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如法国符号学家朱丽
娅·克里斯蒂娃在其 《符号
学》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文
本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
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
化”。所有文本都具有互文
性，作家的生活阅历及阅读积
累影响写作文本的互文性构
成。蒋学楷先生的小说 《银
谷》也不例外。

本文写于 1928 年 10 月，
蒋先生当时 19岁，处于就读
上海劳动大学二年级的初始阶
段。合理的推测是作家深受传
统民间文学的熏染而又受到一
点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试图
通过分析窥见文本的互文性奥
秘。

一、文本叙事的民间文学
特征

1.场景设置的桃花源特征
小说把故事发生场景设置

在东海之滨的一座山谷及其周
边地区，物产丰富。“山的东
面朝着海”，泥涂上有很多鱼
类可以捕捉。“山的西面成了
一个大平原”，有广阔无际的
田野，有翠竹围绕、鸡鸭随
处、炊烟袅袅“很有诗意”的
家园。山谷中有花有草有清澈
的溪水有活泼动人的鸟儿。这
样的场景让人“疑心就是桃花
源”。桃花源，就是传统民间
文学对农家生活场景的诗意想
象。文中的山被命名为“银
山”，泄露了作家这种诗意化
想象的秘密来源。作家是观海
卫蒋家人，童年即在银山（卫
山）脚下的平原度过，稍大一

点才去上海求学。生动丰富的本
地民间故事、易受熏染的早期人
格以及鲜活难舍的故乡情结建构
了本文情节展开的诗意场景。

2.情感设置的追求自由恋爱
特征

民间故事运行的基本模式是
“自由恋爱——被迫拆散——奋
起反抗——团圆遂愿 （存在变
式）”。“自由恋爱”是民间故事
中男女主人公情感的正确打开
方式，反映的是异性相吸的原
始冲动和追求真爱的人性需求，
也是对现实婚姻情感空心化和婚
嫁庸俗利益化的一种反讽表达。
家长对包办婚姻的热衷对自由恋
爱的扼杀以及青年男女对包办婚
姻的反抗对自由感情的追求是传
统民间文学惯于表现的情感冲
突，在本文中同样表现得很充
分。本文描述了金姑和阿富自
由恋爱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他们
在受到父亲、嫂嫂包办婚姻阻
碍时的不甘与挣扎，表现了自由
爱情的美好和他们对爱情的忠
贞和执着。

3.价值设置的劳动美好特征
基于生存和发展，劳动是人

类必不可少的行为。劳动创造财
富，带给人们美好的生活，推动
了文明的进步。劳动与人们的生
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也对人们产
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劳动
这一主题是民间文学所无法避免
的。本文中，表达对劳动的肯定
和劳动者的赞美集中表现在对阿
富壮健身体的描述上，可谓不吝
笔墨。“臂膊的肌肉都暴露了出
来”“露出的小腿格外显得圆
硬。泥路被他走得咚咚的响，听

去非常之结实”，以至于金姑禁
不住偷偷地去捻了一把，然后在
她的脑中“留下一个极强的阿富
底影子”，而捻过他的肌肉的手
心“好像永远有硕壮的肉底感
觉”。阿福不仅“壮健”如同

“猛虎”而且是个阳光“愉快”
的男子，“好像永不知道人间有
悲苦”，虽然阿富不是富而是很
穷，“吃过用过便成双空手”，但
是他的健壮勤劳善良乐观又给人
带来生活可以依靠、前景肯定
不错的想象，合乎民间文学中
劳动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判
断。

4.形象设置的官兵破坏性特
征

桃花源的生活特点是宁静自
在、融洽自给。桃花源场景的设
定注定要排斥外来者，外来者意
味着破坏者甚至掠夺者，尤其是
代表强力角色的官兵，尤其社会
控制力下降、动荡不安时代的官
兵，烧杀抢掠，一样都不会少，
与贼寇无异。本文中官兵对百姓
的侵害尤甚于贼寇，“在老农们
底记忆中，就是长毛造反时也没
有闹得这样糟”“再加官兵性子
比长毛又来得利害，他们把壮汉
拉去做苦工，妇女碰着就奸淫，
牲畜稻草卷去当粮食，拿不去的
房子放上一把火”。可谓无恶不
作！这样的官兵形象来自于传统
又甚于传统，小说叙事直接把他
们指斥为“灰色动物”“豺狼”
这样的禽兽。

二、超越于传统民间文学的
叙事创造

传统民间文学的叙事模式具
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流程和类型化

特征。表面上讲的是不同的故
事，究其内核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性，这一点我们从以上分析可以
看出。《银谷》文本在叙事上表
现出很强的民间文学互文性特
征，而它的价值却在于在超越传
统叙事模式方面有一定的表现，
比如塑造多面性的人物形象、结
构故事情节的悲剧性等。这可
能与作家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有
关。

1.塑造人物形象的多面性
传统民间文学塑造的主要形

象一般比较单一，常常处于二元
对立状态，要么善要么恶，要么
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叙事往往在
两者的冲突中展开。《银谷》中
的主要人物则不是那么纯粹。比
如金姑就不是那么单纯那么完
美，她有少女的天真不嫌贫爱富
对爱情忠贞等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也有任性使气软弱小气的一
面。她在母亲在世时，常常“仗
势把些小事都告诉她底母亲，有
时另外加些花头”“说嫂嫂是怎
样坏，怎样亏待她”，以致他的
嫂嫂不时地受到婆婆的“轻责重
骂”。母亲去世后，她也想把父
亲服侍称意了，将“嫂嫂待她的
委曲，添酱添醋地告诉给父
亲”。而这一切在阿富看起来简
直不是什么事：这种琐事委实值
不得一哭。金姑的对立面——她
的嫂嫂和父亲也不是什么大恶
人，从他们的立场上看，他们的
做法还是为金姑着想呢，只是被
母亲宠惯了的金姑不这样认为而
已。这种多面性的形象与作家的
阅读不无关系。差不多同一时
期，蒋学楷先生从法国文本译出

《狐狸的故事》，书中的主角狐狸
的形象就是复杂的。他捉弄国
王，杀害大臣，嘲笑教会，是反
封建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又
肆意欺凌和虐杀代表无力反抗
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弱小动物。
《银谷》中羊群、豺狼的形象塑
造是其叙事受其影响的有力佐
证。

2.结构故事情节的悲剧性
传统民间故事的结局往往是

抗争的一方得胜惩恶扬善或者恶
的一方幡然醒悟，男主女主历尽
曲折最终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
活。《银谷》则给出了一个悲剧
性的结尾：阿富被抓走，生死未
卜；金姑和阿富的娘则相依为
命，天天站立在柴扉之外望眼欲
穿，盼望着阿富的归来。将没入
地平线的夕阳更增浓了叙事的悲
剧性。这样的结尾自然可以接上
民间关于望夫石的传说，但由于
其传说性神奇性具有浪漫的色
彩，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从而淡
化了悲剧性。本文结尾中的望夫
望子情景由于先前情节的残酷性
而显现浓重的悲剧性，是二十世
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中国
不确定的悲惨现实的反映，具有
写实的特点。这自然也与就读于
社会学系的作家关心国内外的政
治经济现实所形成的复杂视角不
无关系。

创作中互文性借入是不可避
免的。我们在阅读鉴赏中如能运
用互文性视角进行解读，将会得
到比文本表面所提供的更丰富更
容易理解的信息，这也会使得阅
读成为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究冒险
的趣味旅行。

《《银谷银谷》》叙事叙事的民的民间文学特征间文学特征
及其及其超越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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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井 缺 一
的小说我虽是
第 一 次 阅 读 ，
但是读完之后
印象深刻，颇
有意犹未尽的
感觉。

《沉水香》
这部小说，作者
在创作的时候
采用了倒叙的
手法。如果将
小说按时间线
重新梳理、还
原的话，大致
的剧情是这样
的：

辛 远 的 爷
爷是青县木匠石
水安，因手艺精
湛，年轻时受邀
给同军阀结亲
的沈家小姐沈
月如打造嫁妆。
不料两个年轻人
一见钟情，陷入
爱河。眼看婚期
将近，两人相
约私奔，但在临
行前一刻，石水
安因惧怕军阀势
力，趁沈月如回
去取装有金子
的暖炉时，坐船
逃离，沈月如羞
愤难忍，投湖自
尽。石水安救之
不及，从此隐
姓埋名，易名

“辛木”，余生
都活在自责中。

几十年过去
了，辛木病重，
开黑车的孙 子

辛远为了给他筹措医药费，与女友颜谁带着简
易的潜水装置下水打捞传说中遗落在湖中的暖
炉。辛远找到了铜手炉，不意女友哮喘病发作，
他左手拉着女友，右手抓着手炉的铜环。由于年
代久远，手炉似乎快要散架了，辛远连忙用左手
托住手炉的底部，下意识的动作，让他失去了女
友。辛远先把装有金子的暖炉放到岸边转身去救
颜谁，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辛远不敢面对颜谁的
遗体，不敢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回去之后大病了
一场，从此就失忆了。

为了能让辛远彻底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爱慕辛远的汪犹衣配合辛木清理掉了与颜谁相关的
所有痕迹，而暗恋颜谁的吴昕则同化身收藏家的汤
一友合作，一起调查颜谁的死因和辛远失忆的真
伪，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

整部小说围绕着三个时间段发生的故事展开叙
述，巧妙安排线索，缜密推理逻辑，抽丝剥茧，推
演情节，丝毫不显突兀，足见作者的功底。中间还
穿插了多段情感纠葛，融入了对社会现实的拷问，
丰富了小说内容，也增加了矛盾冲突，使小说更具
趣味性和可读性。

毫无疑问，作者对于场景的描写、气氛的渲
染是十分到位的。如果读者未曾将小说看完就匆
匆合上了书籍，必然难以了解真相，说不定还
会当成恐怖小说来看，但是看完之后便会恍然大
悟，原来这是一部悬疑小说。所有的铺垫铺陈，
都是为了烘托气氛，调动叙事节奏。而隐藏在
文字背后的作者，俨然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匠人，
布局精巧，独具匠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处理
得恰到好处，没有多费笔墨，人物形象却很立
体。

石水安的故事和辛远的故事看似隔着几十年的
光阴，两两之间毫无关联，实则环环相扣，不曾割
裂或分离。祖孙俩各自对一个女子怀有愧疚，所不
同的是一个深藏在心，抱憾终身，一个痛到深
处，导致失忆。这两条线如同邻近的两棵树，地
面上看并肩而立，互相平行，地面之下却是盘根错
节，最终因为一个铜手炉串接在一起。铜手炉是
石水安和沈月如悲剧的落幕，也是辛远和颜谁悲剧
的缘起。

如果仔细推敲的话，《沉水香》颇有些宿命论
的意味，无论是七七四十九章的篇目安排还是渲染
气氛时所用的词汇和腔调，但这宿命论是有节制
的，正如小说中的两条主线不是我们惯常所见的前
世今生，通篇也没有出现神魔鬼怪，就是最好的
例证。如果像《说岳全传》等古代小说，将世上
发生的一切、将人间所有的演绎都变成天理循
环，反倒落了俗套。因果是因果，却未必有轮回，
即便有，那也是一种象征意义的，或只呈现于人的
幻想里，而非“迷信”，这样的小说更真实，也更
沉痛。

有一个成语叫“无巧不成书”，《沉水香》里的
安排就很巧妙。这样的巧，让人难过，让人心生不
忍，但即便不忍，依然得面对现实，这就是生活，
也是小说主人公辛远所要承受的实际压力。也许跳
出文本之外，也是看小说的读者所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你是辛远，你会怎么选择？世间有多少无
奈存于人的一念，毁于人的一念。亲情、爱情、金

钱、生命
……这些
社会属性
像是一道
选择题，
不同的人
各有各的
答案，甚
至弃答的
人都有。
然而，无
论你怎样
回避或是
挣扎，人
终归要直
面现实。
这大概也
是作者所
要言说的
吧。

只
在
一
念
间

—
—

读
羽
井
缺
一
《
沉
水
香
》

文/

潘
玉
毅

溪海书香溪海书香 B3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纪莽原 电话 / 63025488

上回我们讲了刘唐、公孙
胜为什么要把生辰纲的消息告
诉晁盖，而不告诉宋江的原
因。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吴
用，是如何制订劫取生辰纲的
计策的。

为了劫取生辰纲，吴用应
该说是制订了一个十分完备的
行动计划。

小说第十六回写道：
七星聚义后，晁盖与吴用

他们在晁盖庄上，商量如何劫
取生辰纲的方案。

晁盖问吴用道：
“吴先生，我等还是软

取，却是硬取？”
吴用笑着回答道：

“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
看他来的光景，力则力取，智
则智取。我有一条计策，不知
中你们意否？如此，如此。”

晁盖听了吴用的计策，不
禁大喜过望，攧着脚赞叹道：

“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
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
计策！”

那么，吴用究竟提出了一
条什么样的好计策，竟能让晁
盖觉得吴用果然赛过了诸葛
亮，以致会“攧着脚”如此的
兴奋呢？

吴用的计策，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那就是：“力则力取，智则智
取”。

我们先来说说吴用“智则
智取”的方案。

这是吴用劫取生辰纲计策
的关键一步，也是整个计策的
核心。

这个“智则智取”的方
案，吴用主要部署了这样四件
事：

其一，让晁盖等人化装成
从濠州去东京贩枣子的客商，

所推的车子，也都伪装成千里之
外的江州车儿，以此来掩盖自己
的身份和行踪。

其二，让晁盖等人提前在黄
泥冈设伏。杨志是在六月初四中
午时分路过黄泥冈的。但是，晁
盖一行早已在六月初三，就提前
抵达了离黄泥冈东十里路的安乐
村。然后，在第二天上午，赶到
黄泥冈上的松树林里设伏。

后来，当杨志他们一行来到
黄泥冈上时，只见松林里一字儿
摆着七辆江州车儿，有七个人脱
得赤条条的，正在那里乘凉。

这七个人，就是前来劫取生
辰纲的晁盖他们。

其三，让白胜扮作卖酒的小
贩，在行动当日，挑着两桶白酒
上黄泥冈。再由吴用他们视情在
酒里下蒙汗药，麻翻杨志。

你看在这炎炎烈日之下，让
白胜挑着一担既能消暑、又能解
渴的白酒，来到黄泥冈上，岂不
是令渴热难当的杨志他们垂涎欲
滴了？

其四，设计了智取流程。
吴用设计的智取流程是这样

的：
一是，先由白胜挑着两桶没

有下过蒙汗药的白酒，来到黄泥
冈上，卖与晁盖和杨志他们。

二是，晁盖一伙人当着杨志
他们的面，先从白胜那儿买一桶
酒吃了。然后，刘唐又从另外那
桶酒里舀一瓢酒吃了，让杨志他
们觉得，那桶酒也没有问题，以
此来打消杨志的疑心。

三是，吴用从松林里取出蒙
汗药来，放在瓢里。然后，吴用
假装过来要多舀白胜一瓢酒吃。
当吴用拿着瓢去桶里舀酒时，那
瓢里的蒙汗药，便搅在了那酒
里。

四是，当吴用拿起瓢来假装
要吃那酒时，白胜便走过来一把
夺下那个瓢，把酒仍然倒回到酒

桶里。
吴用在黄泥冈上，就在杨志

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这个
下药动作，没有丝毫的破绽。

五是，让杨志他们中计，吃
那桶已下了蒙汗药的白酒。等药
性发作之后，晁盖他们立刻把那
生辰纲的金珠宝贝，全都装上枣
子车，遮盖好了，迅速撤离黄泥
冈。

吴用设计的这个智取流程，
应该说是既巧妙，又自然，很难
让人看穿其间所隐藏的关节。

可以这样说，精明如此的
杨志，之所以会在黄泥冈上翻
了船，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情。

果然，杨志他们中了吴用的
计策，被那蒙汗药酒麻翻了，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晁盖他们，劫走
了生辰纲。

而杨志他们，只是起不来、
挣不动、说不的，空留一腔的懊
悔。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吴用
“力则力取”的方案。

所谓“力则力取”，就是直
接诉诸武力来夺取生辰纲。

如果杨志他们警惕性高，致
使吴用他们“智则智取”的行动
失败，那么，吴用就准备了第二
套方案，也就是所谓的“力则力
取”这一招。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吴用是
从这样两个方面，来准备“力则
力取”方案的。

其一，筹划人员安排。
小说第十四回写道：
吴用对晁盖说道：“此一事

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
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
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
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
何团弄？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
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
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

吴用的这番话，其实包含了
四层意思：

一是，劫取生辰纲这件事，
无论是“智取”，还是“力取”，
人多了都做不得。因为，如果人
多了，容易走漏风声。

二是，劫取生辰纲这件事，
人少了也做不得。因为，如果人
少了，恐怕力不能逮。所以，虽
然晁盖、刘唐两人武艺过人，但
是，在吴用看来，如果光凭他和
晁盖、刘唐三个人，要想劫取生
辰纲，那也是不可能的。

三是，晁盖庄上虽然养着许
多庄客，但是，吴用觉得这些庄
客，在劫取生辰纲这样的大事情
面前，也是不能用的。因为，吴
用认为，这些庄客的武功不济
事。

四是，吴用觉得，如果能有
七八个武功超群的好汉组成一个
团队，一起参与行动，那么，劫
取生辰纲这件事就肯定能成功。

晁盖听了吴用的上述想法，
便说道：

“先生既有心腹好汉，可以
便去请来，成就这件事。”

吴用回答道：
“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

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
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这三个
人，方才完得这件事。”

吴用说的“这三个人”，就
是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弟。

正是阮氏三兄弟的入伙，吴
用才初步完成了劫取生辰纲的人
员安排。

其二，配备武器装备。
吴用的计划是让每个参与行

动的人，都人手一把朴刀，以方
便力取。

小说第十六回写道：
在黄泥冈上，杨志他们正在

为是否买酒吃这件事，与白胜在
松林里闹动争说。

这个时候，只见对面松林里

那伙贩枣子的客人，都提着朴
刀，走出来问道：“你们做甚么
闹？”

晁盖他们曾跟前来松林里打
探的杨志说起过，自己只是一伙
贩枣子的客商，都是些小本经纪
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晁盖他们只是一伙贩枣

子的客商，是小本经纪人，那
么，他们怎么又会人手拿着一条
朴刀呢？而且，一听到白胜那儿
有动静，这伙客商怎么就都提着
朴刀赶了出来呢？

小说第四十六回，讲祝家庄
如何防备梁山泊时，这样写道：

石秀看见祝家庄酒店的屋檐
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

石秀就问店小二道：“你家
店里怎的有这军器？”

店小二回答道：“此间离梁
山泊不远，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
粮，因此准备下。”

原来，那祝家庄为了防备梁
山泊的贼人前来借粮，所以，就
让庄户们都人手准备了一把朴
刀，以备不时之需。

那么，晁盖他们人手一把朴
刀，是否也如祝家庄的庄户们那
样，是为了防备贼人的抢劫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晁盖他们自己明确讲

过：“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
甚财赋。”

所以，很显然，晁盖他们之
所以会人手一把朴刀，其目的并
不是为了防备贼人来抢劫，而是
为了方便自己去抢劫。

如此而已。
由此看来，吴用对于“力

取”的这个备选方案，还是有着
充分准备的。

那么，既然吴用制订了这么
完美的行动方案，这生辰纲的案
件，为什么又会如此轻易地就被
官府破获了呢？

吴用的计策
——生辰纲劫案背后的故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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