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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o Jianghong, a writer from Guizhou Province, shapes a series of “aphasia” images in his novel
creation of “Beg You Talk with Me”, “At the Gate of Heaven”, “Hundreds of Birds Worshipping the
Phoenix”, “Calling Back the Spirits”, “Criminal Suspects”, “Looking for 1978” and so on. Those
“aphasia” images are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abandon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 and life longing. Facing with the hard and cold reality of the world,
they choose to return to their own hearts. Xiao Jianghong clarifies his different position on the
underworld with his gentle and sorrow writing tone. Also he passes out his spe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ociety. Thus his novel creation presents a
unique appearance among the underwritings in the new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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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贵州作家肖江虹在其创作的《求你和我说说话》、《天堂口》、《百鸟朝凤》、《喊魂》、《犯罪嫌疑
人》、《寻找1978》等多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形象。他笔下的“失语者”是一群游走在群
体边缘的底层人物，为主流社会所抛弃，却有着异于常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渴求。面对坚硬冰冷的现实
世界，他们选择以认命的方式回归内心。肖江虹用温和、忧伤的笔触诠释了对底层世界的不同立场态度，
也传递出了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特殊理解，因而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在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中呈现出
独特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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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一部叫《百鸟朝凤》的文艺片名噪中国影坛，该片的原著作者贵州作家肖江虹也由此获得大
众的关注。不难发现，肖江虹笔下的很多人物是“沉默”的，这种“沉默”突出表现在人物缺乏语言的
表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细分起来主要有四：一是性格使然；如《百鸟朝凤》中的师傅焦三爷不爱
说话，比如在饭桌上几乎感觉不到他这个人的存在，只会说“吃饭”和“吃饱”两个短句。《我们》
中的徐老大木讷寡语，不善言谈。二是变故导致，如《喊魂》中的范马义、《寻找 1978》中的庞德老
汉、《求你和我说说话》中后期的王甲乙。三是遭受排斥；这类形象在肖江虹的小说中较为普遍，像
《天堂口》中的范成大、《求你和我说说话》前期的王甲乙、《犯罪嫌疑人》中的教书匠、麻糖匠和
老酒鬼、《平行线》中的保安、《阴谋》中的赵武等。四是文化失语；以《百鸟朝凤》中的游天明最
为典型。
本文以后三类人物作为讨论的对象，认为他们是肖江虹小说创作中存在的“失语者”形象。肖江虹
在《求你和我说说话》(2008 年)、《天堂口》(2009 年)、《百鸟朝凤》(2009 年)、《喊魂》(2010 年)、《犯
罪嫌疑人》(2011 年)、《寻找 1978》(2014 年)等多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形象，他们或
丧失了说话的生理机能，或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话语权、或遭遇文化话语边缘化的困局。本文将集中探讨
肖江虹小说创作中“失语者”代表着怎样的文学形象、肖江虹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如何建构这类人物、“失
语者”形象展现了怎样的文学特征、通过“失语者”形象，肖江虹的写作在新世纪以来同类文学写作中
又呈现出怎样的独特样貌。

2. “失语者”群像
“失语者”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份或是城市流浪汉、火葬场殡葬师、保安，又
或是乡村中的留守老汉、教书匠、老酒鬼等。这类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几乎没有掌控个人命
运的能力，基本都属于被群体和社会边缘化的“异类”或“另类”。
《喊魂》中的范马义出身农民，曾经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梦想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立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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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挤入城市后他甘愿充当房地产开发商的走狗打手，带领一帮泼皮专门以残酷的方式胁迫钉子户搬迁，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一场斗殴彻底改变了范马义的命运。重伤致残的他智力退回了四、五岁孩童的
水平，只能含混不清地说一句口头禅，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凶狠的范马义反而成了被欺凌的对象，
被开发商无情地踢回农村。《寻找 1978》描写了庞德老汉在一场高速公路车祸中痛失相依为命十几年的
“幺儿”黑狗。老汉发誓要寻找到尾号为 1978 的肇事车辆，为狗讨个说法。蹲守在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老
汉因失去说话的对象而沉默寡言，只能和内心的另一个自己交谈。《求你和我说说话》中的流浪汉王甲
乙原本就无人理睬，又在见义勇为中被抢劫犯削去下颚，彻底失去了说话的生理机能。发生在这些人物
身上的变故看似是偶然的，其实又暗含其必然性。可以说，正是范马义们的无知无畏导致了最终的失语。
他们对暴力拆迁、抢劫和高速公路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预计不足，造成了个人命运的失控。
《天堂口》中的殡葬师范成大整天与尸体为伍，火葬场的其他员工不屑与他交谈。除了和看门人柳
姨妈不多的言语外，剩下的就只是在火化前给尸体读一段《增广贤文》。小说《求你和我说说话》的标
题本身就是主人公王甲乙的内心独白，他模仿充气娃娃与自己进行对话的场景滑稽又凄凉，令人读之心
酸不已。《犯罪嫌疑人》中的教书匠、麻糖匠和老酒鬼卷入一件杀人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定做犯
罪嫌疑人，从此遭到周围村民的恶意排挤、孤立，先后死亡。这些人物拥有说话的能力，然而却丧失了
说话的权力，成了不折不扣的“失语者”。
小说《百鸟朝凤》中，新一代唢呐班主游天鸣的“失语”具有更为深刻的象征意味。“我把唢呐送
到嘴边，忽然眼前一片漆黑。直到今天我都活在那段悔恨中，我本可以从容的完成一个乡村乐师所能完
成的最高使命，可以让后人提起这段近乎传奇的事件时还能提起我的名字，本可以让乐师这个职业在乡
村实现最动人的谢幕演出，甚至可以用一种近于神圣的方式结束我的乐师生涯。可就在那一瞬间，这些
可能统统没有了，我的行为让无双镇这个古老的职业用一种异常丑陋的形式完结掉了，连在湮没于时代
变化中的最后一刻也未能保持它曾经拥有的尊严。……我把唢呐从嘴里慢慢抽出来，站起来对我的师傅
说：‘对不起大家，这个曲子我忘了！’”[1]。作为一位唢呐匠人，游天明说话靠的不是嘴巴和语言，
而是传承得来的唢呐技艺。在现代文明入侵古老乡村后，唢呐和唢呐匠人的生存不断遭受新观念和洋乐
器的威胁。当游天鸣获得一次演绎唢呐至高曲谱《百鸟朝凤》的机会而有望重振唢呐雄风的时候，他却
意外地宣告“失语”。严格说来，游天鸣并不属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从事的职业曾经受人崇敬。然
而时过境迁，在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文明挤压而日渐式微时，游天鸣连同他所代表的文化一起被边缘化，
他也无可避免地成为弱势文化的代言人，一位文化场上的“失语者”。

3. “失语者”形象构建
如何塑造“失语者”形象是肖江虹小说创作要解决的一个重点。肖江虹运用简化外在语言、突出行
为举止的怪异和偏执、侧重心理描写的内视角等的手法，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写作意图。
正因为“失语者”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或权力，外在的语言描写已经成为肖江虹需要尽量缩减或回
避的写作手法。比如《求你和我说说话》中的王甲乙，小说中将他与人交流的语言缩成了可怜的区区两
个字，“上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王甲乙还真忘了。好像是两个月前，蹲在早餐点钱的王甲乙被卖早餐的
女人吼。‘滚开！’‘哦。’又好像是几个月前，在垃圾池里挥汗如雨的王甲乙看见一个扔垃圾的女人
对着它扬扬手里的垃圾袋问，‘剩饭要不要？’‘嗯。’加起来才两个字”[2]。《喊魂》中变成“憨包”
的范马义说话最多的场景是在他被“我”狠揍一顿之后，“他拉下耷拉在脑袋上的几根稻草，伸出一只
手指着我：‘你打我’。……他往前跨了一步，眼睛里忽然潮湿了，嘴一下撇开，指向我的手慢慢弯回
去拭擦流出来的泪水。‘日，日，妈！’他终于哭出来了。”[3]。即使是寥寥的几个词句，我们依然能
够深切体会到说话者使用语言的艰难和挣扎。这种刺骨的凄凉不仅彰显出“失语者”们无法突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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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揭示出了失语对“失语者”们的致命打击。对于“失语者”而言，语言不再是人自由表达欲求的工具，
它已经成为捆绑他们的无形枷锁，难以挣脱。
肖江虹常常赋予笔下的“失语者”们异于常人的怪异、偏执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使得他们的现实
处境更为不利，然而又正是这种对所谓理想的想象和执着构成了“失语者”们存在的终极意义。肖江虹
在小说《天堂口》中花了大量笔墨细致地描写了殡葬工范成大为死人擦拭身体、剃发整形、白布裹身，
并在火化前为死人诵读《增广贤文》等行为。这一整套在范成大心目中马虎不得的行为成为固定程式，
也成为范成大在常人眼中怪异、不可理喻的象征，却充分体现出了他工作恪尽职守、尊重死者、敬畏死
亡等的道德品格。《寻找 1978》中庞德老汉在高速收费站蹲守的行为同样偏执怪异。饥饿、瞌睡、老眼
昏花无一不成为他惩罚自己的理由，苦苦的坚守只为能卸下良心上的重压。寻找 1978 成为一个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而寻找 1978 的行为本身却成了庞德老汉生活的全部意义。
与缺失外在语言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失语者”们的心理活动异常活跃。在他们沉默寡言的表面隐
藏的是强烈的诉说渴望。肖江虹用心理语言替代了外在语言，赋予“失语者”们最大的内在诉说的能力，
从人物心理感受的角度以内视角进行叙述，给予小说文本以更大强度的叙事张力。流浪汉王甲乙不仅想
象出与充气娃娃王说说对话的内容，甚至模拟出了说话时对方的心理反应、语调等，“直到舌头发麻，
两腮酸软，二胡才拉出一些走调的味儿来。他开始自问自答。有打算吗？不知道……去我那里吧？我不
去……我不是坏人，不信你去问村长。”[2]。尽管肖江虹在《求你和我说说话》中把王甲乙的内心独白
处理成了自问自答，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这样的自问自答是王甲乙心理活动在诉说欲望驱动下不自觉的外
化现象。《寻找 1978》里面有一个与庞德老汉经常对话的人物，老汉把他叫做“肚子里说话的人”。庞
德老汉认为这个“肚子里说话的人，有理无理都要钻出来啰嗦几句，烦人得很”[4]。“肚子里说话的人”
只不过是老汉心里的另一个自己，他们之间的对话本质上是老汉心理语言的生动呈现。肖江虹通过大量
心理描写、侧重文本内视角写作的方式补偿了“失语者”们外在语言缺失的遗憾，同时也对人物的内心
世界作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冲出了实际语言的藩篱，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叙述维度和
叙事自由。

4. 温情的“失语”
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虽然多是生活的受难者，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对苦难有很强的耐受力。相较
于愤怒和抗争，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性是温情，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人性关怀。
《犯罪嫌疑人》中的林北、王建国和胡卫国三人至死也没能摆脱“嫌疑人”的身份，尽管他们的生
活中充斥着同村人的厌恶甚至恶意攻击，三个人依旧没有拼力反抗，反而在临死前竟然都主动承认“自
己才是真正的杀人犯”。这个违背人情常理的行为增加了林北等人的悲剧性，更凸显出了他们“让活着
的人能直起腰杆”朴素初衷的温情。这样的温情还体现在庞德老汉得知高速收费口撤销无法再继续找寻
时“结结实实”的痛哭、范成大一声声“上天喽”的高亢喊声上。肖江虹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天堂
口》创作的来由，他特别提到：“有人说我这个小说就是种小温暖，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小说连小
温暖都没有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今后还会写一些这样底层小人物的小温暖。”[5]。这样的“小温暖”
由本身作为弱势群体的“失语者”传达出来，格外彰显出了底层小人物作为“人”的生命光环。
“失语者”们本身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温情与周围群体的冷漠无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从中我们可
以辨析出肖江虹对人性善恶的深刻认识，善贮存在小人物的内心，不断发出微弱的光芒。这种善的根源
在于肖江虹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某种肯定。有学者认为肖江虹在描绘传统村镇图景时承继了沈从文、废名、
汪曾祺的一些价值判断，“由此我联想到沈从文审美想象中的湘西社会，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小镇，都以
各自的故乡为背景，都是从深厚的古风民俗切入，通过描绘未经商业文化‘污染’的乡村自在状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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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偏离时代的、古朴的生活之美，人性之美，于中提取与都市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正是在这点上，
肖江虹与他的前辈大师们在价值取向上不无共通之处”[6]。
将这种价值观置于传统乡村文化快速消解的当下进行关照，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们多少显得有
些不合时宜。在肖江虹的小说创作中，无双镇、蛊镇等古老村镇是一个显在的弱小存在，常常处在城市
威压的阴影里。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技艺无以为继、传统伦理失序，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镇不得
不付出的惨痛代价。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大部分来自传统村镇，他们被现代文明的浪潮席卷离开生
养自己的土地，进入完全陌生的城市谋生。他们的温情并不能阻挡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侵袭，也无法阻
止他们这类底层人物被轻视、被侮辱，道德上的良善并不能使他们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好。例如，《当大
事》以荒诞和滑稽的手法将传统秩序面临崩溃的状况生动地表达出来，当死亡这件人生大事也能够被草
草了事，人生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此外《蛊镇》、《百鸟朝凤》、《寻找 1978》等也都涉及到了相似
的叙事主题。小说《百鸟朝凤》结尾中，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在城市车站外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下凄凉
地吹奏着一曲纯正的“百鸟朝凤”，似乎寓意着“失语者”们无法冲出现实困局的尴尬。而在《喊魂》
中，肖江虹给出了化解这种尴尬的可能途径——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看着田埂上呵呵笑着奔跑
的马义，我不知道他的魂到底是不是丢了，或者原本就丢了，现在才是真的回来了”[3]。在这个意义上，
回归内心、退守本真意味着“失语者”们找回了自己丢失的“魂魄”。

5. 一种坚守
一系列“失语者”形象彰显了肖江虹立足底层世界、关注底层人物命运、表达底层人物内心诉求的
写作旨归。在这个意义上讲，肖江虹很大一部分的小说创作应可以归入底层写作的文学范畴。
作为新世纪以来比较大的一股文学创作潮流，底层写作发端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城市化
进程中，农民工问题、下岗工人问题、农村留守人员问题等成为底层文学的叙事主旋律。不同的作家在
把握类似的主题时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肖江虹的立场和态度是对底层世界同情多于批判，这是他
的底层写作呈现出独特样貌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上节所述，肖江虹笔下的“失语者”多带着“小温暖”，传达的是底层人物人性中良善和温暖的
一面。而《神木》、《哑炮》、《马嘶岭血案》、《云上》、《矿难》等小说则更多地展现了底层人物
的野蛮和冷血，“视人命如草芥的意识揭示了底层一种极端残酷的生存生态”[7]。底层文学中的一个普
遍现象是苦难，小人物经历各种人生挫折、磨难和不幸，甚至是死亡，不描述苦难就无以展现底层人物
生存之艰难。但不同的小说对苦难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肖江虹小说中“失语者”们遭受的苦难来自于外
部世界，而底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常常带着相互依存的意味，如《天堂口》中的范成大和柳姨妈、《蛊镇》
中的王昌林和细崽、《喊魂》中的范马义和“我”，体现的是苦难中的温情。换言之，肖江虹对底层人
物的处境体现的更多是理解和同情。而《神木》、《哑炮》这一类描写底层的小说中的苦难直接来自底
层人物之间的弱肉强食，《神木》中的两名打工者不断谋害与自己身份一样的打工者，并以此作为要挟
矿主获取事故赔偿金。《哑炮》中的一名矿工为谋夺另一位矿工的妻子设计用哑炮炸死了他。人性深处
的残忍自私成为这类小说言说苦难的根源，底层人物之间因而形成了争夺有限生存空间和资源的竞争关
系，也使得小说具备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批判性。
肖江虹的底层写作呈现独特样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体现在他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上。在刘庆邦
的长篇小说《红煤》中，主人公宋长玉全部的努力都在于离开农村，获得“城里人”的身份。不管他在
追逐“城里人”身份的路上遇到怎样的磨难，他始终坚守着“死也不回老家”的誓言。而在这追逐“城
市化”的不归路上，宋长玉被内心的欲望所驱使，如同“红煤”一样燃烧殆尽。在刘庆邦的小说中，农
村是极度落后、贫穷的象征，成为需要坚决放弃和逃避的一个身份符号。在其潜在语境中，急于阻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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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血脉、放弃传统的价值与自我识别的密码，转而追逐在物质和精神上更具吸引力的“现代”是必
然而合理的选择。
而不同的是，肖江虹对传统是尊重的，传统于他并不仅仅只代表着落后、贫穷，相反传统中还有相
当多的深层次的东西值得关注和坚守，比如传统礼仪、传统伦理等，这个理念在他的小说《百鸟朝凤》、
《喊魂》、《当大事》等中都有细致入微的展现。在承认现代文明威胁传统生存的同时，肖江虹的小说
同时又表达出了对现代文明取代传统秩序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某种质疑。他笔下固然不乏受到现代文明的
诱惑而远离故土的人物，但也许他更关注那些坚守故土、捍卫传统道德的“失语者”者们的命运，也更
深刻传达了对“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近乎变态的追求和对道德伦常近乎疯狂的破坏”[5]现象的忧虑。“我
想，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还把礼仪看得如此重要，如今物质丰盈了，廉耻却成了稀罕物。今天回过
头看，那时候的乡村规规矩矩，鸡犬之声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靠什么维持？靠的是人心深处千百
年的道德积淀”[5]，失去了这种道德积淀只会成为《喊魂》里的范马义，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空心人”，
也就成了没有灵魂、游荡在乡村与城市边缘的孤独身影。
正如建筑师朱涛所提出的设问：“有没有一种‘现代’，它来自自己脚下的泥土、尊重自己即使是
最卑微的记忆，而且用自己社会中最底层的人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它、定义它？”[8]。相信这种意义
上的“现代”才是如肖江虹的底层文学写作者们所探讨和追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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