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
———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

赵 勇

内容提要 在写什么的维度上，赵树理重视对自己亲历 “经验”的摹写，并始终以

“讲故事”的方式行使着“忠告读者”之职，这非常符合本雅明所谓的 “讲故事的人”
的特征。在怎么写的环节上，赵树理又成了本雅明所论的 “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他以

“说—听”写作方案实现了创作技术的 “功能转换”，其隐性结构和接受模式与集体主

义价值观同步同构，从而以形式 ( 声音) 的政治触摸到 “艺术政治化”的高级机密。
但如此一来，赵树理及其创作也进入到审美前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艺术与政治等矛

盾冲突之中，这也是本雅明并未解决的理论难题。即便如此，赵树理其人其作在今天

依然存有某种“光晕”，这正是他在“讲故事”的维度上留给我们的价值。
关键词 赵树理; 本雅明; 讲故事的人; 说—听模式; 形式的政治; 艺术政治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赵树理的文学作品都是

被当作“小说”来对待的，因为他本人就说过自

己的作品是 “问题小说”①，钱理群等学者更是把

“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看作赵树理

小说的重要贡献②。这就意味着后来者思考赵树

理，基本上都无法摆脱 “小说”的问题框架。其

实，赵树理并不十分看重小说这种名头，对于作

品是否归 类 为 小 说 也 不 是 十 分 在 意。其 成 名 作

《小二黑结婚》最初出版时，既有彭德怀 “像这种

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的题词，又有封面标明 “通俗故事”③的定位。其

后，赵树理以“故事”之名行世或强调其 “故事”
属性的作品也不少见。如， 《来来往往》 (1944)

发表时标明为“拥军爱民故事”，《登记》(1950)

的开头便说: “诸位朋友们: 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

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

起。”④ 《表明态度》的开头则这样交待: “这是我

1951 年夏天在山西长治专区草拟的一个电影故事，

后来因故搁置，今天看来也还可以当个故事看看，

所以又把它拿出来了。”⑤ 《灵泉洞》(1958) 发表

时定位于“长篇评书”，而赵树理后来则说: “《灵

泉洞》上半部，是写历史故事的。”⑥ “故事”的

各类说法如此之多，至少说明把写出来的作品称

作“故事”是赵树理的习惯之举。更耐人寻味的

是，至 1963 年，赵树理又说: “关于写小说问题。
我自己不彻底，小说不像小说，今后要彻底，写

小说就是小说。 《红岩》改成评书，并不是低标

准。”⑦为什么他说自己的 “小说不像小说”? 不像

“小说”是不是像 ( 或就是) “故事”抑或 “评

书”? 而关于故事与小说，赵树理在最后一篇文学

作品《卖烟叶》(1964) 的开头明确地说:

现在我国南方的农村，在文化娱乐活动

方面，增加了 “说故事”一个项目。那种场

面我还没有亲自参加过，据说那种 “说法”
类似说评书，却比评书说得简单一点，内容

则多取材于现在流行的新小说。我觉得 “故

事”“评书”“小说”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

限。例如用评书形式写成的 《水浒传》，一向

被称为“小说”; 读了《水浒传》的人向没有

读过的人叙述起这书的内容来，就又变成了

“说故事”。
我写的东西，一向虽被列在小说里，但

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村读者当做故事

说的意图，现在既然出现了 “说故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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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活动形式，就应该更向这方面努力 了。
闲话少说，让我先写一个卖烟叶的故事，试

试灵不灵。
这番细致的交代放在《卖烟叶》的正文之前，

是颇值得玩味的。这大概也是赵树理文体观的一

次最清晰的亮相。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 “故事”
“评书”“小说”并无严格区分。而由于他对故事

更为看重，我们可以说他写小说时就是在写故事。
或者按照他的说法，虽然他写的东西可以被叫做

小说，但一定要有一种特殊的功能: 能被当作故

事说出来。尽管赵树理在大小场合多次讲过他的

这种小说做法，但似乎依然显得底气不足，于是

他只好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 “说故事”，一方面概

述自己的一贯主张，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撑腰打气，

以使自己的写法具有某种合法性。这样，他也就

用故事和评书解构了西洋小说和中国现代新小说

的神圣和威严; 既让它接上了中国传统的地气，

也把它完全纳入到自己的写作操练和话语谱系中

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赵树理是在写小说，

不如说他是在讲故事; 与其说他是小说家，不如

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那么，在讲故事的层面，又该如何理解赵树

理的所作所为呢? 本文试图借助于本雅明的理论

视角重新打量其人其作，以期能有新的思考。

一

实际上，把赵树理定位为讲故事的人不但不

是对他的贬低，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种致敬之

辞。由 此 我 们 可 以 想 到 俄 国 作 家 列 斯 科 夫

(1831—1895)，想到本雅明在 “讲故事的人”的

定位之下对他展开的相关论述。本雅明说: “描写

一位名叫列斯科夫的讲故事的人，这并不是要缩

短他和我们的距离，而是恰恰要拉大这一距离。
因为只有拉开距离来看，我们才会发现，讲故事

的人那非凡而质朴的轮廓在他身上清晰地凸显出

来。”⑧把这段文字中的列斯科夫换成赵树理，我以

为也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把

赵树理看作小说家，固然也能确认其写作特点，

却依然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之处。如果把他定位

成讲故事的人，就不但让他与那些小说家有了区

分，也拉大了我们重新打量他的距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本雅明的相关论述。本雅

明是在经验的贫乏或贬值的现实语境中进入到讲

故事这门艺术的话题之中的，而讲故事的人与小

说作者的两相比较，故事听众与小说读者在接受

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则是他展开这一话题的助力。
在他看来，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的人的

灵感之源。由于拥有经验，羁恋土地的农夫和泛

海经商的水手也就往往成为讲故事者的古老典型，

此谓讲故事者的民间原始形态。然而，进入现代

社会以来，讲故事的人日渐稀疏，讲故事的艺术

也走向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讲故事的人

诞生于手工业”⑨，“手工业作坊就是传授讲故事艺

术的大学”⑩。但工业化时代以来，讲故事的物质

基础既不复存在，人们在紧张忙碌中也失去了听

故事的闲情逸致。在文学生产层面，小说的兴起

对讲故事这门艺术冲击极大，因为小说家的创作

已完全游离了讲故事的文化传统: “讲故事的人所

讲的是经验: 他的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
通过讲述，他将这些经验再变成听众的经验。而

长篇小说家却是孤立的。长篇小说诞生于孤独的

个体笔下，他已无法举例说出自己最关心的事情，

他得不到他人的忠告，也给不了他人忠告。撰写

一部长篇小说就意味着，通过描写人的生活而将

［生活的］ 复杂性推向极致。长篇小说诞生于丰富

多彩的生活中，并致力于描画这种丰富多彩，它

证明了，生活中人的极度困惑和不知所措。”瑏瑡在文

学消费层面，当人们对眼前的新闻趋之若鹜时，

意味着遥远的故事已不再能让人提起兴致，人们

既丧失了倾听的能力，听众的群体也日渐式微。
“因为讲故事往往是门复述故事的艺术，而当故事

已不再能被保存下来时，这一艺术也就消失了。
它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人们边听故事边纺线织布

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瑏瑢而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才凸

显了列斯科夫以及类似于列斯科夫这种作家 ( 本

雅明还提到了德国作家黑贝尔、戈特赫尔夫、赛

尔斯菲尔德、格斯戴克尔) 的重要性。尽管本雅

明在许多地方并未挑明，但我们似已听到了他的

潜台词: 列斯科夫还是一位手工业时代的作家，

他还没有经过 “现代性”之手的抚摸，而与民间

口述传统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倾心于 “讲故事”
而不是“写小说”，是因为他还在 “经验”的滋养

之中。而这种滋养显然与他的土生土长，长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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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民众为伍密不可分。本雅明援引高尔基的

话说: “列斯科夫这位作家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他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影响。”随后他评论

道: “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总是扎根于民众，尤其扎

根于手艺人阶层。”瑏瑣这是他对列斯科夫的赞辞，也

是他在 “光晕”消逝的挽歌轻唱中向列斯科夫致

敬的原因之一。
本雅明在这篇文章中反复提及的 “经验”一

词，是其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根据本雅明的

表达习惯，其所谓的经验往往是指 Erfahrung，以

此区别于另一种被称作 Erlebnis 的经验。杰姆逊解

释道: “Erlebnis 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

的事件产生的即时的体验; 而 Erfahrung 则指的是

通过长期的‘体验’所获得的智慧。在把乡村生

活的外界刺激转化为口传故事的方式中起作用的

是第二种经验，即 ‘Erfahrung’; 而在现代生活中

人们普遍感受的是第一种经验，即 ‘Erlebnis’。”瑏瑤

如此看来，当本雅明让经验 (Erfahrung) 与讲故

事这门艺术形成一种绝对关联时，他谈论的显然

是一种前现代体验: 手工业生产的场景，手艺人

阶层的出现，纺线织布的氛围，听众的有闲以及

他们在听讲中的配合等等，共同打造着厚实的经

验与经验的护栏，它们是讲故事者与讲故事这门

艺术诞生并繁荣的温床。所谓的经验贫乏，是对

现代性体验的一种描述。在这种体验中，人们获

得了更为丰富的经历 (Erlebnis)，却失去了刻骨铭

心的经验 (Erfahrung)。正是在这种集体性的遗忘

和拒绝中，讲故事的艺术走向了终结。
本雅 明 还 有 另 一 组 对 举 性 概 念: “光 晕”

(Aura) 与“震惊” (Chock)。它们虽然并非他这

篇文章的论述重点，但根据他的为文原则，此文

与《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恰恰构成了一

种“互补”关系瑏瑥，而 “光晕”与 “震惊”也正

是《艺术作品》一文重点谈论的对象。这样，我

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讲故事的人》中本

雅明会游离出一笔，思考 “一战”结束后从战场

中归来的人们的沉默不语。因为战争是一种高强

度的“震惊”体验，“震惊”的程度越高，意识的

防范性就越强，成为“经验”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结果，战场归来者“经历”非常丰富，“经验”却

反而更加贫乏了。如果沿着本雅明的思路往前推

进，这是不是意味着小说更多地关联着 “经历”

而不是“经验”? 尤其是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他

们输入到小说文本之中的往往是 “震惊”之后的

现代性“经历”与个人体验，却已无法给人提供

某种忠告或教诲了。与此相反，由于 “经验在它

的核心处是极为深刻地光晕化的”瑏瑦，故事和讲故

事也就走进了一种特殊的艺术传统之中，它已不

是单纯的叙事作品，而是 “经验”催生出来的富

有“光晕”的艺术。
可以说，正是在此阐释框架中，列斯科夫走

进了本雅明的视野，而拥有 “讲故事的人”的新

称号，讲故事的艺术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意涵。
赵树理能走进本雅明的阐释框架吗? 回答应

该是肯定的。只要作一些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可

以看到这两者的吻合之处。
本雅明说，讲故事者的古老代表之一是与土

地为伍的农耕者 ( tiller)瑏瑧，赵树理就是从这一农

耕者群体中走出来的一员。山西 ( 尤其晋东南地

区) 农民的特点之一是安土重迁、务实勤业，却

也形成了鲜明的民间文化传统。如，平日里的听

说书，赶会时的看唱戏，自娱自乐时的八音会等，

既是农民一年到头的主要消遣，也是民间说唱文

学的重要内容。在赵树理的老家，他的父亲不仅

是“八音会里一名拉弦的好手”瑏瑨，而且还是 “村

里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有一肚子故事，在雨天

冬夜，常被一大帮人围着，听他道古论今，说鬼，

说狐，说狼，说蛇”瑏瑩。赵树理生于斯长于斯，长

期接受着这种文化的熏陶，“他不但能演戏，也学

会了说书，带着深厚兴趣读过许多弹词、唱本、
章回小说。从小培养起来的这种对民间文学和地

方戏曲的兴趣，一直保持到晚年”瑐瑠。因此，他能

成为讲故事者的新式代表，一点也不奇怪。
本雅明说: “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是经验: 他的亲

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这一点在赵树理那里体

现得尤为明显。他的第一次创作谈便是《也算经验》
(1949)，此“经验”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本雅明意义

上的 Erfahrung，但许多地方确有相通之处。赵树理

说: “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

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因为我的家庭是在高

利贷压迫之下由中农变为贫农的，我自己又上过几天

学，抗日战争开始又做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尽和

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 所参与者也尽在那

些事情的一方面。”瑐瑡这里其实并非一个单纯获取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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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一旦进入到讲故事的语境之

中，赵树理自动接通的必然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些

经验———烂熟于心的人物 (例如，二诸葛的原型就是

他的父亲赵和清)，与人“共事”后的体会 (赵树理

多次提到过“共事”，认为“我个人熟悉农村生活的

方法就是和人‘共事’”瑐瑢) 等等。而无论是人物还是

情节，只要他没有亲历过，就心里没底，也不敢让他

(它) 们进入故事。这大概就是他自己总结的“有多

少写多少”瑐瑣，也是他委婉批评《三千里江山》的原

因所在: “杨朔同志在朝鲜只一年多，正面的场面见

的也不会太多，大概有些是听来的。从别人那里听来

的，就是再生动我也不敢正面描写。”瑐瑤这种写作之道，

固然可以在“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瑐瑥的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予以解释，也可以在“山药蛋

派”崇“实”的地域文化精神瑐瑦中加以理解，但是，

把它看作讲故事的人的一种特点也是可以成立的。小

说家固然也从经验出发，但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

而加其厉式的虚构，往往是其看家本领。相比之下，

讲故事的人却更老实一些。像赵树理，当他觉得道听

途说都靠不住而必须严格依据亲身经验讲述故事时，

他甚至已成为了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且，在经验层

面，也可解释他的种种焦虑。赵树理是以讲新故

事而著称于世的，但让其故事熠熠生辉的却并非

新人新事，而恰恰是那些旧人旧事。对于这一点，

赵树理自然也心知肚明，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同志们、朋友们对我所写的作品的观感

是写旧人旧事较明朗，较细致，写新人新事

较模 糊，较 粗 糙。完 全 正 确，其 所 以 那 样，

就决定于这全部养料。我已写出的作品，其

题材全部是农村的事。要写什么就得了解什

么。我和我写的那些旧人物 ( 自然不是那些

个别的真人) ，到田地里作活在一块作，休息

同在一株树下休息，吃饭同在一个广场吃饭;

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

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

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

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

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我既然这样了解

他们，自然就能描写他们。对新的人物，大

半是在会议 时 间 碰 一 碰 头，……会 议 之 外，

自然也还有些别的接触机会，例如土地改革

中的串连诉苦，生产中的访问劳动模范 等，

但所接触者又和开会一样，都是只接触某一

方面，而且时间也很短，就事论事写个印象

记还差不多，据以写一个又自然又生动又合

乎进步规律的新的完整人物是不行的。瑐瑧

这是出现在 1952 年的说法，此后，类似的说

法便不时被赵树理谈起，似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也成了他 “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群众

中去吸取养料”瑐瑨的主要动力。然而，尽管与同时

代的作家相比，赵树理 “下乡”的频次更多，幅

度也更大，但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赵树理那里，新人新事只

是一种浮光掠影般的“经历”，却始终无法走进他

的经验系统之中，成为一种 “光晕”般的存在。
另一方面，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时代语境中，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中国式

的“社会现代性”运动横空出世，赵树理也无时

无刻不处在一种 “震惊”体验之中。他虽然紧跟

快赶，但写得却越来越少，讲故事的水平也日趋

下降。孙犁的说法是 “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

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

泼辣的力量”瑐瑩。赵树理本人的愤激之词是，读了

《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

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瑑瑠。
而在本雅明的阐释框架里，这其实是 “震惊”对

“光晕”的驱逐，是 “经历”对 “经验”的占有，

是现代性对前现代性的全面扑杀。在老经验不合

时宜新经验又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赵树理的讲述

已无所依托，自然，他已不可能再有多大作为了。
然而，即便如此，赵树理依然不忘履行讲故

事者的职责———忠告读者。本雅明认为，小说作

者是给不了人们忠告的，因为生活的复杂性会让

作家陷入到极度困惑之中，许多问题连他自己都

没有答案，他又怎么可能忠告读者呢? 比如，卡

夫卡无法明确土地测量员 K 能否走进城堡，鲁迅

也无法解释祥林嫂提出的问题 ( 人死后究竟有无

魂灵)。当作家困惑着时，他们的读者就更加不知

所措了。但是，注重效用却是讲故事者的一个特

性。这种效用 “可能表现为故事包含的某种道德

寓意，实用建议，抑或某一民间智慧或处事原则。
简言之，讲故事的人都懂得如何给读者提忠告”瑑瑡。
按照我的理解，能够忠告读者的作家，他本人的

价值观一定是清晰明朗的。换言之，在前现代的

·74·

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



世界里，由于生活的相对简单，作家也就更容易

形成一种善恶分明的道德观。以这种观念责己度

人，他也就拥有了忠告读者的底气。
赵树理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经说过: “俗

话常说: ‘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是对的。我们

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 ( 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

是劝人的。”瑑瑢所谓劝人，实际上就是向读者发建议

提忠告，从而让他们认同作品中作者褒贬臧否过

的人物。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赵树理进入写作困

顿期之后，他不仅在 1957 年集中写了 《不要这样

多的幻想吧?》《“出路”杂谈》《愿你决心做一个

劳动者》 《青年与创作》 《“才”和 “用”》 《复

“常爱农”同学》等书信和文章，直接劝告夏可为

同学和自己的女儿赵广建回乡务农，不要好高骛

远，老想着靠写作成名成家，而且还写了 《互作

鉴定》(1962) 和《卖烟叶》两篇作品，通过讲故

事的方式批评主人公刘正和贾鸿年的不安心农业

生产，其忠告读者的意图跃然纸上。今天看来，

赵树理忠告的内容虽已大可讨论，但至少这种忠

告本身已显示出一个讲故事者的强烈自信。当赵

树理行使着忠告的权力时，他就像一个部落里的

长老。显然，他是希望用他自身的经验和由此形

成的智慧，产生一种“劝人”之效的。
这就是赵树理，他虽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才正

式开始了讲故事的写作活动，却又处处走进了本

雅明早已设下的埋伏之中 (《讲故事的人》发表于

1936 年)，这或许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所有讲故

事的人的必然遭遇。

二

实际上，仅仅借助于 《讲故事的人》是无法

完全解释赵树理的，因为本雅明虽然在 “讲什么”
的层面谈得充分，却在 “怎样讲”的地方所论不

多，而赵树理恰恰在这一方面有着极强的实践意

识，并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
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很可能是

最具有读者 ( 听众) 意识的作家。当他开始出道

时，他已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他是在为广大农民写

作，而四、五十年代的农民绝大多数无法识文断

字，并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这一现状决定了

他必须在写作技术层面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于

是他绕过 “五四”新小说业已形成的 “写—读”
模式，直接接通了明清时期话本、拟话本的 “说

—听”文学传统。陈平原指出: “五四”作家 “只

要采用日记、书信形式来叙述故事，就不可避免

地要抛弃传统的说书人腔调，突破全知叙事的局

限”瑑瑣，赵树理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要他扮演

“讲故事的人”的角色，他就必然要抛弃 “五四”
新小说那种注重人物主观情绪流露的写法，也必

然会采用说书人的口吻，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

讲述出一个个有头有尾、情节曲折、“可说性”强

的故事。笔者对此有过探讨瑑瑤，兹不赘述。下文谈

论的是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
沈从文曾经认为赵树理的小说 “只写故事，

不写背景”，缺少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瑑瑥，把这一

评论放在“写—读”模式的小说做法中是完全可

以成立的。但问题是，赵树理采用的是 “说—听”
写作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中，景物描写和心理描

写很可能确实不宜出现。赵树理说过: “我过去所

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

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

连单独的一般描写也没有。这也是为了照顾农民

读者。因为农民读者不习惯读单独的描写文字，

你要是写 几 页 风 景，他 们 怕 你 在 写 什 么 地 理 书

哩!”瑑瑦这是 赵 树 理 对 他 之 所 以 “这 样 写”而 不

“那样写”的基本认知。而他没有意识到原因或许

在于，一 方 面 由 话 本、拟 话 本 小 说 衍 生 出 来 的

“说—听”模式既是一种强大的 “话语结构”，写

作者一旦采用这种写法，他也就走进了 “不是我

说话，而是话说我”的结构主义关系框架中，从

而不得不遵循早已成型的结构法则; 另一方面，

无谓的描写一多，又会影响到听故事的人的记忆

效果。在这一层面，本雅明恰恰有过精当的论述:

“使故事嵌入记忆深处的做法，莫过于拿掉心理分

析之后的朴实无华和简洁凝炼。讲故事的人越是

能去除心理遮蔽，把故事讲得自然天成，故事就

越是能占据听者记忆，与听者的经验完全融合，

听者也就越愿意有朝一日把它讲给他人。”瑑瑧显然，

本雅明意识到只有这样讲故事才容易激活听众经

验，才有助于经验的口口相传。而在赵树理的写

作方案中，把故事 “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

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瑑瑨，本来就是其

要义之一。为了使读者 ( 听众) 的记忆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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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了保证再讲述的传播效果，他就必须剪除景

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的枝枝桠桠，这样才能凸显故

事的主干。
正是 基 于 这 一 考 虑，重 叙 述 而 轻 描 写，重

“讲述” ( tell) 而轻 “展示” ( show) 就成了赵树

理讲故事时的叙事法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

完全不要描写。为了让描写更符合讲故事的特点，

他退回到中国叙事学的传统之中，找到了一件制

胜法宝———白描。赵树理说: “我们通常所见的小

说，是把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情景中的，而中国

评书式的小说则是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

的。”瑑瑩所谓融描写于叙述之中，其实就是白描。这

应该是他从传统评书中琢磨出来的技法之一。几

年之后，当他又一次面对这一问题时，则干脆把

这一技法称作了白描: “我写小说有这样一个想

法: 怎么样写最省字数。我是主张 ‘白描’的，

因为写农民，就得叫农民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

听得懂，因此，我就不着重在描写扮相、穿 戴。
只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去写人。”瑒瑠验之于赵树理写

出来的那些作品，白描笔法也确实俯拾皆是。如，

他写孟祥英进不了婆婆和丈夫的屋门，只好独自

站在院子里。“常贞和姐姐在门外低声哭，她在门

里低声哭，后来她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瞌睡

了，一觉醒来，婆婆睡得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

啦啦的，院里静静的，一天星斗明明的，衣服潮

得湿湿的。”瑒瑡这里的白描极其简约，三言两语就勾

勒了婆婆和丈夫的无情无义，也描画了孟祥英的

卑贱处境和无奈心情。就这样，在赵树理的讲述

中，白描不仅简化了表达，节约了字数，而且让

故事中的人物、人物的行动爆发了极大的能量。
白描只是揭示了赵树理故事 “怎样讲”的冰

山一角。在“怎样讲”的层面，赵树理可谓把他

的写作技术武装到了牙齿: 说书人的角色扮演，

新话本的精心打造，拟书场的空间预设，拟听众

的接受预想，可谓成龙配套，样样不落。此 外，

还有如何借用评书的 “扣子”手法吸引读者，如

何设置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以使情节波澜起伏，

如何使用口语说 “人话”让听众听得舒服瑒瑢，等

等，不一而足。而当赵树理如此痴迷于自己的写

作技术时，他就又一次与本雅明狭路相逢了。本

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指出: “在我问一

部文学作品与时代的生产关系处于怎样的关系之

前，我想问: 它在生产关系中是怎样的? 这个问

题直接指向作品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生产关系

之中具有的功能。换言之，它直接指向作品的创

作技术。”而创作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技术既

可以消除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也能够通过它观察

到一部作品政治倾向、文学倾向和文学品质的关

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雅明形成了两个重要

论断: “文学的倾向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

者倒退之中。” “正确的政治倾向和进步的文学技

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处于这种依赖性中。”瑒瑣

我在这里又一次让赵树理与本雅明形成关联，

一方面是想对赵树理的所作所为形成一种更有效

的解释，另一方面也是想为本雅明的论述提供一

个中国例证。如前所述，本雅明喜欢在 “互补”
关系中展开自己的思考。与 《讲故事的人》构成

互补关系的文本其一是 《艺术作品》，其二便是这

篇《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而“艺术政治化”正是

此二文论述的重要内容。在 “艺术政治化”的维

度上，本雅明不仅强调了创作技术的重要性，而

且还在“功能转换”名义下大谈布莱希特 “叙事

剧”与苏联作家特列契雅科夫 (1892—1937) 的

形式革命。在他看来，这两位作家简直就是 “技

术”革新的能手，因为通过其创作实践，他们确

实改变了文学生产形式和生产工具的用途，成功

地实现了文学的 “功能转换”。由此回看赵树理，

在“讲故事的人”的维度上，他类似于本雅明所

论的列斯科夫，但是在 “艺术政治化”的维度上，

他又成了特列契雅科夫和布莱希特的精神盟友。
作为 “行动的”作家，特列契雅科夫响应 “作家

到集体合作社去”的号召，两次在 “共产主义灯

塔”公社逗留，“召集群众会议，筹集购买拖拉机

的款项，说服单干的农民加入集体合作社，视察

阅览室，办墙报，主编集体合作社报刊，给莫斯

科的报刊提供报道，推广收音机和流动电影院，

等等”瑒瑤。赵树理的 “下乡”更是家常便饭，可以

说在“行动的”层面，他为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

社做的事情不知要超过特列契雅科夫多少倍。布

莱希特通过 “中断原理”改变了 “叙事剧”的内

部结构，进而让它具有了政治功能; 而赵树理则

通过“评书体”改变了故事或小说的内在构成，

从而让其艺术形式呈现了浓郁的政治意味。虽然

赵树理的技术手段显得土头土脑，远不如布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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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来得洋气，但不容置疑的是，他同样成了 “艺

术政治化”方案的实践者。
于是，赵树理除了是 “讲故事的人”外，显

然还是一位“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而在这样的作

家那里，他那些故事的讲法显然不只是单纯的艺

术形式，而且还是形式的政治。伊格尔顿说过:

“存在着形式的政治，也存在着内容的政治。”瑒瑥在

作品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最容易谈论的是 “内

容的政治”，这也成为赵树理研究界常谈不衰的话

题。而不容易思考的却恰恰在于 “形式的政治”。
那么，赵树理之所以采用如此讲故事的形式，除

了他本人谈论的那些原因外还有怎样的深层动因?

这种形式又如何体现了一种政治功能?

赵树理对其写作宗旨最精炼的概括是 “老百

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瑒瑦，这就意味着普通民

众 (尤其是广大农民) 是其作品的接受主体，而

“起作用”自然也是针对这些普通民众的。由于农

民在新旧交替时期确实存在着落后、保守、小农

意识、封建迷信等问题，无法跟上新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也由于 “严重的问题是教

育农民”瑒瑧已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基本判断，因此，

赵树理所讲述的新故事一开始就介入到农民问题

之中，并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契合，而 “教育农

民”或使干部和群众 “知所趋避”瑒瑨，则成为赵树

理写作的一个基本动力。但是，既要教育农民，

农民的文化水平又普遍不高，如何才能收到好的

效果呢? 在赵树理看来，只有 “讲故事”才行之

有效，因为农民有“听故事”的传统或群众基础。
赵树理说: “不要过低估计农民的艺术水平。老一

代的农民，虽说有好多人不识字，可是看戏、听

说书都是他们习惯了的艺术生活，一听了那些声

音，马上就进入艺术环境。”瑒瑩 又说: “一个文盲，

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

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

‘艺’盲。一 个 人 长 到 几 十 岁，很 少 是 白 吃 饭

的。”瑓瑠可以说，这既是赵树理对农民鉴赏能力的基

本认知，也是他坚持以 “说—听”模式讲故事的

现实依据。
现在看来，在 “艺术政治化”或 “政治上起

作用”的层面， “说—听”模式很可能确实优于

“写—读”模式。按照本雅明的看法，在后一种模

式中，不仅小说作者孤独无援，而且小说读者也

是孤独的，他甚至比其他任何作品的读者都要孤

独。但是， “听故事的人有讲故事的人相依相伴，

即便他在读故事，也依然分享着这陪伴之谊”瑓瑡。
这里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写小说还是读小

说，都是一种个体行为: 作者在困惑中苦苦追寻

着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读者则在困惑中苦

苦破解着小说中意义和价值的含混之谜，他们都

得不到对方的帮助。然而，“说—听”模式却是以

讲故事和 听 故 事 的 人 的 同 时 在 场 为 前 提 的，在

“一对多”的讲述中，听者不仅由讲者陪伴，而且

听众之间也相互陪伴。这既是一种集体行为，也

很容易在相互交流和启发中生成一种集体经验。
实际上，这也正是赵树理所希望看到的图景。

在他的构想中，故事自然首先是 “写给农村中的

识字 人 读”的，但 由 于 农 村 中 文 盲 很 多，所 以

“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就显得更为重要。
而为了方便识字人介绍，他几乎采用了中国传统

说书艺术的全部套路，也把故事写成了说书人的

底本。这样，即便识字人不具备说书的表演才能

而仅凭过硬的底本照本宣科，也能产生说书的效

果。《李有才板话》面世后，成了干部必读的参考

材料。“他们不但自己学习，还把它像文件似的念给

农民听。结果反响强烈，收到的实效超过了《小二

黑结婚》。农民一边听得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一边

就联系实际，‘对号入座’，自动模仿小说中的工作

方法来解决本村的问题。”瑓瑢想象一下，在田间地头

或房间炕头，村村户户都有人手捧《登记》或《三

里湾》，一人念而众人听，念者眉飞色舞，听者欢声

笑语，那该是何等盛大的景象! 它不仅生动地诠释

了“说—听”关系，而且也让“寓教于乐”落到了

实处，产生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由此看来，赵树理所构建起来的 “形式的政

治”最终是通过 “声音的政治”发挥作用的。也

就是说，在他设计的 “说—听”传播方案中，一

方面需要说书人和听书人的同时在场，另一方面

说者又通过底本和讲述建构了一种听觉形象，让

它具有了一种直指人心的效果。这种效果类似于

麦克卢汉所论的广播或收音机的传播与接受: “广

播是一种深刻而古老的力量，是联结最悠远的岁

月和早已忘却的经验的纽带。” “书面文化培植了

极端的个人本位主义。广播又正好与之截然相反，

它复兴的是深刻部落关系的、血亲网络的古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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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瑓瑣当注重于“写—读”关系的小说诉诸人的视

觉感官，进而在个体主义的培育中大显身手时，

赵树理则用 “说—听”模式的口语文化向人们的

听觉器官发出邀请。它作用于人们在场的身体，

唤醒了人们潜意识深处的经验，试图改变的则是

人们的“情感结构”，而最终建立起来的应该是一

种集体主 义 的 价 值 观。毛 泽 东 曾 希 望 文 艺 作 品

“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

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瑓瑤。但

他大概没有意识到，所谓 “惊醒”和 “感奋”也

是需要条件的。一个人雪夜闭门读小说，固然也

可以孤独求欢，面壁喟叹，但其 “惊醒”和 “感

奋”却远不如集体听赏来得直接和痛快，因为他

失去了互动的启发和情绪的相互感染。可以说正

是在这一层面，赵树理无意中解决了 《讲话》中

的一个技术难题，进而让其 “形式的政治”暗合

了《讲话》中的群众的政治。
更应该注意的是，这种 “形式的政治”与主

流意识形态具有同步性和同构性。1949 年后，集

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价值

观，在农村兴起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运

动，无一不是以集体主义的名义鸣锣开道的。如

果从“五四”小说叙事革命的角度看，赵树理的

写作实践无疑具有某种 “反革命”性，它就是陈

平原所谓的“小说叙事模式的倒退”瑓瑥。然而，他

的“说—听”方案所形成的隐性结构和集体接受

模式却又与主流价值观高度一致。这或许并非巧

合，而是所有信奉 “艺术政治化”方案者的必经

之路。本雅明曾思考过如何在集体、身体、形象

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中获取世俗启迪和革命能量:

“集体也是一种身体。……只有身体与形象在技术

中彼此渗透，所有的革命张力变成了集体的身体

神经网，而集体的身体神经网又变成了革命的放

电器，现实才能使自己超越到 《共产党宣言》所

需求 的 那 种 程 度。”瑓瑦 萨 特 获 得 一 种 “群 体 价 值

观”瑓瑧之后也曾大声疾呼: “文学的命运与工人阶级

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必须 “通俗化”，

作家“必须直接为电影和广播写作”，因为电影和

广播都是“对人群说话的”瑓瑨。赵树理显然没有本

雅明和萨特那么高的理论水平，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所创建的 “说—听”模式和追求的共享效果无

疑也走进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谱系之中。说得更直

白些，他想建造的是评书互助组和故事合作社，

这简直就是生产互助组与农业合作社的文学翻版。
正是在这一情境中，赵树理才以土得掉渣的文学

形式触摸到了“艺术政治化”的最高机密。

三

然而，既要“讲故事”，又要 “艺术政治化”，

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遭遇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

盾。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本雅明的处理方式。
当本雅明在 “艺术审美化”的层面进入问题

时，他举的例子是列斯科夫和黑贝尔等作家，核

心概念或意象则是 “经验” “光晕” “忠告”; 当

他在“艺术政治化”的维度上展开思考时，他面

对的又是 布 莱 希 特 和 特 列 契 雅 科 夫 的 作 品，而

“斗争”“行动”“中断”“震惊效果”则构成了他

思考的关键词。这很可能意味着，本雅明并非不

知道这两者会相互制衡，他的解决办法是分而论

之，各言其好。这是一种悬置矛盾的策略，甚至

还可能是理论家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种种事

实表明，赵树理的写作实践却走进了本雅明所预

设的矛盾之中: 他是讲故事的人，但他同时又是

“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的 “宣传员”瑓瑩; 他在

前现代的“经验”之中，却又必须在某种 “震惊”
体验中讲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代性故事;

他启用的是寓教于乐的前现代说书法，但却希望

受惠于他的听众能爆发出某种革命能量。此外，

还有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他精心打造着 “形

式的政治”，却离 “内容的政治”的要求越来越

远; 他认为 “把旧东西的好处保持下来，创造出

新的形式”才是正途，但旧东西已在主流意识形

态的扫荡之列，后来发展到极端的 “破四旧，立

四新”便是明证。而在这方面，甚至连本雅明也

信奉布莱希特的名言: “不要从好的旧东西开始，

而要从坏的新东西出发。”瑔瑠凡此种种，都让赵树理

所讲述的故事表面上看去非常和谐，但深层结构

却依然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而这种局面发展到

最后，既是审美前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冲突，

也是艺术与政治的矛盾，甚至更有可能走到本雅

明所谓的死结之中———本雅明本来是想用 “艺术

政治化”对抗“政治美学化”，赵树理却把它们煮

成了一锅粥。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他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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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却必须面对的巨大难题。在这种难题面前，

赵树理自然不愿意成为一个纯粹讲故事的人，却

又不甘心像丁玲、周立波甚至柳青那样去讲土改

故事、合作化故事，于是他便只好在种种矛盾之

中纠结，在种种冲突之中寻找支撑其作品的平衡

点。这应该是他后来故事越讲越差，“起作用”的

功能也越来越弱的原因之一。
而且，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听众的不断流失。

在“说—听”模式的结构关系中，其理论预设是

潜在听众的在场。这种模式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

的中国农村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那时的文盲较多，

至少在理论上保证了听众的存在。然而随着扫盲

运动的开始，随着新一代农民的文化程度逐渐提

高，他们即便闲来无事读小说，也往往是以孤独

的读者身份出现的，而不再会成为故事的听众。
这就意味着 “说—听”模式的根基受到了极大的

冲击，赵树理构想的那种说书听书的场景也将面

临着破产。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不怎么读”
赵树理作品已成赵二湖 ( 赵树理之子) 的一个基

本判断，因为 “眼下的时代，即使是农村的青年

人，也喜欢读城市中的爱情故事，像广东的杂志

《作品》或北京的杂志《十月》上发表的那种东西

了”瑔瑡。这已不是听众流失的问题，而是赵树理的

作品已失去了它的读者和读者群。赵树理在生前

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因为他在 1963 年

就曾说过: “过去我只注意让群众能听得懂、看得

懂，因此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

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这就行了。
不久以前我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农民买书的机

会很少。”瑔瑢买得少就读得少，读得少，念给人听的

机会也不多。正是在这种焦虑中他想到了戏剧:

“农民懂诗歌散文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隔阂; 小

说也接触得少; 戏剧这个形式就成为最接近农民

的了。……所以说戏剧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

要的为农村服务的好形式。”瑔瑣很可能这就是赵树理

最后不再倾心于写小说讲故事而是用力打造上党

梆子《十里店》的主要原因。不得不说，这一形

式更符合他那种 “说说唱唱”的思路，也比 “讲

故事”更有效果。但问题是，“自以为重新体会到

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瑔瑤的赵树理因在图

解政策方面用力过猛，《十里店》也终究成了失败

之作。这意味着，他虽然转换了讲故事的形式，

却不但没有走出 “艺术政治化”的误区，反而在

那里越陷越深，不仅没能解决如前所述的那些矛

盾，而且成了它们的牺牲品。
由此联 想 到 阿 多 诺 对 本 雅 明 和 萨 特 等 人 的

“艺术政治化”的批评，我们也才会意识到马尔库

塞如下说法的深刻之处:

文学 并 不 是 因 为 它 写 的 是 工 人 阶 级 或

“革命”就是革命的。文学只有在内容转化为

形式的过程中而关心自身问题时，它的革命

性才富有意义。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

它自身的审美之维。它与实践的关系肯定是

间接、存在中介并充满曲折的。艺术作品的

政治性越直接，就越会弱化自身间离的力量，

也越会迷失激进的、具有超越性的变革目标。
在此意义上，与布莱希特的说教式剧作相比，

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歌很可能更具有颠覆的

潜能。瑔瑥

实际上，也完全可以把这段论述看作是对赵

树理的间接批评。也就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赵树理作品的审美形式之维中

蕴含着某种政治潜能，但是革命功利主义的创作

理念，过于明显的政治意图，追求 “速效”的宣

传效果等等，实际上又削弱了它们在艺术层面的

革命力量。这当然不仅仅是赵树理个人的问题，

而是那个时代所有作家的共同问题。与同时代的

其他作家相比，赵树理的幸运之处在于他还处在

矛盾之中，而那些矛盾既是其作品的内在紧张之

源，也是它们在今天依然还可以存活的长寿之根。
因为当 “内容的政治”过时退场，“形式的政治”
无所附丽之后， 《三里湾》还可以凭借其审美形

式 “回家”———回到民间文化之家，回到评书艺

术之家，而 《不能走那条路》甚至 《创业史》等

作品却是无家可归的。而对于赵树理本人来说，

这个 “家”就是 “讲故事的人”的那个大家庭。
本雅明说: “讲故事的人娓娓道来，他让自己的生

命之烛放出温暖的光芒，直至这灯烛徐徐燃尽。
这就是 讲 故 事 的 人 能 散 发 无 可 比 拟 的 光 晕 的 根

基。”瑔瑦本雅明还说过，富有 “光晕”的艺术往往

具有 “膜拜价值”。毫无疑问，赵树理正是这样

一个有 “光晕”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今天也依然

散发着某种 “光晕”。很可能这正是 “形式的政

治”风流云散， “说—听”模式的乌托邦王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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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崩瓦解 之 后，赵 树 理 其 人 其 作 留 给 我 们 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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