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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当代女作家方方的小说因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呈现死亡而展示给读者独特的风景。方方小说的
死亡叙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死亡或是方方小说叙事的主轴、舞台的主角，或是小说暗藏的玄机、命运的密码；
更或是人性脆弱妥协、变异扭曲的必然结果。方方正是以独特的死亡叙事坚守了自己关注人性、关注人的命运的
文学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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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方方的小说，心理能经得住考验和刺激。因为她

席的在场者” ——“我”，一个刚出生仅十五天便夭折

总会把读者带向一个有死亡阴影笼罩的世界。不管是她

的婴儿。小说由这个幼小亡灵叙述了自己的父母一家十

探寻世俗人性奥秘、书写知识分子命运，抑或是关注男

一口人在汉口贫民区河南棚子仅有 13 平米的房子里生与

女情爱婚姻、呈现警匪恩怨与世事荒诞，方方总会有意

死的挣扎。这里的叙事带给读者完全陌生的感受，因为

无意地给读者一种暗示：这里一定会有死亡发生。据不

这里的“我”是亡灵，亡灵具有在感知和时空上的超越

完全统计，到 2013 年 3 月止，方方共发表 69 篇长、中、

性，它无形无影，来去无踪，它可以不受现实肉身的约

短篇小说。其中涉及死亡叙事的大概有近 30 篇，占据了

束和世俗的限制，可以看人所看不到，听人所听不到；

方方小说创作总量的 40%左右。而且，单看方方 21 世纪

它更可以穿越时空，俯瞰人世一切。以这个极其幼稚的

发表的 15 部小说中，竟有 13 篇之多均有对死亡的描写，

亡灵来观照他活着的父母、哥哥姐姐们沉重而苦涩的人

占方方 21 世纪小说创作的 85%还多。这种在一位女性作

生，致使死亡的气息贯穿始终，弥漫全篇，亲人们的“生”

家的创作中如此高频率地涉及死亡，甚至重点描写死亡

由小八子的亡灵来讲述和感受，产生出一种神奇的间离

的现象，在中国 80 年代后的文坛上为数并不多见。方方

效果：生者的命运在死者的观照下显得异常艰难、残酷

小说的死亡叙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此试着解读其

和冷峻，而死者却因生者的艰难和苦涩体会到死亡的超

中最主要的几类。

然、满足与欢欣。由死者引领小说的叙事更显出方方对

一、死亡是叙事的主轴，舞台的主角
在方方的死亡叙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最有分量

底层市民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洞察的客观、理性、敏锐。
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同样以第一人称“我”引
领叙事，但小说的视野并未受到限制而显得异常开阔和

的莫过于这类小说。因为这些小说，自始至终，“死亡”

自由，小说以交叉叠合的方式跨越生与死的界限，穿越

元素弥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完全成为小说叙事的主线，

历史与现实的屏障，打破肉体与灵魂的壁垒，展开灵魂

小说人物的生存和挣扎总是被笼罩在死亡的幕布之下，

与灵魂的对话。小说叙述了死去多年的祖父和父亲两代

人物的命运也总有死亡的阴影相伴随。如《风景》、《祖

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并对二者各自的“生”与“死”

父在父亲心中》、
《落日》等小说均可以作如是观。

展开详细的比照，诠释中国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变

方方于 1987 年发表的小说《风景》因其叙事视角的

迁和悲剧意蕴。作为汪氏家族中第三代知识分子的“我”，

独特性、还原生活本相的客观性、揭示人性变异的深刻

以灵敏的触角感知祖辈、父辈两代知识分子的“生”与

性，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翘楚，与池莉的《烦恼人

“死”，“我”既可以把读者带入祖父生活的世界，也可

生》一起引领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小说创作的

以带读者来到父亲生活的年月；既可以引导读者走入父

新潮流。我想在这部小说的优秀质素中，最值得称道的

亲的内心世界感知祖父的生命气质和人格，也可以让读

是它的死亡叙事——以亡灵的视角观照活人世界——所

者深入“我”的内心世界审视父亲的生命气质和人格。

获得的陌生化和反讽的效果。该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缺

无论小说叙事艺术有多么变幻莫测，小说的叙事终归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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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到了实处：在第三代知识分子审视下的祖、父两代

车轮致死，贝贝则是在飞机示范操作中意外死亡。吴华

知识分子“生”、“死”的对照，而且重点倾向于对二者

林（《春天来到昙华林》）为见证谭八爷的活丧的盛况在

“死”的描绘，以此凸显知识分子性格的刚烈与懦弱，

赶往谭水垭途中遭遇拖拉机翻车最终没能活过来；杨景

气度的洒脱与拘泥，人格的高尚与卑贱。小说中的祖父

国（《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在与自己的女友瑶琴结婚

死在旧中国，父亲死在新时代，祖父死得大义凛然、刚

之际突然遭遇车祸亡故；马学武（《万箭穿心》）在旅馆

烈悲壮，父亲死得痛苦而扭曲。祖父死时鲜血迸溅的场

与情人幽会时被人报警，单位给予降职处分，并在知道

面始终强烈震撼着父亲，最终致使父亲在看到一场电影

告发自己的人原来是自己的妻子李宝莉之后最终跳水自

中血淋淋的场面时深受刺激而猝死。小说就在生与死的

杀；而蒋汉（《琴断口》）在凌晨赴约的途中恰逢白水桥

交错书写中完成了对两代不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悲剧

断裂连人带车坠入水中，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水成旺

命运的审视。

（《水在时间之下》）因躲避家里刚出生的女儿无休止地

《落日》以丁太方生方死的生存状态为线索，还原

哭闹，带着小儿子水武到外面散心却无端被杂耍艺人失

了家庭间人际关系的淡漠、人性复杂的生活本相，并不

手的铁矛刺中身亡。这一系列的死亡安排虽然显得残酷、

时穿插出丁太的艰难人生、丁如虎和丁如龙的人生故事

不近人情，但却能引发读者深刻的反思。在这些小说中，

以及孙子们的生活状态。祖母丁太因一次与大儿子丁如

人物的死亡多出于偶然，而这种偶然性似乎揭示了人们

虎发生争吵，一气之下喝下一整瓶“敌敌畏”而自杀，

日常生活的变数，暗示着人们生命的脆弱以及对自身命

走在了向死之路上，在生与死的悬崖边缘徘徊。丁太被

运无从把握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偶然性、生命的脆弱、

送进医院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打乱了丁如虎、丁如龙各

命运的无可把握正好显示社会的荒诞，时代的非理性的、

自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来回奔波于家庭与医院的劳顿，

非秩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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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杂而无止境的病人护理事务，对丁太的未来照顾护理

再者，这样的安排还显示出方方别样的用意，即提

工作的沉重负担等使得两兄弟及其家人陷入身心俱疲的

醒读者思考周围人们的“死”到底对生者意味着什么，

困境。于是，两兄弟及其家人不由自主地从内心里滋生

会对生者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除吴华林之

出希望丁太能快速死去的荒唐想法，竟然在二儿子丁如

外，这些人物并非是小说的主要角色，他们只是主人公

龙的策划下，上演了一出强烈要求医生停止用药，提前

生活中的匆匆过客，但他们生命的倏然而逝却深刻影响

为老太开出死亡证明，迅速把丁太送入殡仪馆火化，火

着活着的人的生活、心理、价值判断乃至于命运变迁。
《白

化未成，由于殡仪馆停电丁太反被冻醒，不得不再次把

驹》中王小男的死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记者夏春冬秋的生

丁太送回医院的闹剧。很显然，丁太将死未死的生存状

活，记者的职业敏感加上她对王小男性格的了解使得她

态左右着小说情节发展的格局，成为她的儿子们、孙子

对王小男的死因产生浓厚的兴趣，执着于探寻王小男死

孙女们人性微妙而复杂、甚至发生变异和扭曲的试金石。

亡的真相，使之如抽丝剥茧般呈现在读者的眼前。王小

丁太自喝农药自杀后就这样在迷迷糊糊、半梦半醒的混

男的死经历了从不明原因的自杀——因情自杀——为救

沌状态中遭受着儿孙们对她的嫌弃和厌烦，感受着家庭

车上乘客见义勇为，不惜自我牺牲——为讨回自己那笔

间亲情的淡漠和人世的凄凉，最终丁太带着极度的伤心

1500 元钱舍命追车，然而因用力不当不幸被车碾死的过

和失望撒手人寰。小说的结尾很有意味，借丁太的重孙

程，但每一个推论似乎都没有充分的证据。夏春冬秋对

女儿娇娇的话说出，丁太“飞升到太阳里头去了”，而这

死因的探索过程也正是她对生命、人性慢慢领悟的过程，

时“太阳正悄悄地把云彩更深更鲜艳地往红色上浸染并

领悟到人的生命意义，正如小说题记和结尾所云：
“人生

[2]

悄悄地一点一点地下落着”。 丁太这样的人生结局有力

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瑶琴（《有爱无

地应证了小说扉页上引用艾略特的意味深长的话：
“家是

爱都铭心刻骨》）因恋人杨景国遭遇车祸横死而改变了自

我们出发的地方。随着我们年岁渐老，世界变为陌路人，

己的人生观、爱情观，她选择独身生活，并且相信自己

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

不会再爱这世上的任何男人，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二、死亡是小说暗藏的玄机、命运的密码

除却巫山不是云”，而且始终把杨景国的遗像珍藏在衣
箱，每当想念他或者心情不好时，便拿出来抚摸并与之

在小说《白驹》、《白雾》、《春天来到昙华林》、《有

对话。杨景国的死使得她对工作和生活抱着无所谓的态

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万箭穿心》、《琴断口》、《水在时

度，对世上的一切尤其是爱情全然失去了兴趣和热情，

间之下》中，死亡事件显然已成为方方安排设置情节、

任由父母亲友规劝都以一种偏激的态度应对。因此，即

安排人物命运的机关。在 80 年代创作的《白驹》、
《白雾》

使事情过去十年后，当另一个有同样遭遇的男人陈福民

中，王小男和贝贝在小说一开始就被安排了死亡的命运，

（他的妻子与瑶琴的男友杨景国遭遇同一次车祸致残瘫

而且均是意外事故，王小男骑自行车与客车相撞被卷入

痪在床）走进瑶琴的生活中时，也难以激起瑶琴如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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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内心的情感波澜，无法从内心里真正接受他，而仅

的命运的密码：即人的命运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巨大的

把这个男人当成自己生理欲望满足的对象（实质上陈福

力量牵引着、掌控着，而且这种神秘的力量总与死亡事

民也同样如此）。2007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

件联系在一起。浓重的宿命意味从小说人物怪异的话语

中马学武的死完全成为李宝莉人生的关键转折点，李宝

和死亡事件的巧合中透射出来，这在方方 21 世纪初创作

莉的生活和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安闲自在

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春天来到昙华林》
（2006

的平地滑落到劳苦奔波的低谷。李宝莉为马学武的死深

年）中，吴华林性格孤僻、内向，喜欢摄影，因此经常

感自责和忏悔，带着赎罪和为自己争口气、证明自身价

利用假期到山里采风，在一次采风途中恰逢山里的小伙

值的复杂心态，靠着顽强不屈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开始了

谭华林，与小伙的交谈勾起了他对“跳丧”民俗的浓烈

艰辛的奔波。马学武的死仿佛激发出李宝莉生命的潜能，

兴趣，就这样，吴华林的命运跟“死”紧密地联系在一

她选择了城市中最微贱的职业——流动小摊贩、汉正街

起，而且独眼婆婆（吴华林以前去山里采风曾住在她家

的扁担——作为人生转折的起点，早出晚归，风里来、

里）对他的死已有所预言。吴华林第二次再到独眼婆婆

雨里去，这时的李宝莉有超强的忍耐力，能吃苦，能负

家里讨水喝时，独眼婆婆总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盯着他，

重，更能忍受公婆的冷眼和不屑，尤其能忍受儿子夹带

还用鼻子使劲的嗅，并反复说他“身上怎么有股子丧事

仇恨的尖刻话语和自我内心异常的孤独和无助。在经过

的味道”，“反正身上有股死人气”，并让他“过点细”。

几番奋力拼搏之后，儿子终于考上重点大学、顺利毕业

而且，来接吴华林的毛根说那婆婆“邪得很，随便说么

并获得高薪职位。然而，以为终于熬出了头的李宝莉迎

事，一说一个准”
，还强调“她要说哪个死，哪个百分之

来的却是她做梦也难料到的被儿子扫地出门的残酷结

百活不成”。 毛根的话音未落，他开的拖拉机就冲到坡

局。
《琴断口》中蒋汉的坠水死亡，不仅影响着故事的发

下翻了。阴错阳差地，吴华林生前未看到他特感兴趣的

展，而且改变着小说中米加珍和杨小北的生活和命运。

“跳丧”
，却在另一个世界亲身体验了由谭八爷亲自主持

由于蒋汉与米加珍、杨小北之间的特殊三角关系，他的

的神秘而盛大的跳丧仪式。
《万箭穿心》仅从题目来说就

死不仅引发了周围人的猜疑、议论，甚至改变着他们对

让人胆战心惊，心生恐惧，似乎在强烈地预示着人物的

杨小北为人的价值判断；他的死同时是压在米加珍和杨

命运。的确，小说中同样存在着命运的密码。小说在第

小北心理上不可卸下的沉重负担，致使这对恋人的心理

二章有这样一个细节，主人公李宝莉带父母去参观自己

和情感都发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虽然这对恋人后来

新买的房，母亲对她的房子赞不绝口，父亲偶然间走到

很快结婚了，但蒋汉的死最终成为横亘在米加珍与杨小

新房西边的窗口往下一看，就发出了惊叫，并说李宝莉

北之间的死结，他们的婚姻关系和感情再也无法回到亲

新房所在的地理位置风水不好，说楼下放射线一样的马

密无间和热烈似火的状态。以至小说最后，杨小北最终

路像箭一样都射向她的新房，叫万箭穿心。她父亲果然

选择逃离蒋汉的死亡阴影，远走南方。人性的复杂和人

一语成谶。她回到家就与丈夫马学武发生激烈的争吵，

与人关系的微妙和难测由此可见一斑。方方发表于 2008

接着，搬进新房后马学武便跟她提出离婚，李宝莉随后

年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中水成旺的死更是影响

跟踪丈夫到旅馆并打电话报警，弄得马学武颜面扫地在

人物命运的直接导火索。水滴一出生便遭遇了父亲的死，

单位抬不起头来，最后从长江大桥上跳下了结了自己，

年幼的她失去了命运的保护神，从此开始了常人难以想

从此之后，李宝莉的身心就开始经历万箭穿心般的痛苦。

象的噩运。由于亲身母亲李翠的卑贱地位和贪图物质享

这样的小说叙事透出深深的宿命意味。《水在时间之下》

受，再加上水家大太太刘金荣的排挤，水滴被水家轻易

中水滴一生下来就大哭大闹，仿佛预示着有什么大事发

地遗弃，最终被下河人杨二堂收养，过着朝不保夕的生

生，果然，水成旺街头丧命那一刻，水滴的啼哭也陡然

活。倍受世人冷眼和欺辱的低微处境仿佛激发了水滴内

停止，小说预设了一个父女两人命运相克，生死有命的

心深处顽强的生命力，帮父亲推车倒马桶，发誓要学戏

怪圈，而且水滴在与不幸的命运相抗争的人生之路上，

让自己的养父过上好日子，最终成为汉剧名角水上灯，

总是被她身边关系比较密切的人诅咒说她是煞星。水家

赢得风光无限，实现了人生的大跨越。在水滴与命运的

大太太刘金荣通过梦境和算命先生的说辞认定水滴是煞

抗争过程中，仿佛冥冥之中受到命运的驱使与水家人发

星、灾星；水滴的养母慧如在自杀之前说水滴“是一个

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和纠葛。方方在小说中做如是

靠吸人血活着的幽灵，谁摊上你，都不得好死”；汉剧名

的安排，似乎在向读者发出这样一个疑问：
“死”对生者，

角玫瑰红骂水滴“是一个地狱爬出来的幽灵，小小年龄，

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意味难道就是死亡的意义和价

一身鬼气，人见人恨”；她的亲身母亲李翠说她“只要你

值？

现身，不是爹死就是家亡”
，手上沾了很多人的血。确实，
另外，方方在小说中的诸多死亡事件无论对死者，

从卑贱的水滴蝶变为大红大紫、全身光环的“水上灯”

还是对生者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宿命意味，恐怕正是所谓

的艰难历程中，她身边诸多亲人的死亡直接或间接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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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关，她的父亲、养母、养父、玫瑰红、肖锦富、水

跑的火光》）一次去城里的经历引发了内心强烈的对物质

文、张晋生……，小说安排如此多人物的死亡与水滴的

享受的虚荣心和情感欲望，在回家途中巧遇贵清并与贵

生命交汇，这就是她的宿命。
《琴断口》中杨小北、蒋汉、

清偷食了禁果，未婚先孕，迫于世俗的压力不得不草草

马元凯在一个飘雪的凌晨先后因白水桥断裂掉入水中，

嫁给了贵清，陷入了一段鸡肋似的婚姻中。贵清的好逸

杨小北和马元凯很幸运仅伤及皮毛，蒋汉不幸身亡。幸

恶劳使得性格张扬、不满现状的英芝不得不靠去三火班

存者与死者关系很紧密也很微妙，三人同是白水铁艺公

婚丧仪式上唱歌以贴补家用。生完孩子之后的英芝内心

司的员工，杨小北是蒋汉的情敌，他们同时爱着一个女

仍然隐藏着青春的骚动，留恋出外唱歌，自己挣钱、数

孩米加珍，蒋汉与米加珍刚分手才三天，马元凯是蒋汉

钱的快活日子，引来村里人的闲言碎语，遭到丈夫的暴

的铁哥们，为蒋汉的死深深抱屈。生活中就有这么多的

打和公婆的谩骂与冷嘲热讽。成年累月的精神压抑和肉

巧合，人的命运就有如此多的偶然，于是杨、米的生活

体折磨，终于让英芝下定决心要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被打乱，他们的爱情之火注定要被蒋汉死亡的阴影、冰

丈夫的暴打、公婆的冷眼、村里人的流言蜚语，英芝都

冷的亡灵所冲淡甚至熄灭，杨、米之间婚姻的命运注定

可以忍受，因为她快独立了，自由了，她的未来有希望

是失败的，如小说标题“琴断口”所暗示的那样永远有

了。可是贵清旧习难改输掉了盖房子用的 3000 元钱让英

难遇“知音”的遗憾。

芝几乎陷入了绝望，随后英芝的借钱、偷情、出走最终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小说中的死亡事件似乎已经

激怒了贵清，贵清因找不到英芝便转而向英芝娘家报仇，

超越了世俗的理解视野，少了很多悲剧的成分，方方似

报仇未遂反被英芝用汽油烧死，英芝也因此受到法律的

乎也无意挖掘死亡之所以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而是执

制裁被执行了死刑。水下（《水随天去》）是一个天真烂

着于将死亡安排为一种偶然性、突发性的事件和细节，

漫、情窦初开的农村少年，在机缘巧合中喜欢上远房的

以此来探寻“生”与“死”的奥秘。这是方方的强项，

姨——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娘天美，天美因丈夫在城里养

她擅长在“生”与“死”的悬崖绝境处观察社会，拷问

情人经常不归，心生怨气和郁闷，水下的到来一定程度

人性；擅长通过具体生动的故事演绎“生”与“死”的

上缓解了她内心的郁闷，弥补了丈夫常年不在身边感情

辩证法，在人物“死”的环节关口返观世俗人生、人性、

上的空虚，满足了天美欲望的需要。但这种不伦之爱始

[3]

生命的奥秘。 这样的情节设置看似冷酷无情，实则能显

终不是天美内心真实的意愿，一方面，水下为天美深感

示作者对现实社会和人性隐秘的理性态度，进而反射出

不平，真心愿意做天美情感的替代品；另一方面，天美

方方对生命的奥秘、人类的终极命运关怀、思考与探寻

极端仇恨丈夫和他的情人，同时又舍不得丈夫丰厚的财

的执着精神和热情。

产，不想与水下过清贫的生活，想努力把丈夫拉回自己

三、死亡是人性脆弱、变异扭曲的必然结果
这类叙事主要集中于方方的婚姻情爱题材的小说
中，如《暗示》、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桃花灿烂》
、
《奔跑的火光》、《水随天去》等。在这一类叙事中，主

身边，对丈夫和未来的生活还充满幻想，就在这样的情
感和心理的交织纠葛下，水下对天美的火热激情与天美
的暧昧态度共同刺激水下在一个夜晚杀害了天美的丈夫
三霸，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被执行枪决。
这些小说都写出了主人公人性的脆弱和妥协，人性

人公的结局最终都是走向死亡，叶桑（《暗示》）因在洗

的变异甚至扭曲。不管是主要人物叶桑、黄苏子、英芝、

衣服时无意中发现丈夫的衣兜里有一张约会的字条便心

少年水下，还是次要人物叶桑的姨妈、拾荒的老头、英

生愤懑决定出走“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在漫无目的中

芝的丈夫贵清、天美的丈夫三霸等，无不如此。人物的

却乘船回到汉口自己的娘家，并莫名其妙地与妹妹的未

个性、心理或因家庭氛围的影响、或受感情的刺激、或

婚夫，父亲的得意门生，自己以前的仰慕者宁克发生了

因欲望的张扬和膨胀变得异常脆弱，人性慢慢向真、善、

非正常关系，心情发生逆转，心理似乎找到了平衡，决

美的反方向发生变异，致使小说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走向

定回到自己的家，然而在返回南京家的船上鬼使神差般

极端，要么自杀，要么被杀，要么杀人最终接受法律的

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黄苏子（《在我的开始就是

制裁生命不保，结局最终逃不过一死。

我的结束》）大学毕业后顺利走向社会，成了服装公司的

综上所述，方方笔下的大多数死亡事件是平常生活

高级白领，但因长期以来形成孤僻怪异的性格，加之感

中的偶然事件，而且不具有悲剧性意义，方方似乎也无

情受昔日初中同学今日成功人士许红兵的欺骗失身之

意像司马迁一样去探讨死亡的价值，一定要分出“重于

后，便异化成为一个戴着双重面具生活的怪女人，白天

泰山，轻于鸿毛”似的境界高低，非得要做出伟大与平

是气质高贵、举止优雅的白领丽人，晚上是浓妆艳抹、

凡、高尚与卑贱的价值评判，只是热衷于通过现实社会

妖媚风骚的“琵琶坊”的妓女，最终被拾荒老头探得底

中像“生”一样自然的“死”，表达自己对人性奥秘的执

细，遭遇老头敲诈勒索而横死荒野。农村姑娘英芝（《奔

着探索，和人的命运乃至人类终极命运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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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Death Narrative of Fang Fang’s Novels
LIU Jian-qiu1, 2
(1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2 Chinese Depart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Fang Fang, one of Chinese female writers, gives an unique landscape of a variety of deaths in her novel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death narrative of Fang Fang’s novels is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In her novels, Death is the spindle of novels’ narrativ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tage. Meanwhile, death is fate mystery and password. Death is also inevitable result that the human nature is fragile and it has
been distorted gradually. Fang Fang has insisted her literary beliefs of focusing on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people’s life and destiny through
unique death narrative all the way.
Key words: Fang Fang；Novel；Death；Narra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