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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星光

小说《微恋
微恋》
》的另一面解读
的另一面解读：
：

——致初恋

从婚恋谈到人性

□ 向日葵

□ 张德明 姜兰

婚姻本来是人们最向往的美好殿堂、
爱情的永恒承诺与守护家庭的责任，然而
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崛起和传统乡村的瓦
解，城市生活的扩张和乡村伦理生活的失
落，这些种种都促使人们的婚恋观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一幕幕啼笑皆非的离婚闹剧
更是屡见不鲜。小说《微恋》
（原载《四川
文学》2016 年第 12 期，作者王斌，系资阳市
作家协会会员）正是从三位中年女性的婚
恋观这一局部入手，通过她们各自的不同
选择与遭遇，来折射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
以及善良与邪恶、迷茫与焦虑并存的复杂
人性。小说的作者显然看到了城镇化这
一进程中人的尴尬处境，以及城市生活和
乡村伦理这一对相互纠缠的矛盾，因此他
并不回避棚户区改造、住房拆迁、官场潜
规则、婚外情等一系列社会敏感话题，敢
于用冷峻的笔尖戳中现实中人性的痛点，
将那些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而泯灭良知
的丑陋和贪婪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最终却使得她陷入挣扎痛苦的病态命运
中。假如乡村代表着农耕文明价值存在，
那么新兴的城市则是现代文明价值的体
现。破旧的泥土房慢慢被拆迁，传统的道
德观和价值观不断消失，在泥土上生长的
一切作物和关系都被拆除，婚姻关系更是
如此。如果说李仕秀代表现代生活的婚
姻观，那么陈淑莉则是传统婚姻观的典型
例子。李仕秀有着自己的工作和独立的
经济收入，她不需要靠任何男人就能活得
自由洒脱，无疑她是新时代女性的一个象
征。而陈淑莉则是传统家庭的一个“好
媳妇”，她被传统的夫妻观念和婚姻观所
束缚，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需要做
好的角色就是相夫教子、完全依赖丈夫
以及整个家庭，因此她也要求丈夫按照
传统的惯例不能和她离婚。可是时代的
改变和所处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密切相
关，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城市生活等一
步步蚕食她所安身立命的乡土传统。她
没有了那些能够安身立命的本钱，所以
婚姻的变味与异化
她想通过紧紧抓住婚姻这根最后的稻
所谓婚姻，词典给出的解释为因结婚
草，为此她可以为之疯狂。通过这两位
而产生的夫妻关系，在传统的血缘关系网
人物命运的对比，作者以一种客观的姿
中，它是社会最稳定也是最为基本的人际
态反映了当下的真实婚姻生活，在传统
关系，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赖以生存的
和现代二元对立的叙事中揭示出现代社
家庭关系。正如不断突破的房价，近年来
会进程中婚姻生活的困境，从而对婚姻
屡屡攀高的离婚率正逐渐打破这种稳定
异化问题展开了追问。
的社会关系，让婚姻渐渐沦为一场利益与
相反，另一位小说主角谢丽华在经历
情爱相互追逐的游戏、一具冷酷无情的枷
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后，却甘愿做一名见不
锁。小说中的四位女性角色，面临突如其
得光的“小三”，她迫切地想和情人一起天
来的婚恋转折，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或
长地久，想要得到正大光明的名分，奈何
竹篮打水一场空，亦或面对诱惑却能做到
情人的老婆却坚决不肯离婚。在她眼里，
对婚姻与家庭的忠诚。她们各自的婚姻
情人张泽民与自己的老婆的夫妻关系已
取舍与命运转折演绎了一段段波谲云诡
名存实亡，差异太大，而自己和张泽民才
的都市婚恋观。
是情投意合，是能够得到幸福的一对。因
小说《微恋》中的李仕秀本来有着一
此，她不顾道德的底线，一心一意地盼望
个在外人眼里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
着情人能够和自己结婚，然后开始各种形
在工商局做副局长的丈夫，一份不为吃喝
式的逼迫，不惜闹到所有人都很难堪，甚
发愁的公务员工作。在夫妻结婚十一周
至以死相逼。在她的婚恋观里，只要有了
年的纪念日里却“意外”遭遇丈夫的背叛
爱情，自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自己甚
——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而且孩子都满
至可以出钱去换取他人的离婚。作者敏
一周岁了。无奈之下，李仕秀带着最后的
锐地观察着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清晰
倔强，潇洒地签了离婚协议。即使她对这
地洞察到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和
个和她相伴十一年风雨，这个和自己相敬
意识形态，商品的逻辑思维已经深深地
如宾的丈夫还有着一点点希冀，但不幸的
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打上烙印，什
遭遇让她开始对婚姻失望，
“ 李仕秀真想
么都可以称量，什么都可以贴上价格标
给那个混账男人一耳光，原来他什么都准
签，即便是最纯洁的爱情和最神圣的婚
备好了。但她不会，没有意义了，失去的
姻也难逃一劫。作者对于这个角色的塑
东西挽不回，不是自己的留不住。”后来， 造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在作者笔下，
她又遇见了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异性
谢丽华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痴情人的写
追求者，并很快陷入了爱情的幻觉里，然
照，她是有血有肉的一个女性，她有她的
后又一次地走入了婚姻的殿堂，结果才发
爱恨，她可以为了虚无缥缈的爱情甘愿
现这场婚姻只是一场报复。她是在小说
做令人不齿的婚姻破坏者的角色，即便
中最无辜的角色，全然是丈夫的背叛造成
最后自己会遍体鳞伤。
了她所有的不幸。但是她同时又是幸运
同样面对爱情诱惑的电视台大美女
的，面对所有的背叛她选择原谅，选择平
王小静却冷静得多，她承认自己对追求者
静地面对并依然热爱生活。相比之下，同
有那么一点喜欢，也愿意接受追求者的嘘
样是面对丈夫出轨的陈淑莉，作为农村妇
寒问暖。但是她也明白婚姻的底线和责
女的她承受不了丈夫的变心和背叛，她死
任，因此她选择了适当的拒绝和恰如其分
死哀求丈夫不要离开自己，不惜用上所有
的距离，而不是将情爱当作是商品来交换
的手段。万念俱灰的她想到了买凶杀人
和挥霍，她明白变了味的婚姻未必幸福，
的手段要铲除掉丈夫的情人，这些种种癫
她对婚姻的忠诚和理智帮助她顺利地避
狂的举动一点一点吞噬着她的身体与灵
开温柔的陷阱。
魂，想要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欲望
小说以这三名女性的感情生活为主

线，通过她们对婚姻中意外的感情生活的
挣扎和选择，揭示了现代人婚姻生活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字里行间渗透着作
者的关切与悲悯。

人性的贪婪与伪善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市的日益繁
荣，社会的很多问题被凸显了出来，其中
住房拆迁、棚户区改造以及城中村治理中
所涉及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也是小说写
作的另一个切入点。作者在小说中以一
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去描绘了构建了一幅
自私贪婪的人性与各种欲望相互交织与
泛滥的生活景观，描摹了一个个为了各自
利益而苦苦挣扎的痛苦灵魂。
《微恋》中的
张泽民、陈淑莉、黄三、范老五等就是其中
的代表。
张泽民作为一个有妻儿的男性，遇到
年轻漂亮的谢丽华，就大献殷勤，本来对
她只是逢场作戏，结果为了满足自己的私
欲去欺骗谢丽华，说自己离了婚，最后还
是纸包不住火，让情人与妻子都成为了感
情的受害人。表面上，他看起来是一段失
败婚姻的受害者，其实他却在追求情爱和
刺激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心理产生扭
曲。另外，他在工作中看似是一名任劳任
怨的小干部，为了“整治办”的工作尽心竭
力，其实他对工作的态度却是应付了事，
在面对钉子户难缠的情况中也是当面一
套背后一套。当他给钉子户黄三做工作
时，表现出一副好干部、好领导的样子，一
脸堆笑，递上云烟。他一边苦口婆心地劝
说道“房子的事，三哥也该签了嘛，你不签
这个工程就搁起了，大家都等着住新房
子 ，政 府 还 不 是 给 老 百 姓 办 事 ，为 大 家
好”，另一边背地里却唆使自己曾经的战
友替自己整治那些难搞的钉子户，去打砸
他们那些在拆迁过程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果树、水缸、鸡棚、石板。这样，隐藏
在黑暗深处的人性的复杂面和阴暗面便
赤裸裸地展示在了读者的面前。
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范老五更加让
人觉得人本质上的贪婪与市侩。范老五
在得知要开展“三岔河综合整治”工程后，
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自己可以好好敲诈
政府一笔。于是他便在新闻和报纸上收
集政府领导讲话的内容，然后将最有利于
自己的话语记录下来，变为自己向政府多
争取几套房子的谈判利器。例如“老百姓
的事是天大的事，群众的事无小事。我范
老五不是老百姓吗？我的事就是天大的
事。”小说中范老五以及黄三一类的泼皮
无赖的小市民形象都可以反映出当今城
市的生存困境和复杂贪婪的人性。作者
对于现实生活的书写与透视，将“碎片化”
的人性拼接了起来，让我们看到了利益与
欲望对人的灵魂和良知的侵蚀。因此小
说带给了读者以沉重的思考：怎样才能坚
守好自己的职责和操守？怎么才能在物
质和精神欲望的诱惑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和善良的灵魂？在滚滚的城镇化进程中，
我们得到了很多，
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友情的脆弱与自私
小说以资州这座四线小城市为故事

背景，即使在这样的一座并不是很繁华的
城市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也有着大
多数城里人都面临的问题，即冷漠和脆弱
的友情。城市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表
面上看起来井然有序，但实际上这样的人
际关系已经不像过去乡土生活那么纯粹，
而被冷漠、脆弱所取代；人们可以为了满
足自己的欲望和谋划自己的利益而不惜
“出卖”友谊。作者善于将这些矛盾的对
立面放置在一起，
形成戏剧化的冲突。
例如，小说中谢丽华和李仕秀是初高
中的好同学，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发小，因为她们并没有涉及到相互利益的
关系，她们有着坚固的友谊。而谢丽华的
另一个朋友叫王小静，是一位在饭局上认
识的朋友，两人一见如故，相互欣赏，可是
谁又知道这里面有几分真心。王小静是
本地电视台的一名美女记者，平时工作很
忙，即便谢丽华有事想和她谈，也只能排
在周末空闲的时候。当谢丽华第一次想
要自杀的时候，她拨通王小静的电话，想
要倾诉，无奈最后一句却是:“不急，随便说
说的，姐想你了”。假设，她们之间存在真
正的友谊，王小静一定会听出谢丽华情绪
的异常。事实上，她们之间的友谊只是缘
于饭局，散于饭局。谢丽华的领导，也就
是整治办的曾主任，看上了谢丽华这位美
女记者朋友，想要通过谢丽华的关系去约
王小静吃饭，并许诺她以后给她安排个好
工作。面对这样直白的暗示，即使谢丽华
知道王小静高冷的性格，她也可以为了自
己不得罪领导，为了以后有个好的去处，
巴结领导，
“出卖”自己的朋友。虽然只是
一个小小的饭局，但其中说不清楚、道不
明白的龌龊欲望就不言而喻了。原本看
似亲密无间的友情在物质和利益面前变
得那么不堪一击，暴露了人们在为了满足
自己的私欲、保护自己的利益时那副丑
陋面孔。小说中三位女主人公虽然常常
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聊天，但各自孤
独、空虚和迷惘的内心世界却只能各自
去承受。小说在结尾部分写到，三位女
主人公在一起吃烧烤，在说到各自的传
奇遭遇时，王小静就淡淡的一句“我没得
故事，只有当听众的份”。其实“云天”的
苦苦追求就是她的故事，她却从没有在
所谓的好朋友面前提起。因为她们都没
有用真心去关心对方，她们只关注了自
己灵魂与肉体的苦楚，所以她们注定是
孤独的。
小说《微恋》抓住了当今市场经济下
生活在小城市各类人物内心的焦虑和迷
惘，他们试图通过权力、物质、情爱这一类
的东西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白和生活的
枯燥乏味，他们一方面利欲熏心，一方面
又孤独无助，他们既可恨又可悲。但作者
始终用一种平和的姿态和视角来记录当
下的城市发展轨迹以及各色人物的生存
状态，对人物的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的
捕捉极其敏感，把握非常到位。通过对人
物所面临的各自选择的描写和展现，作者
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在名利和欲望这些虚
无缥缈的东西面前，每个人都应该坚守好
自己的底线和自身的良知，这也是这部小
说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缘由所在。

春到卓家坝
秦建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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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爱之星光，
划过青春多梦的原乡。
朦胧的情窦似天河水涨，
惊涛骇浪奔腾向远方。
滚滚来袭的绵绵情愁哦！
跃动着李家门前桃花的红妆。
一粒爱之星光，
翱翔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巅。
放飞万里冰封的圣洁与苍茫，
一对脆弱的翅膀凝重如霜。
那忽明忽暗的雪光闪烁哦！
灿烂了雪莲开花的遐想。
一粒爱之星光，
筑巢在紫薇东路的神仙树上。
那朝歌暮怨刻骨铭心的迷情芳香，
撩拨了柠檬花开 四季疯狂。
孑然 悲催 衰老的柠檬树哦！
在凛冽的凄风苦雨中 吟诵凤凰。
一粒爱之星光，
孕育了春草的一缕芬芳。
春天的雾霾重重地阻隔了温暖的太阳，
萌动的春心依然憧憬着阳光的花房。
渺小 脆弱的的生命绿洲哦！
在孤独的荒野上顽强流浪。
纵然，
思恋的季节没有月亮；
纵然，
青春已经苍老成一具白骨，
那就在荒野点燃萤萤的磷火，
在冰冷的坟茔撑一盏钟情的月光，
把游走在他乡远方的相思照得透亮。
奎星阁那深沉又悠远的暮鼓晨钟哦！
生生不息重复着前世今生的地老天荒 。

岁月留痕

北国之春
□ 黄志禄
进入三月，资阳大地万物复苏，春机盎然。让我不由自
主地想起了我国北方的春天。
我对北方的春天有种念念不忘的情怀，因为我曾经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普通一兵，部队所在地在辽宁省丹东市
境内，
在那里，
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十个春天。
资阳的春天是从立春开始的，抑或在立春前十来天，桑
树、梨树、榆树、柳树等树种的枝芽便开始鼓苞，继而才是嫩
绿的叶片从芽苞里慢慢伸出来，向人们宣告春天的到来。北
方的春天则不同，纵然是立春的“命令”也无剂于事，要进入
三月，大地才开始慢慢解冻。解冻前，即便是块泥土，也坚如
磐石，用镐头也奈何不了。远远望去北方的山峦，山尖上的
树枝像是一条毛毛虫的脊背，看到的尽是“针刺”。在土壤解
冻的这段时间，你能惊奇地发现，冰凌下居然有各种小草发
出嫩绿的叶片。而各类乔木、灌木却没有丝毫的动静，若是
晚上风大，
它们仍能发出呼呼的“尖叫声”。
等到三月底或四月初，榆树、柳树的枝芽才有鼓苞的迹
象。在我的记忆中，北方的春天虽然来得晚，却来得“猛”、来
得迅速。如果你不刻意观察，在短短的一周内，远处山峦的
“毛毛虫脊背”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有了“绿皮衣”的山
顶，
让人在惊喜中发现春天突然到了。
此时，北方的春天与南方的春天一样，各种野菜破土而
出，有蕨菜、荠菜、婆婆丁（蒲公英），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
这些野菜中，我最喜欢的要数山桔梗，用水煮好，撕成丝凉
拌，吃起来有点像南方的斑竹笋，在嘴里“嚓嚓”作响，有嚼
劲，很好吃。有一个周末，我与几名战友上山采野菜，其中有
一名当地的战友认识野菜，我们几个南方兵便跟随其后一个
劲地往山上爬。上山容易下山难。辽东的山怪石嶙峋，时而
陡峭无比，时而巨石挡路，厚厚的落叶让人看不见土，更找不
到路，要想下山，只好紧跟战友。在途中，我居然趴在一块巨
石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后来被战友们嘲笑为“迷彩
小吉普”，
至今我都记得。
正如歌曲《北国之春
北国之春》
》里唱到的
里唱到的：
：亭亭白桦
亭亭白桦，
，悠悠碧空
悠悠碧空，
，微
微南来风；
微南来风
；木兰花开山岗上
木兰花开山岗上，
，北国的春天
北国的春天，
，啊！北国的春天已
来临……
我在北方那十年，
我在北方那十年
，每年春天一到
每年春天一到，
，就会油然生出思家的
情绪。
情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