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

现象

“好看”的秘密
——《明朝那些事儿》的文本分析

赵 勇

2006－2009年，伴随着《明朝那些事儿》（下面简

称《明朝》）七部作品（1）的一路飘红，当年明月（本名

石悦）与《明朝》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历史题材

的生产与消费也呈现出诸多扑朔迷离的色彩。由于

“好看”既是《明朝》的写作策略，也是诸多读者共同

的感受，本文将从“好看”入手，对《明朝》进行文本分

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试图回答“好看”的背后隐

藏着什么，它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在进入分析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当年明

月现象”。

一

《明朝》的走红是从“明月门事件”拉开序幕的，

而这起事件与后来《明朝》这套书的命运并非没有关

系。因此，我们需要从这起事件说起。

2006年3月10日，一个注册为“就是这样吗”的ID

在“天涯社区”网站著名的BBS论坛“煮酒论史”发出

了一个帖子，帖子名为《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

该可以写得好看》，起初观者寥寥。但随着作者每天

三篇的定时更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此帖，而作

者的ID名称也由原来“就是这样吗”改为“当年明

月”。至5月中旬，《明朝》的点击量已接近百万，网友

跟帖过万。与此同时，喜欢《明朝》的网友也自发组

成“粉丝”团体（简称“明矾”），为当年明月呐喊助威。

5月19日，该论坛著名写手“赫连勃勃大王”和小有名

气的“歌痕”（他们均有自己粉丝）分别撰文，公开怀

疑当年明月的贴子点击率造假（是熟人所为或点击

软件作弊），遂引发一场口水大战。此论战的一个直

接后果是明矾们自发在“搜狐”开通一个博客，全部

用来转载当年明月的文章。5月22日，作者也在“新

浪”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并在自己的第一篇博文中特

意为《明朝》写下了“版权说明”。（2）不过当时作者并

未撤离“天涯”。另一方面，由于在这场论战中，版主

存在着“拉偏架”之嫌，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5月

下旬，有人开始在当年明月的帖子下大量输入重复

信息刷屏，双方展开对骂。6月1日下午到半夜，有多

个ID通过代理服务器在当年明月帖子里用交通事故

现场的尸体照片刷屏，此谓“刷尸屏”，被人喻为“网

络恐怖主义”。而当年明月也从此离开“天涯”，在

“新浪”安营扎寨。愤怒的网友为迎回当年明月，开

始发起“倒版”运动。7月12日，天涯社区发布《关于

“明月事件”以及相关版务处理的调查结论》，“明月

门”事件有了如下定性：煮酒版主在版务处理中有失

当之处，但和刷屏马甲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总体功大

于过，应加以感谢。此言一出，引发倒版团成员批评

狂潮，直到几位版主相继离职，事态才逐渐平息。（3）

现在看来，点击率是否造假已成一个未解之谜。

“明月门”事件之后，有人认为百万点击率确有造假

之嫌，而幕后推手很可能就是书商沈浩波，因为这是

“书商为了大卖新书的一种低成本炒作手段。”（4）但

无论是当年明月还是沈浩波均矢口否认。此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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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便不了了之。不过，时至2009年年底，最早质

疑点击率造假的赫连勃勃大王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

怀疑。在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时，他指出：“由

于国学热、历史热的出现，越来越多心态浮躁的网络

历史写作者抱着淘金的‘心态’，与不良书商联手，用

造假软件在网站制造天量‘点击率’来吸引人气、读

者和出版社编辑，用这种低成本的‘炒作’企图在图

书市场中大捞一把。”（5）这里虽然并未点名，但依笔

者推断，他所指涉的具体对象无疑还是当年明月与

他的《明朝》。

自从当年明月即写即贴的《明朝》移至“新浪”之

后，他也开始了自己的辉煌之旅。2006年8月，他的

博客点击过百万；11月，达830万。（6）至2007年，其点

击量更是日新月异。有人记录道：“2007年11月13日

晚8时，当年明月的博客名列新浪blog总流量排行第

五名，访问量是66，460，000。”（7）2009年4月《明朝》推

出“大结局”后，当年明月的博客基本上已停止更新，

但依然保持着超常的人气。笔者写此文时（2009年

12月19日上午10时）查阅的结果显示，当年明月的博

客访问量已达213，892，806次，位居新浪博客总排名

第四。

与此同时，媒体也对当年明月现象进行了诸多

报道。除平面媒体之外，电视对当年明月及其《明

朝》的宣传不容忽视。2006年9月，当年明月参加凤

凰卫视《戈辉梦工场》采访。2007年2月，中央电视台

《子午书简》“2006年热点图书选播”系列节目、《新闻

联播》和《新闻六十分》对当年明月及其作品均有介

绍。2007年3月10日，当年明月参加阳光卫视《读书

有用》栏目访谈。同年3月，“明朝那些人儿”在上海

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开讲。（8）2009年4

月11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面对面》播出采访

当年明月的节目：《石悦：讲明朝那些事儿的那个

人》。2009年12月26日，央视《艺术人生·我的2009》

播出了对石悦的访谈。

当然，更重要的是被书商和出版社推出的七本

书：《明朝那些事儿》系列。此系列的第一部于2006

年9月上市，最后一部于2009年4月出版。每一部书

之前均有《百家讲坛》主讲人毛佩琦写的两篇序鸣锣

开道（第一篇名为《轻松读历史》，较长。此序只在第

一部中用过。从第二部开始，《明朝》用的是他的另

一篇序：《历史原来很精彩》。此序很短）。此书出

版、加印至2008年，前五部书腰封上的文字如下：“全

新写史方式，流行文化经典，全程演绎明朝三百年兴

衰风云，再掀2008年大明王朝热。荣获‘新浪图书风

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

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畅销200万册的最有阅读价

值读物。”而到第七部出版时，腰封上的“畅销200万

册”已变成了“畅销500万册”。与《明朝》的热销相匹

配，当年明月也开始出现在吴怀尧近年调查并制作

的“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榜单中，且呈直线上升趋势。

2007年，他的年版税收入225万，位居富豪榜第22名。

2008年，230万，位居第15名。2009年，1100万，位居

第4名。以上的这些数字一方面说明了作者，书商的

成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历史题材在受众那里的狂

热程度。

如此看来，《明朝》作为一套超级畅销书已是一

件确定无疑的事情。而促成此种畅销的因素虽然很

多，但“好看”的写作策略应该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二

当熟读明史的当年明月准备撰写《明朝》的时

候，写法问题显然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在《明朝》

的一开篇，作者在写法问题上便开宗明义：“这篇文

章我构思了六个月左右，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

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

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

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

一些评价。⋯⋯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

和表现方式，但文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

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我写文章有

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

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

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其实我

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什么体裁，不是小说，不是史

书，但在我看来，体裁似乎并不重要。我想写的，是

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

史。”（第一部，第1页）

可以看出，这篇“引子”除了交待作者写作动机，

资料来源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交待写法。而小说

笔法、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如何使历史

写得“好看”，则是我们理解当年明月写法问题的关

键词。不过，为了说清楚《明朝》的写法，我们需要把

它与一些相关历史题材的著作稍作比较。

当年明月说《明朝》“不是小说，不是史书”，这意

味着我们既不能把它看作《史记》、《明实录》、《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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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之类的历史书，也不能把它看作《李自成》、《张居

正》之类的文学作品。当然，它也既不是吴晗的《明

史简述》、《朱元璋传》或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等

之类的研究性著作，也不是《大话西游》（周星驰）、

《悟空传》（今何在）、《沙僧日记》（林长治）等等专以

解构原著为目的的影视作品和网络作品。《明朝》是

一个“四不像”，我们几乎无法确定它的写作谱系。

但事实上，它与以上所述的各种文本并非好无关系。

可以从“文学性”的概念入手来思考《明朝》与上

述相关文本的关系。按照雅各布森（Roman Ja-

kobosn）的说法，所谓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

为文学作品的东西”。（9）显然，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

家看来，文学性便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文本区

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不过，如果我们不再拘泥

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念（仅从文学形式尤其是

文学语言入手），文学性便可宽泛地理解为包括文学

语言、叙事方式、描写手法等等在内的一种文学笔

法。而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学性不光是

确认文学本质特征的基本元素，它也构成了我们理

解许多非文学、泛文学、亚文学文本的重要入口。

以此思路再来打量《明朝》，我们便可发现充溢

其中的种种文学性元素。然而，这种元素与以往进

入历史文本的文学性元素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司

马迁的《史记》曾被鲁迅评论道：“虽背《春秋》之义，

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

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

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即欲流

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石建传即欲俯躬，

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10）这里所谓的“无

韵之《离骚》”，便可看作文学性的体现；鲁迅所引茅

坤所言，则是文学性作用于读者之后所产生的种种

效果。而李长之在分析《史记》的“艺术形式律则”时

则归纳出统一律、内外和谐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

律、奇兵律、减轻律等形式规律，论述《史记》的“语调

之美”时又梳理出圆浑、韵致、唱叹、疏荡淡远、沈酣、

畅足等语调类型。（11）因此，我们可以说《史记》中的

端庄、大气、和谐、雄健、情动于中等等构成了它的叙

事风格和抒情风格，而所谓的文学性也正是潜藏在

这种风格之中。这是一种中国古典文学中所特有的

文学性，而这种文学性又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

础。

再比如，《万历十五年》也是一本渗透着文学性

的学术研究著作。此书自 1982 年出版以来长销不

衰，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它的写法。有论者指出：

《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就是具有小说性的

叙事模式，即以一个个人物为中心，明代万历年间的

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

事，作者以清丽的文笔把一桩桩历史事件围绕着一

个历史人物作为故事，叙述得娓娓动听。”(12）不过，虽

然《万历十五年》中有文学性或小说性，但它毕竟是

一部明朝的断代史研究。因此，它的叙事与描写均

服从于论述的需要，也服从于作者“大历史”观之方

法论的需要。因为有“论”的统领，“叙”与“描”便不

可能花哨，而是显得中规中矩。此书的第一章开篇

不久写道：“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

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

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

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

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

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

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

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细

加整饰了。”（13）如果我们把这种叙事看作文学性叙

事，显然它借用的是严肃文学的笔法，或者更准确地

说，它使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笔法：精细、准

确、客观、冷静同时又内敛，节制。

然而，无论是《史记》中那种古典文学的笔法还

是《万历十五年》中那种严肃文学的笔法，基本上已

被《明朝》中那种“好看”的笔法取代了。在第一部第

一章的一开篇，当年明月是以如下方式进入叙述过

程的：

我们从一份档案开始

姓名：朱元璋

别名（外号）：朱重八、朱国瑞

性别：男

民族：汉

血型：？

学历：无文凭，秀才举人进士统统的不是，后曾自

学过

职业：皇帝

家庭出身：（至少三代）贫农

生卒：1328－1398

最喜欢的颜色：黄色（这个好像没得选）

社会关系：父亲：朱五四农民

母亲：陈氏农民（不好意思，史书中好像没有她的

名字）

赵 勇·“好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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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主要经历：

1328年——1344年 放牛

1344年——1347年 做和尚，主要工作是出去讨

饭（这个⋯⋯）

1347年——1352年 做和尚，主要工作是撞钟

1352年——1368年 造反（这个猛）

1368年——1398年 主要工作是做皇帝

这样一种写法其实为整个的《明朝》奠定了一个

叙述基调。从此往后，戏仿、戏说、反讽、征引、调侃、

挪用、庄词谐用、今词古用等等就成了《明朝》的主要

叙述手法。为更好地说明问题，兹引相关例证并做

简要分析如下：

戏仿（parody）。如：“战争的胜负往往就决定于

那‘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第一部，第286页）这

里戏仿的是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台词：“同志

们，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天大的困难也能克

服！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

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再如：“为了打消朱祁镇心中的疑虑，以免有朝一日

被不明不白地干掉，他特意来到京城说明情况。宾

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

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

问题交换了意见。朱瞻墡重申了皇位是朱祁镇不可

分割的财产，表示将来会坚定不移地主张这一原则。

朱祁镇则高度评价了朱瞻墡所做的贡献，希望双方

在各个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合作。”（第三部，第21－22

页）这里戏仿的是电视新闻报道中我们耳熟能详的

官方话语。又如：“陆炳，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

家里世代为官，请注意‘世代’两个字，厉害就厉害在

这里，这个‘世代’到底有多久？一般来说，怎么也得

有一个一百年吧？一百年？那是起步价，六百年

起！还不打折！”（第四部，第111页）这里戏仿的对

象是冯小刚贺岁片《大腕》中那段精彩台词（你说这

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

得两千美金吧。）两千美金？那是成本，四千美金起，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

戏仿常常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所使用的文本策

略，哈琴·林达（Linda Hutcheon）曾把戏仿定义为

“带着一种批判的反讽距离的模仿”，并认为它是“一

种完美的后现代形式”，因为它体现了哈琴所谓的

“历史叙述式元小说”（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的

特征。(14)《明朝》中的戏仿虽然主要集中在语言层面，

却也约略体现着哈琴所谓的戏仿的神韵。当作者使

用到戏仿的手法时，历史叙述一方面具有了一定程

度的批判性，另一方面也在进行着双向的解构：既解

构了历史故事的严肃与沉重，也解构了戏仿对象的

神圣与庄重（尤其是戏仿官方话语时效果就更为明

显）。当然，无论怎样解构，戏仿带来的阅读效果都

是读者的会心一笑。对于《明朝》的叙述来说，这一

点至关重要。

征引（quotation）。比如，当叙述道“熊廷弼此时

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

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时，作者马上征引一

句话：“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第六部，第187页）写到努尔哈赤

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将要攻打袁崇焕守卫的城池

时，作者征引的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

们的勇气。——毛泽东”（第六部，第315页）左安门

之战，以明军获胜和皇太极败退告终后，作者征引

道：“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

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巴顿”（第七部，第99页）

陈奇瑜的部队围追堵截几万民军，民军几乎全军覆

没。此时他们准备投降或诈降。这时作者插入了征

引文字：“没条件，谁投降啊？——春节晚会某小品”

（第七部，第198页）

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另一个文本策略，征引

往往会形成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效果。而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更是从“中断”（interrup-

tion）的角度对征引进行过相关思考：“中断是所有造

型的基本手法之一。它远远超出了艺术的领域。仅

举一例即可说明，中断是引文的基础。引用一个文

本涉及到对其语境的中断。”(15)《明朝》中，作者征引

的无论是春晚小品台词还是巴顿名言或毛主席语

录，自然已让那些只言片语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在这

个意义上征引即意味着中断。而当所征引的文字进

入到新的叙述语境之后，它们固然有对所叙之事所

描之人释义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征引文字生

成的语境与被移置过来的新的语境距离很远，便会

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反讽（irony）。比如：“虽然后来朱元璋的环境日

渐改善，身份地位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朱棣并没

有得到更多的优待，这是因为随着朱元璋档次的提

升，他的老婆也越来越多。而其生殖能力也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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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在没有他人帮忙的前提下，他一共生了二十六个

儿子，十多个女儿。此外，他还收了二十多个养子，

粗略加一下，这些人足够一个加强排的兵力了。”（第

一部，第202页）“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

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

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

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第六部，第239页）

按照罗杰·福勒（Roger Fowler）的观点，反讽主

要可分为两种类型：情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和言

语反讽（verbal irony）。前者取决于它们对词语之间、

事件之间的距离及其上下文（contexts）的利用，后者

通常靠利用句法或语义规范的偏离来起作用。(16)由

此观之，《明朝》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绝大部分可归

到言语反讽的类型之中，即通过反话正说或正话反

说以造成字面意义和所欲表达的深层意义的大相径

庭。在以上的两个例子中，无论是“生殖能力值得一

夸”还是“固定产业”、“创收”之类的说法，显然并非

对朱元璋与河间府的褒奖，而是正话反说。这种言

语反讽不排除有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批判功能，但更

重要的效果却是可以因此形成某种噱头，逗人发笑。

戏说。如：“虽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国家允许

一夫多妻，娶个小妾也不会涉及包二奶问题，但这也

要看具体情况，戚继光深知，如果让老婆知道了，那

是要出大事的，所以他严密封锁了消息，这些事情都

是他瞒着老婆干的。但纸毕竟包不住火，三个女人

还有那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你当老婆是白内障不

成？”（第四部，第259页）“在取名字（包括姓氏）的问

题上，日本人充分发扬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不查

字典，也不等不靠，就地取材，比如你家住山上，就姓

山上，你家住山下，就姓山下，家附近有口井，就叫井

上，有亩田，就叫田中。”（此文字原出现于当年明月

博文中，后在成书时被删除，参见第五部，第199页）

作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叙事手法，戏说最初

主要体现在以《戏说乾隆》（1991年）为开端的影视剧

中，然后又向文字书写的领域扩散。有人指出：“‘戏

说历史’持有的就是这样一种打破一切疆界的叙事

方式。它凸显的是历史阐述时的‘奇’，拒绝将真实

的历史当作严肃的、不可亵渎的对象来看待，而是抱

着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其进行解构，取而代之以随意

的安插、拼贴以及戏仿，从而达到一种严肃文本‘传

奇化’的效果。”（17）这里所谓的“严肃文本传奇化”很

大程度上揭示出了戏说的真相。《明朝》中的戏说自

然不同于影视作品中的戏说，因为后者可以枉顾历

史事实，胡编乱造，而前者则并不游离于历史事实本

身。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旦作者施展开文字戏说

的功夫，依然会出现一种“严肃文本传奇化”的效果。

而文字一旦具有了传奇性，它也会变得“好看”起来。

挪用（今词古用）。如：“皮勒马尼哈马受命来到

了京城，可他到了这里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把他当

回事，草草找了个招待所安排他住下后，就没人管他

了，别说皇帝、尚书召见，给事中也没看到一个。⋯⋯

他虽然读书不多，倒也有几分见识，明白这样下去回

去交不了差，冥思苦想之下，竟然想出一个不是办法

的办法——上访。”（第二部，第254页）“出身显贵的

陆炳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对周围的人也十分客气，

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第四部，第112页）“这

个房地产工程自然交给了工部办理，按说皇帝的工

程应该加紧办，可是赵部长的脑袋不知道是不是撞

了柱子，竟然对此不理不问，放任自流，结果一栋房

子修了好几个月还没成型，整成了烂尾楼。”（第四

部，249页）“但海瑞母亲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

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第五部，第27页）“官吏

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斛猛踹一脚！此时超斛

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到地上。”（第一部，第144页）“躲

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第七部，第75页）

《明朝》中的“挪用”主要是“今词古用”。所谓今

词古用是在历史故事的叙述中大量使用现代语词、

当代流行语和俏皮话，以增加叙事效果。这种叙述

方式并非新现象，但近年呈滥觞之势应该始于易中

天。自从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开讲《汉代风云人物》

与《品三国》后，他的“妙说”历史既得到了粉丝的追

捧，也得到了媒体的认可。于是，易中天语录在网上

风靡一时。比如：“朝廷派人去查吴王，也没有发现

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嘛。”“曹操是喜欢美女的，他

不管走到哪里都喜欢‘搂草打兔子’，收编一些美女

什么的！”“刘邦在多年征战中风餐露宿得个风湿性

关节炎啦，那倒也是可能的！”“诸葛亮一看，管他

呢，把城门一开，抱着自己的琴上城楼卡拉OK去了

⋯⋯”“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

就像老鼠爱大米。”（18）或许正是易中天式的这种讲述

给当年明月带来了写作的灵感和叙述的基调，以至

于《明朝》中古词今用的表达附拾即是。

显然，把现代语词、流行语和俏皮话植入历史的

讲述或叙述中会增加其趣味性，但更重要的效果是

形成了叙述上的“时空压缩”现象：消灭了古今距离，

赵 勇·“好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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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获得了一种现场感。此外，此种叙述因联想

而产生的戏谑效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当作者说“官

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时，读者想到的是体育

解说员韩乔生的口误；当作者说“交通基本靠走，通

讯基本靠吼”时，读者想到的应该是那个让人发笑的

手机段子：“嫁到俺村吧，俺村条件不赖：穿衣基本靠

纺，吃饭基本靠党，致富基本靠抢，娶妻基本靠想；交

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

本靠抖。”有了如此这般的联想之后，阅读也就变成

了“悦读”

调侃式议论。比如：“而京城的朱允炆应该也从

此战中获得了不少教训和经验，在我看来，至少有三

条：一、李景隆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扔垃圾一样

扔掉。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

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三、旗杆应该换成铁制，

不可偷工减料。”（第一部，第262页）“虽然神仙和咱

们不住在一个小区，也不通电话，不能上网，但经过

我国人民的长期科研，终于找到了和神仙们联系的

方法，比如跳大神、上身之类的高科技手段，并作为

著名的糟粕垃圾，一直流传至今。”（第四部，第301

页）

中断正在叙述的故事，以“作者闯入”（the intru-

sive author）的方式展开议论，这一技法备受后现代

作家的青睐。（20）比如昆德拉（Milan Kundera），他几

乎在其所有的小说中使用了作者闯入的技法，甚至

不惜整章整节展开大段的议论。他的议论往往是反

讽式的哲学思考，常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和启迪。当年明月当然不是昆德拉，他的议论并无

昆德拉式的冷峻，而更多是嬉笑怒骂式的调侃。这

种调侃常常化作了读者的轻松一笑，但也偶尔会体

现出作者的深度思考。比如关于“统治王朝就是经

营企业”的一大段议论（第四部，第65页），便在调侃

中说出了许多事情真相。而到第七部作者写到明朝

将亡气数已尽时，又承前有了如下议论：“这个世界

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

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

年，那是刘德华。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

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封

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卷铺盖的，也不

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

了。”（第七部，第166页）像这种议论，就既有趣，也有

了某种思想的深度。

戏谑式翻译。如：“‘杨洪出差了’（镇臣杨洪已

他往。）”（第二部，第210页）“他惊奇地发现，在他逃

跑的路上，许多沿途民居的居民纷纷爬上屋顶，毫不

吝啬地向他扔砖头（争投砖石击之），也先第一次体

会到了被人拍砖的痛苦。”（第二部，第231页）“朱厚

熜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拿着张璁的奏折，激动地对天

高呼：‘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吾父子获全矣！）（第

四部，第7页）“事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严

嵩奸贼，你忽悠我啊（嵩贼误我）！’”（第四部，第137

页）

由于《明朝》是借鉴《明实录》、《明通鉴》、《明

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多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

谈之后的重新叙述，所以大量使用典籍中的史料便

成为必须之举。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甚至可以把

整个《明朝》看作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写作。而为

了增加叙述的可信性，作者有时会直接征引典籍中

的原始说法；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作者又会做出相关

翻译（偶然不翻译是作者觉得读者已能理解其意）。

比如，在引出“上皇君临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之后，作者说：“这句

话的意思就不用解释了，地球人都知道。”[第一部，

第271页）。但这种翻译往往是大体达其意的、充满

现代说辞的戏谑式翻译。它们融入到《明朝》的整体

叙述中，增加了许多谐趣效果。

现代称呼。如：“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

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

碉堡炮楼，严防死守。”（第六部，142页）“但嘉靖同志

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第五部，第45页）“现

在大家知道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换了你

也可能会疯的。”（第一部，第114页）“朱元璋老师过

来，他看见如此情景，勃然大怒。”（第一部，第217页）

而在不同的语境中，作者还把朱元璋称为“同志”、

“老板”等。

同志、老板、老师、先生等等主要是一种现代称

呼，当作者把这些称呼用到古人那里时，一方面是戏

仿和反讽（如称朱元璋同志，戏仿的是中国当代官方

话语中以“同志”相称的惯例，却也呈现出一种反讽

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对古代帝王将相的“降格处

理”：在这种现代称呼面前，朱元璋、嘉靖、崇祯等人

不再是皇帝，戚继光不再是抗倭名将，李自成也不再

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们统统被拉下了神坛，成

为被现代称呼“全面抹平”之后的普通人。因此，这

种称呼既可看作语言游戏，同时也可看作“杀伤力”

巨大的写作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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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笔者择其要者，简单梳理和分析了《明朝》

中所使用的文学笔法。那么，如何为这种笔法定性

呢？又如何为整个《明朝》的写作定位呢？作者通过

相关的笔法与写作策略，究竟让《明朝》形成了怎样

的叙事效果？

三

首先，作者本人承认，《明朝》中使用了“很多流

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方式”，我们不妨把《明朝》

中的文学笔法大体上看作一种流行文学笔法。流行

文学类型繁多，其相应的写作亦有固定的套路与程

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自从戏说类

的影视剧、爆笑网文、搞笑手机短信等等兴起之后，

种种引人发笑的叙事文本开始大量繁殖，而搞笑叙

事、喜剧模式也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叙事类型。朱

大可曾把这种叙事命名为“大话美学”，并以《大话西

游》为例指出，大话美学的要素包括“幻想、反讽、荒

谬、夸张、顽童化、时空错位和经典戏拟，其中包含了

文化颠覆、低俗的市井趣味和感伤主义等各种混乱

矛盾的要素”。（20）现在看来，这种定位并非没有道

理。而这种大话美学显然也影响到了流行文学的写

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流行文学笔法的借鉴方

式。以往的流行文学常常是从严肃文学那里借用笔

法，并对其进行软化处理；而新近的流行文学除了严

肃文学的笔法来源外，更多是从影视剧、电视节目、

网络文学等方面借用其叙事技法、描写手法和写作

笔法。这样，流行文学也就确实具有了许多当下的

“流行”元素。

由此观之，我们便可把《明朝》中的流行文学笔

法看作是杂糅和镶嵌了当今多种流行元素的笔法。

而这种笔法又造成了一种“轻”的叙事效果。卡尔维

诺（Italo Calvino）在谈到轻时指出：“我的工作方法往

往涉及减去重量。我努力消除重量，有时是消除人

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天体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城市的

重量；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和语言的重

量。”（21）当年明月当然无法与卡尔维诺相提并论，但

他借助于流行文学笔法却同样消除了重量，从而让

叙述和语言进入到了一种轻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

种轻理解为轻松、轻快、轻盈，而这种轻又带来了阅

读的身心松驰。当读者在好看、好玩、微笑、大笑中

完成自己的阅读时，作者也就达到了自己的写作目

的（历史可以写得好看）。

其次，我们也可以把《明朝》看作是后现代主义

写作策略的一次具体实践。当年明月不知道自己写

出的《明朝》算什么体裁，如果换到后现代主义的层

面进行思考，这种既非小说也非史书的写作正是一

种“反体裁”或“无体裁”的后现代式写作。（22）反体裁

可以带来了一种写作上的解放感，它造就了作者的

自由出没与灵活机动。于是，当当年明月能够在《明

朝》中轻松自如地穿行于各种文本之间，随心所欲地

挪用各种有助于自己叙述的语辞时，他其实在不经

意间已使用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模式。

当然，更需要进行分析的是《明朝》中的后现代

主义写作技法。如前所述，当作者使用到戏仿、征

引、反讽等写作手法时，这已是一种很明显的后现代

主义技法，而戏说、今词古用等手法又显示出一种大

话美学的特征，它们可被看作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后现代技法。后现代主义技法可以制造出多种叙述

效果，但具体到《明朝》，我以为有两种效果更值得注

意：其一是游戏化，其二是取消深度模式。

如前所述，以往的历史文本，无论是正史还是具

有某种文学性的历史研究著作，其叙述的主基调都

显得庄重沉稳。而古典文学与严肃文学笔法的运用

主要增添的是张驰有度的叙述节奏而并非主要让叙

述变得轻快流动。于是，这样的历史文本具有可读

性却并不一定具有趣味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

题，笔者引用《朱元璋传》与《明朝》对同一历史事实

进行叙述的两组文字加以比较：

朱元璋用全部精力、时间，管理他所首创的朱家皇

朝。

全国大大小的政务，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

当然可以节省精力，时间，但是第一他不放心，不只怕

别人不如他的尽心，也怕别人徇私舞弊；第二更重要

的，这样做慢慢会大权旁落，而他这个人不只是要大权

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的。以此，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

公，批阅公文，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从

不讲究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照习惯，一切政务处理，

臣僚建议、报告，都用书面的文件--奏、疏等等，他成天

成月成年看文件，有时也难免感觉厌倦。尤其是有些

卖弄学问经济，冗长而又不中肯，说一大堆而又不知所

云的报告，看了半天还是莫名其妙，怎能使人不发火、

恼怒？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他叫人读

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说的全

是空话，大发脾气，把太素叫来，打了一顿。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

赵 勇·“好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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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

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

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

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

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

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

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

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

不停的干着，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

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

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

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

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

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

狠狠地打了一顿。（第一部，第136页）

第一组文字并不缺少文学性，但此种文学性对

历史事实的交待只具有辅助功能。也就是说，吴晗

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把历史事实准确无误地叙述出

来。在此基础上，他动用严肃文学笔法，一方面有效

地控制了叙述的节奏（此段文字之下，作者接着叙述

了第二天朱元璋让人又读太素的奏折。当读到一万

六千五百字以后，他发现太素所建议的四件事情是

可取的，于是一方面表扬太素是忠臣，一方面把此事

经过写成文章公布，规定建言格式。此种叙述一波

三折，颇有尺水兴波之妙），一方面也使阅读变得不

再枯燥。然而，相同的历史事实经过当年明月的重

新叙述后，却一下子变得令人捧腹。究其原因，主要

是因为他动用了反讽、古词今用等叙事技法；而整体

的叙述效果又呈现出一种游戏色彩。由此可见，后

现代主义技法是很容易把叙述的故事变成一种语言

游戏的。同时，被语言游戏重新包装过的历史显然

已不再具有其严肃性，而是呈现出一种滑稽和荒诞。

虽然历史本身有其滑稽和荒诞之处，但这种游戏化

的叙述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把这种滑稽与荒诞给放大

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明朝》中看到了一种深度

模式的消解或取消。有多种多样的深度模式，具体

到历史文本的叙述，我们可以说正是当下和过去、今

人与古人所形成的时间距离造就出一种历史感或历

史意识，这种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又形成一种历史观，

它们一起作用于所叙之事，从而让历史文本具有了

一种深度模式。当年明月虽然在《明朝》动用了多种

后现代主义的写法技法，但他显然也是想让其叙述

具有一种深度模式的。他在全书的《后记》中写道：

“因为看的历史比较多，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有历史

感，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粗点讲，就是悲观。⋯⋯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

言，是几十年，而对我而言，只有几页，前一页他很

牛，后一页就怂了。王朝也是如此。”（第七部，第312

－313页）这种“历史感”其实就是一种深度模式，而

作者在其写作中也想把他业已形成的历史观渗透其

中。但问题是，当他过分追求“好看”的叙事效果而

频频使用后现代主义的技法时，这种技法又对《明

朝》的历史感和历史观构成了一种消解。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就不得不谈到后现代主义技法所形成的那

种"杀伤"效果。可以说，《明朝》多种技法的使用除

了让历史变得好看外，还一个重要的功能也值得一

提：对历史的再语境化。作者在叙述中大量借用当

代话语，这其实是在话语层面为古人古事建构了一

个当代场景。于是朱元璋们便开始了他们的位移：

从几百年前的历史语境移置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中。

这种语境的再造显然有助于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

因为它迅速接通了人们的当下经验。但是这样一

来，它也弱化甚至消除了时间距离，造成了一种后现

代主义式的时空压缩。而时空压缩的后果是取消了

历史的“景深”：历史如同傻瓜相机拍出的照片，它被

挤压在当代的平面上，失去了本该有的厚度与深度。

因此，尽管《明朝》是被许多人看好的一部作品，它也

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作者的历史观，但我们依然不

得不承认，它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平面化的叙事效果，

而这种效果显然与后现代主义技法的使用不无关

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流行文学笔法与流行

元素的使用造成了“轻”的叙事效果，后现代主义写

作策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深度模式，也把所叙

之事变成了语言游戏。对于《明朝》来说，所有这一

切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能够意识到的答案只有一

个：去沉重化。历史本来是非常沉重的，征战，讨伐，

杀戮，阴谋，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白骨露于野，千里

无鸡鸣，一将功成万骨枯等等，这是历史内容的沉

重；历史文本化之后又存在于那些厚厚的典籍之中，

常人轻易不敢接触，这是历史形式的沉重。当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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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刻意动用多种叙事

手法，想方设法去减轻历史的重量。毛佩琦在《明

朝》的序中说：当年明月“还不想把它叫做‘明史’，或

许因为那样会显得过于沉重，或许因为那样会被读

者误认为又是一本‘学究书’。因此，他把它命名为

《明朝那些事儿》，而且在事的后面又特意加了‘儿’

化。这题目，读者一看就有一种解放感，亲近感。其

实作者首先解放了自己。”这还只是对《明朝》书名的

分析，便已经揭示出当年明月的写作意图。而这样

一个“儿化”的书名（在这里，儿化的功能之一是把原

来的“宏大叙事”变成了“微小叙事”，其意也是在减

轻叙述的重量）又与书中的叙事笔法与写作策略相

配合，一起完成了去沉重化的叙述任务，历史因此变

得“轻松”起来了。

于是，《明朝》所谓“好看”，其秘密正在于它以化

重为轻、化难为易、化陈腐典籍为话语奇观等方式制

造出一种名符其实的“悦”读“笑”果。从一般的意义

上说，它的好看当然有助于人们对《明朝》三百年历

史的了解；但它无疑也迎合了时代的阅读风尚与欣

赏旨趣，并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中完成了对那

段历史的消费。它以其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的表述

给读者带来了笑声，但它在许多时候也陷入到“将屠

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叙述效果

里。因此，我们虽然承认《明朝》的写作有正面价值，

但是也必须指出它所存在的、并常常为人忽略的负

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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