛玲土改小說論

⊙ 黃 勇

 

* 本論文寫作得到導師姚新勇先生鼎力指導 。

土地改革作為革命過程中重要一環，在中共黨史中一向獲得高度評價，其意義如消滅剝削，

農民翻身做主，解放農村生產力並為革命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等。具體到小說上

就表現為對這種表述的自覺策應，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下簡稱《太陽》）1、周立

波《暴風驟雨》（以下簡稱《暴風》））2即是通過對土改偉大意義的敘述和新秩序的建構，

成為正統土改敘事的典範，並開啟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新模式，影響深遠，以至

於我們長期以來也習慣於用這種敘事模式去認識和觀照土改。

其實早在1954年的香港，張愛玲在美國新聞處資助下，創作並出版的《秧歌》3與《赤地之

戀》（以下除引文外，一律簡稱為《赤地》）4兩部長篇小說中，就對正統敘事進行了不同的

書寫，呈現了一個面目全非的土改。小說甫一問世，便引來爭議無數，讚彈不一，然將其視

為「反共小說」，卻是多方所一致認同。對於解放後曾滯留上海達三年的張氏來說，用小說

寫土改，頗有跡象表明其正是沖著正統敘事而去：「丁玲、周立波的小說飛揚跋扈，正是張

愛玲所要敬謝不敏的反面教材。在這方面，《秧歌》有深刻回應。」5而《赤地》又何曾不是

如此。小說大膽觸及到新政權革命過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以揭露陰暗面為主：《赤地》

前面部分寫的是中原農村土改中殘酷鬥爭地主，因為地主缺地少財，於是農村幹部進行黑箱

操作，直接向中農開刀，迫害中農。《秧歌》則講述土改後的南方農村，經濟凋敝，農民不

僅未蒙其利，反先受其害，以至食不果腹，並由於朝鮮戰爭的動員而被盤剝一空，最後群起

搶糧倉的故事。我們不妨將兩部分合而為一，就得到一個相對完整的土改敘事。這個敘事與

正統敘事，連同對它們的評價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我們在面對「誰更真實」的問題上爭議

不休。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張愛玲的土改敘事長期受到冷落，在學術探討日漸開放的今

天，探究張氏對正統敘事的改寫，廓清真實性問題的爭論，無疑對我們更客觀地認識土改運

動，對作家進行新的土改寫作都是會有意義的。

上篇 對正統敘事的改寫

我們可以從以下三點來看張愛玲對正統土改敘事的改寫。

一 再現「偏差」

毛澤東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一文分析指出：地主和富農是罪惡和剝削成性的，

他們不勞而獲，邪惡而冷酷無情。而貧僱農則是飽受地富欺壓的弱勢群體，對地富有著刻骨



的階級仇恨，因此充滿了階級感情和革命熱忱。但這種宏觀預設的階級分析法並在具體實踐

中不一定普遍適用。黃宗智將土改的官方建構稱為黨的「表達性建構」，相應的把實際情況

稱為「客觀性現實」，並將兩者間的偏差稱為「客觀村莊現實和黨的建構之間的不一致」6

而兩者之所以脫離「主要在於共產黨將其宏觀結構分析轉化為每個村莊的微觀社會行動所作

出的決定。這一轉化強調宏觀策略分析對每一個的農村社區都是有效的。每一個村莊都要劃

分出階級敵人，黨要組織階級鬥爭，發動貧農和僱農反對地主和富農。」但「現有的資料表

明，在華北平原很多村莊根本沒有地主。」或者說「許多村莊實際上並沒有符合客觀標準的

階級敵人。」7「可是黨強行貫徹的分類法堅持認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根源是少數富人對多

數窮人的剝削。」8當精確的階級分析讓位於教條化的套用和普遍性的配額時，必然導致階級

劃分上的浮跨和梯升。

除此之外，「太多的過火行為的發生，與盡量滿足邊緣群體（貧僱農）需求的運動原則有直

接的關係。」9 運動中帶頭的積極份子，特別是有過劣跡的「勇敢份子」，「將土改看成了

發橫財的好機會，一時間，土改運動中人們挖地主浮財的積極性相當高，甚至高過了分配土

地。……因而鬥爭非常的暴力化，亂打亂殺一時間成了這時期土改中相當普遍的問題。各種

私刑盛行，有的地方由於擔心未來的報復，甚至採取一度將鬥爭對象全家不分老幼一齊處死

作法。」10 到了沒有油水可榨的時候，對中農的侵犯也就不可避免了，像當時流行的謠諺所

說的「鬥了地主鬥富農，鬥了富農鬥中農」，「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堂而皇之拿中

農開刀，大量的中農遭受沖擊。後來中共黨史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土改運動最大的過火和偏

向就是觸犯了中農的利益，而普遍的亂打亂殺倒是大多一筆帶過。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歷史學家的土改研究成果，無非就是想證明類似於上述偏差和過

火現象確實發生過，儘管不一定是運動的主潮。而在正統敘事中它們被抹殺掉了，因為它們

不利於革命敘事的建構，所以「不適宜在藝術上表現」，必須被「典型化」原則過濾掉。而

這些，恰是《赤地》的表現重點。運動目的地「連個大地主都沒有。」「幾個地主，只有很

少的土地出租，專靠吃租子是不夠生活的。……地面上也有幾個『混混』，卻沒有一個夠得

上稱惡霸的。」沒有敵人也就失去鬥爭對象，土改怎麼進行？又哪來土地可分？只能靠人為

地設想、製造出來。幹部說得好：「一家分不到一畝地，眼看著人家富農中農，三十畝地，

動都不去動他，怎麼不眼紅？要分就都拿來分了……誰不樂意，不怕老百姓不起來！」在幹

部們恩威並施的發動下，一些短工違心指證唐占魁等中農子虛烏有的剝削罪行，「訴苦」變

成了蓄意的誣陷。侵犯中農訴諸行動，在挖浮財期間「夜裏常有時候聽到慘叫的聲音」，盤

剝一空後將他們統統槍決。而把真正的地主韓廷榜當作一塊肥肉而暫時不殺，是「等著他的

丈人匯錢來贖取他的性命。」最後韓還是難逃殘酷一死：其身懷六甲的妻被「吊半邊豬」活

活吊死，而韓廷榜本人，則被施以「碾地滾子」的酷刑。張氏以對偏差的再現和誇張，為運

動的進步性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二 革命者形象

工作隊和村幹部、積極份子（或貧農團），構成了黨在基層社會的主要代表。改變新政權形

象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對「革命者」形象進行必要的改寫，因此從《暴風》到《赤地》，

就出現了革命者優秀品質的退化與缺失，由高大無私的無產階級戰士向狡詐自私的投機份子

轉變。



《暴風》塑造了趙玉林、郭全海等初具「典型化」特徵的積極份子，他們立場堅定，對黨和

人民忠心耿耿，疾惡如仇，大公無私，在群眾中享有極高威信。而《赤地》中好幹部已無從

尋覓，取而代之的是李向前、孫全貴等流氓投機者，他們原本屬於農村邊緣群體，是被看不

起、不受歡迎的人。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後，也沒有將自己改造得大公無私，而是憑借手中權

力來為己謀私，鬧得群怨沸騰，以至於擠苦水的時候，群眾「都是對幹部表示不滿，而對地

主都漠然。」《暴風》中也寫到工作隊暫時撤離之後，富農特務等投機者乘機攫取貧農團領

導權的事件，作家是將這作為積極份子成長過程中的考驗處理的，而投機份子最終免不了被

上級所識破並清除出革命隊伍。但李向前在村裏倒行逆施卻一直穩居其位，這種對投機者下

場的特殊處理，其實就是對執政黨英明與否的評判。

表現新政權更直接的辦法在於對工作隊員的刻畫上。正統敘事中，他們作為黨的代表，形象

往往更為典型化，如經驗豐富，立場堅定，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打擊敵人不手軟，善於

知人用人，與民為友，如《暴風》裏的蕭祥就是「一個聖賢……一個一切為工農大伙，不顧

個人利害的好漢，不論對自己，對別人，他都不會有私心，他個人的要求和希望，從來不

說。」而來到《赤地》，工作隊領導張勵，已經覓不到慣有的素質與優點。比如他企圖借上

級的身份對女大學生黃絹進行「騷擾」；借方便工作之名搞生活特殊化；為完成土改任務，

故意曲解政策，不顧實際打擊中農；濫用私刑，進行「挖浮財」的逼供；縱容貧農團的流氓

幹部，明知其腐化還繼續重用。工作隊長既如此不堪，則矛頭直指其代表的政黨。

另外，正統敘事由於「革命者中心地位的確立之需，出現了「『知識份子』的退席」11。知

識份子不再是小說的主要描寫對象，即便出現「也是被尖銳嘲諷的」，如《太陽》裏的文

采。既如此，則張氏小說裏知識份子的重新上台便顯得彌足珍貴，尤其是《赤地》中劉荃與

黃絹，自始至終在思想上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不被扭曲的現實所污染、同化。其對新角色

的設置或增添，提供了一種「理性觀照」的視角，用以旁證運動中的偏差，這種偏差在知識

者眼中是如此的刺眼，農村的現實情況與他們的理想、所信仰的理論是如此的背道而馳，別

似天淵，讓劉荃們困惑不堪：「一切的理論都變成了空言，眼前明擺著的事實，這只是殺人

越貨。」而他們對此又無能為力，甚至難保自身，因而在《赤地》中男女主人公眼裏，彼時

彼地如此界定：「這凶殘的時代」，或者「那恐怖的世界」因此其所承受的惶恐以及苦痛也

較常人為甚。

三 土改後遺症

「鑼鼓也打開了，亂打鼓，亂敲鑼，嗩吶也跟著吹奏……人們都像變成了小孩，喜歡這種亂

鬧……這是多麼的狂歡啊！」（《太陽》302）

「歡騰的人聲便夾在這鑼鼓聲中響起。啊！甚麼地方都是一樣的啊！甚麼地方都是在這一月

來中換了一個天地！世界由老百姓來管，那還有甚麼不能克服的困難呢。」（《太陽》306）

第一段為分果實之後，翻了身又得了田地財物的人們集體狂歡的場面。這種狂歡既是運動勝

利完成的標誌，更是土改進步意義的象徵。而第二段則是工作隊完成土改任務之後，奔赴新

的工作崗位途中所見所感，它許諾了一個美好的未來，預示了經過土改洗禮後「新社會」的

前景，將是何等的光輝燦爛，而人民的生活該是怎樣的幸福美滿。類似於丁玲的這種「翻

身」後狂歡的場面，以及結尾處的光明前景預示，在幾乎所有革命敘事裏反覆出現，在某種

程度上說，這既是該敘事類型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土改運動最後一步程序勝利履行的標

誌。



張愛玲改寫這種模式力度之大，足以用「釜底抽薪」概之。《赤地》表面上也是以土改的

「順利完成」為結，但細品之下，工作隊撤走之後，群眾其實並未「翻身」。類似於《太

陽》所描述的自發的集體狂歡在這裏不可能出現。土改給韓家坨帶來了「地富」的滅絕和土

地的徹底平分，但是最大的遺產恐怕還是過火行為給民眾心理帶來的恐慌和創傷，這種傷痛

深入骨髓，彌久不散。另外，流氓幹部在運動中進一步鞏固了其統治地位，在工作隊離開之

後，難保不會作威作福，大謀私利，若如此則民眾「翻身」何為？又意義何在？除了倒退，

還是倒退。

《秧歌》極力描繪土改後遺症──農村經濟凋敝。胡適評論「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

餓』（第3頁），生活景況反而不如土改以前：「像從前真是遇到災荒的時候，還可以問地主

借點了，現在是借都沒處借」。民眾普遍貧窮挨餓，即使是下鄉作家也免不了挨餓：「簡直

沒得吃」，「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裏面浮著切成一寸來長的草。」農民們無論怎

樣的辛勤勞作，還是免不了飢餓，更遑論滿足「上面」所要求的沉重稅役了。「老的地主已

經清算光了，但共產黨是否已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較前更貪婪，更有勢力。」12「他

們致力的目標，不是服務人民，而是奴役人民。革命卻沒有誕生。」13此前許諾的光明前景

不見了蹤影，「翻身」不過是一場夢，受苦的還是群眾。

作家在故事行將結束時也安排了一場集體的狂歡，所不同的是並非群眾自發，而是幹部授意

下的強顏歡笑。火燒糧倉之後的新年，村民們備齊了拜年禮，由秧歌隊帶頭，扭著秧歌遊行

到一戶戶軍屬家去拜年。人人臉上抹滿了胭脂：「在那寒冷的灰色的晨光裏，那紅艷的面頰

紅得刺眼。」由於在年底搶糧時死了很多人，以至秧歌隊缺人，在幹部的動員下老頭老太太

們不情願地加入到秧歌隊去，故事在秧歌隊遠去的背影中結束。在這裏，「『秧歌』暗指群

眾被迫的笑臉，假裝的幸福，這一意象揭示了政治高壓下農民扭曲了的精神狀態。」14與

《太陽》最後的熱鬧不同的是，儘管「大鑼小鑼繼續大聲敲著」，「但是在那龐大的天空

下，那鑼聲就像是用布蒙著似的，聲音發不出來，聽上去異常微弱。」強迫性的集體秧歌狂

歡，在此變成了一種嘲諷，飽含戲謔的意味，構成了對運動的進步性與偉大性的解構。

張愛玲對正統敘事的改寫，當然遠不止上文所論三個方面，另外如對土改固有程序的偏離，

土改過程、土改之後農村慘淡氛圍的營造渲染，新政權統治下人民生活狀況與民主環境的惡

劣化等等，通過多方的改寫，呈現了一個作者自詡「真實」的、與正統敘事大相徑庭的土

改。

下篇 「真實」之辨

一

通過上文，我們看到了張愛玲對土改截然不同的表現，就自然要牽涉到小說真實與否，誰更

真實的問題，該問題歷來爭議頗大，然大致上可就地域劃分為海外與國內兩派觀點，前者多

數認為其「真」，後者則持相反意見，直到近年來有所改變。

海外諸賢中，胡適對《秧歌》評價甚高：「寫的真細致、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

自然』的境界。」（第3頁）肯定了該書的藝術性以及真實性，尤其是作者對「飢餓」的描

寫。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裏開闢專章高度肯定張的文學成就，自然包括了《秧歌》



與《赤地》，多處褒揚她對共產黨統治下農村荒涼、陰森氣氛的書寫。王德威論及了張愛玲

創作該書的「自發動機」，提及張在動筆之前，已「積累了多年的恐左情結，外加『解放』

後的實地生活經驗」，大概也是在認可小說所具備的相當可信度。更有論者因為這兩部小說

反映了「在共產黨體系下中國的農村生活」而譽之曰杰作，比之為前蘇聯流亡者文學。總的

來說，海外學人大多對小說特別是《秧歌》給予肯定，於其所述也深信不疑。

由於兩部小說在國內的「反共小說」定性，故長期溢出大陸學界的視野。較早提及並作評語

的一般認為是柯靈，他肯定了張愛玲前期作品的藝術成就，談到《秧歌》與《赤地》時話鋒

一轉：「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並不因為小說的政治傾向……《秧歌》和《赤地之戀》

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15 該觀點通過對真實性的質疑

來否定小說，影響巨大，代表了八十年代國內研究者的共識。

一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現對小說真實性的重新審視。比如提到小說「對建國初期那些政治失

誤，以及平民和知識份子受傷害的描寫，和後來大陸作家的『傷痕文學』相比較，顯然還是

要溫和得多。」16 另有「《秧》《赤》觸及的一些社會問題，像土改「過火」現象，「支

前」時後方的涸澤而漁，在當代文學中也時有所見，而且驚人地相似。」17這些觀點代表了

國內研究界在此問題上觀點和立場的變化，但它們用「傷痕」或「反思」小說作為重新評

價、肯定張氏小說「真實」的依據，這本身就值得商榷。實際上就寫作動機開始，兩者就有

著質的區別。作為新時期小說的開端，「傷痕」、「反思」小說之出發點在於反思過去由於

政策失誤所造成的一連串災難，作家們的立意基本上都是維護執政黨的根本利益，希望吸取

歷史教訓，引以為戒。而且小說受到了官方文學體制的「話語激勵」：「得到了黨的最高領

導機構『中共中央』、黨的最高領袖及黨的意識形態領導人和文化官員的肯定。」18 作家們

也得以被「吸納」進體制內部，這種「吸納」體現了官方對作家創作成就的「承認」和「肯

定」，從而也使小說具備了明確的「合法性」。總之，「傷痕」、「反思」小說的立場明

確，在於反思歷史，面向未來；不反執政黨，不反社會根本制度。而張氏對新政權的認同程

度與大陸作家相差又何止千里萬里，對「左」的排斥與恐懼以及來自大洋彼岸的意識形態背

景，也必將張氏推向大陸執政黨的對立面，如此則張氏小說，與「傷痕」、「反思」小說有

著本質上的區別。

二

兩種矛盾對立的反共評價，都涉及到了問題的核心，但都又忽略了它：即真實與否從根本上

說不能只看其表面現象，而要進入到相關的敘述邏輯中去。首先，張愛玲的改寫與正統敘事

一樣，都不是有聞必錄的實錄，而是在政治觀念的指導下有選擇的書寫。周立波自己談過：

「北滿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經發生過偏向，但是這點不適宜在藝術上表現。……沒有發生大

的偏向的地區也還是有的。我就省略了前者，選擇了後者，作為表現的模型。關於題材，根

據主題，作者是要有所取舍的。……革命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應該是作者站在無產階級立場

上站在黨性和階級性的觀點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實之上的現實的再現。」19這明確地傳達了作

者忠實按照「黨性和階級性的觀點」，對材料進行集中剪裁的寫作方法。「在這樣的以『黨

的政策』為（創作）起點與（接受）終點的創作模式中，作家成了名副其實的黨的政策的宣

傳員」20，而土改中在「好多地方」發生過的，則被「典型化」原則省略掉了。

而張氏也說過：「《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



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甚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21有這樣已固定的

大綱的指導，毫不奇怪，張就去記憶──更多的是有選擇搜集並改寫了許多材料。《赤地》

的「自序」寫到：「《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實事……除了把真正的人名與一部分的地名

隱去，而且需要把許多小故事疊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而《秧歌》的「跋」裏，

作者又強調：「『秧歌』裏面的人物雖然都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有根有據的。」比如說

《人民文學》上刊登的共產黨幹部的「自我檢討」，《解放日報》發佈的天津「飢民救濟

所」報道，華東地區的飢荒狀況等等，作者一一羅列，旨在告訴讀者其所得材料的「真實

性」，標榜其所寫非虛。耐人尋味的是這種交代故事來源的做法向為張愛玲所無，柯靈指出

這「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22] 另外，有一部分材料（主要是對

白）則是取自《太陽》，如「人窮大三輩」的說法，農村幹部初見工作組時的招待，甚至有

直接一字不漏的搬用，如對故事發生地與周圍地區地主情況以及對幹部腐化的現實，貧僱農

對土地的垂涎和鬥地主的直接動力等。所借用的材料，在原作中主要是對農村幹部成長過程

中某些個人缺點的客觀描繪，而被張氏抽離出來，就變成幹部們欺上瞞下、以權謀私的鐵

證。張氏對民眾的過激行為，對迫害中農的問題上的過分熱衷，與周立波等按照「黨的政

策」，從革命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去剪裁生活、圖解現實，作「典型化」的處理，又有甚麼

本質區別？

三

為了更好地討論「孰為真實」的問題，我們想再從宏觀真實與具體真實這兩個方面，作進一

步的討論。若僅以土改的具體性而言，我們可以說正統敘事和張氏小說所敘述都是曾經存

在、發生過的，因此都具有某種真實性。但僅僅從具體材料的表現上，恐怕也不能「客觀

地」斷定誰更真實。其實即便退一步，假設張愛玲的書寫更多具體的真實（這不僅有前述黃

宗智、張鳴等人著作的歷史證明，而且周立波也說土改的「偏向」，在「好多地方」存在，

而「沒有發生大的偏向的地區也還是有的」）恐怕也未必能簡單肯定之。我們知道，正統土

改敘事作為意識形態產品的重要種類，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的實踐，對新型國家

話語的建構，對土改大體按照中共政策的設想，以合法的暴力方式展開，並在建國後繼續推

進為更進一步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都起了切實有力的推動。它所致力呈現的，是歷史前進

的宏觀方向，而並非簡單地反映具體的生活場景。也即是說它從來都不以追求「生活的表面

真實」為目的，它們要將自己的寫作，與黨的政策、實際的土改運動構成一個整體，來推動

國家的改造，推動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儘管這一改造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與遺憾，但

不可否認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尤其是農村社會。因此正統的土改敘事，承擔並實際發揮了

社會改造的真實話語作用，在這個層面上講，它更為貼切地展現了意識形態對社會改造的結

果。而張愛玲儘管也揭示了社會改造的結果，但她所揭示的結果，只是無窮無際的飢餓和苦

難，「歷史」在這裏停滯甚至倒退，生活無以為繼，與此同時必將是對被改造了的中國農村

「光明前行」的忽略和否定。因此從宏觀歷史層面來看它並不比前者更具有說服力，否則無

法解釋隨後在中國農村發生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所以，如果僅就「實際發生」的標準來斷

定，正統敘事不是更顯得真實嗎？

其實，或許根本不可能得出一個普遍的、客觀的「真實」評定，也不存在純粹的客觀真實。

也許與其糾纏於「事實真實」與否的問題，不如跳出來，換一種思維來看問題。土改敘事作

為一種關於「歷史」的寫作，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作家、現實、國家意志、歷史諸方面，在現

有兩種敘事的寫作中，作家與現實，實質上都成了國家意識形態的簡單傳聲筒，按照國家的

意志去書寫歷史。作家作為寫作的主體性（儘管是有限的）被極大地抑制了，本應作為創作



主體的作家同現實、國家意志和歷史之間進行對話的途徑被截斷了。也即是說，兩種片面的

敘事，遺漏了一個作家與現實對話的真實性之可能，即突破政治觀念的靈魂的角逐。作家對

特定運動的書寫或敘事，由於來自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或者說強烈的干預之下，已不可能僅僅

是一個「個人」行為，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意識形態的強烈排他性必然極

大地限制作家們的自由創作，使其在體制寫作和藝術選擇之間徘徊甚至迷失，張氏的土改敘

事與正統敘事一樣，都未能擺脫這種寫作上的兩難處境。

這種敘事上的困境給作家們所設置的難以超越的障礙，在已有的敘事表現上得到了充分的證

明。但換一種眼光，從相反的方向出發，則它實際上也許隱含了另外一種書寫的可能。如我

們所熟知的前蘇聯巨著《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生》等便體現了超越性與豐富性：作者

雖然身在制度之內，但卻跨越了困境與障礙，充分展現俄羅斯民族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命運沉

浮，含蘊著深深扎根於廣袤土地的民族之魂，因而顯得特別雄渾厚重、大氣磅礡。以之反觀

本文所論土改小說，其差距則不可以里計，不能不令人抱憾。親身參加過土改，並且深諳運

動功過的周立波，在面對所謂「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之間不一致的問題上，最終

選擇服從黨性、遵循黨的政策而曲解生活、遮掩矛盾的寫作。從而失去了置身於擁護黨的政

策與現實的殘酷之心靈掙扎的位置，失去了既作為政策的宣傳者、又作為觸目驚心現實的見

證者的矛盾寫作者的可能，從而最終失去了一個痛苦而偉大的靈魂與歷史進行深沉對話的可

能。而從未參加過土改的張愛玲，則是從另一種意識形態出發，根據二手材料進行連自己也

「非常不滿意」的書寫，也未能逃脫將複雜現實抽象化、簡單化的命運，以致她的敘事也無

法包容歷史的、心靈的廣度與深度。如果周、張等人在寫作過程中能夠抵抗思想上先入為主

的干擾，超越政治傾向、政治態度束縛，直面複雜現象、多面的歷史，將藝術心靈與現實的

糾纏、激蕩甚至撕裂，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的話，那麼也許我們早已有了關於土改運動的傳

世之作了。

張愛玲以其勇氣與敏感，領先大陸文壇數十年，其顛覆正統敘事的「套路」也為後來寫所謂

「新歷史小說」的作家所借用，其歷史意義功不可沒。它與正統敘事的得與失反映了半個世

紀以來，土改寫作甚至是農村寫作的成功和不足，兩者同樣具有鑒今的意義。上世紀九十年

代以後，大陸文壇也出現了重寫土改的小說，如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等，其重寫歷史

的勇氣與努力固然可嘉，但它們仍然沿用了上述兩種敘事的架構與模式，遠未跨越政治理念

的桎梏，因此無法走得更遠。長期以來土改小說創作的徘徊不前、難以為繼，充分地說明了

跳出舊模式、直面現實，擺脫困境的迫切。我們期待多元的、既富歷史具體性又富歷史洞穿

性的新的土改敘事；期待能夠超越片面化、極端化的寫作。在這樣的寫作下，土改中的農

村，可能既非是艷陽天，也不會只是人間活地獄；它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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