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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在精神史与社会病之间

　 　 　 古世仓

摘　 要:　 《骆驼祥子》是老舍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它以外在的“三起三落”的生活沉

浮和内在的精神沉沦相互交织的故事构造,在社会病态与精神畸变的交互夹攻中完成

了祥子精神史的书写,显示出惊人的心理深度。 在“写出一个劳苦社会”的创作意图

中,汇聚着老舍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经验、写出车夫“哈姆莱特”性格的追求和呈现心

灵———地狱的运思方式。 老舍以他极大的写实本领和极强的情绪感诉能力写出了社会

病态的广度和精神史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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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牛破车》,《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7 页。

《骆驼祥子》创作于 1936 年夏到 1937 年夏初的一年间,1936 年 9 月至 1937 年 10 月在上海的《宇

宙风》杂志第 25 期至第 48 期连载,共 24 节,15 万字。 单行本于 1939 年 3 月由人间书屋初版。
在写《骆驼祥子》时,老舍已经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具有明确风格意识的作家。 老舍已经有

了十年的创作经历,写出了七部长篇小说和三集短篇小说;并因在齐鲁大学讲文学的原因而写作了《文

学概论讲义》,以自己的体认,精要总结了欧洲文学的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对文学认识的偏颇;
老舍也正在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系统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而写出《老牛破车》中的各篇创作谈。

老舍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①小说在人

力车夫祥子买车与丢车
 

“三起三落”的生活浮沉和由车夫祥子到骆驼祥子、“走兽”祥子的精神沉沦中,
表现了劳苦社会的病态和祥子的精神畸变。 社会病态的广度和精神史的深度,都含蕴在“三起三落”的

故事、严谨的单线结构、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平易鲜活的话语之中,是《骆驼祥子》成为经典的核心要素。
“社会病胎里的产儿”祥子的精神史的成功书写,使《骆驼祥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从老舍的创作意图及其实现方面解读《骆驼祥子》,是重新认识这部作品和辨析《骆驼祥子》研究中

一些观点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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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骆驼祥子》的创作意图

《骆驼祥子》是老舍作为职业写家专心致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老舍创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写作

《骆驼祥子》,表明老舍在总结创作经验中获得了充分的自信,他可以“作职业写家”;也表明老舍创作的

虔诚和创作这部小说的郑重态度———“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
老舍从创作以来都是在教学之余兼职写作,要抛开做教师有保障的收入,专靠写作谋生和谋身,需

要充分的自信。 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离婚》的成功和《猫城记》的失

败的总结。 首先是《猫城记》。 老舍说:“《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 它毫不留情地揭示

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我所思虑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虑的,本用不着我说,因为大家都知道。
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么有这种恶劣现象呢? 我回答不出”,“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满能

写出很不错的文章来;……可是,这样的专家,得有极大的写实的本领,或是极大的情绪感诉能力”。①

《猫城记》虽然在老舍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中都因其为“讽刺小说”而显得特别,但诚如老舍所说“讽刺

必须高超,而我不高超”②。 《离婚》就不同。 老舍这次要“返归幽默”,“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北平也

给了老舍能统帅一干“闹离婚”的庸碌之辈的张大哥这样的人物。 老舍说:“《离婚》在决定人物时已打

好主意:闹离婚的人才有资格入选。 一向我写东西总是冒险式的,随写随着发现新事实;即使有时候有

个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实的趣味而唱荒了腔。 这回我下了决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个木桩

上。”③《离婚》创作的成功与老舍“拴桩”式的故事叙写密切相关,与以“闹”离婚而形成的人物关系微讽

地凸显时代的“苦闷病”密切相关,与“返归幽默”又节制幽默密切相关,与扑面而来的北平风土人情和

既热情又灰色的人物精神情调密切相关,也与老舍的精神整天集中于写作密切相关。 《离婚》的成功是

老舍长篇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是老舍多年创作经验的汇聚,给了老舍做职业写家的底气和自信。
总结这些经验,老舍在“写什么”上确定了自己的长处在于写北平的平常人事、人心兼及风土人情。

同时也在“怎么写”上,确定了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职业写家”的写作姿态;“拴桩”的故事构造方式;
透过故事写人特别是人心又兼及风土人情的集故事、人心和环境于一体的人物描写方式;发挥善于表现

北平平民人生的“写实的本领”和笔尖能滴出血泪的“情绪感诉能力”,以及写作的节制与追求作品整体

的“匀净”“匀调”之美。 这一切也就成为《骆驼祥子》的追求。
这就决定了《骆驼祥子》的写作意图。 1936 年从春天到夏天,老舍都在盘算将朋友讲的北平车夫故

事写成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 一个是朋友自己用过的车夫的不幸故事,“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

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另一个幸运故事讲“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

福,他乘着军队转移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种“聊斋夜谈”式的故事被老舍抓住的梗概是

“车夫与骆驼”,最后骆驼也成了祥子高大、沉默和负重的外形、性格、精神和命运的隐喻和象征。 老舍

认为:“设若一个人不能设身处地的,像被别人的灵魂附了体的样子,他必不能给他的一切人物以生命

及个性。 这个外物与内心的联合是产生艺术的仙火。”④老舍“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而形成祥子

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形成祥子在车夫社会的个人位置和他关于事业与家庭的理想;形成祥子的愿

望、理想与实际的冲突等等,使祥子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 老舍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

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

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 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
能写出个劳苦社会。”⑤

《骆驼祥子》的外在故事是祥子 18 岁从乡下来到北平城,做车夫辛苦三四年自己买了车,成为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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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高等车夫。 “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
高等车夫”。 高等车夫祥子看来能创造出自己的幸福生活;但他不幸被败兵抓了去,车丢了,趁着军队

撤退牵回来三匹骆驼,卖得只抵车价三分之一的钱。 祥子幸运的故事却传开了,他成了“骆驼祥子”。
买上车,拉自己的车,是祥子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 不拉着自己的车,他简直像是白活”。 他苛苦自

己攒钱,又被孙侦探敲诈了去;直到用妻子虎妞的钱买来二强子半新的车,勉强维持着“拉自己的车”的

人生梦想,又在虎妞难产死后卖掉了。 “三起三落”,希望总如同一个鬼影,祥子永远抓不住。 但《骆驼

祥子》故事的核心却是祥子在不断地奋斗和挣扎中最后放弃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的心死悲剧,
这形成了《骆驼祥子》小说的内在故事,即通过祥子,“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

子”。 祥子的生命沉浮,祥子在拉车的人生际遇中不得不自我安慰、怀疑直至最终放弃靠拉车赢得人生

的光荣与梦想,入了车夫的辙,成了他拒绝的“车夫样的车夫”。 失去了灵魂的祥子,沉沦是没有底线

的,他依然像骆驼一样沉默,但已经成了用告密换得金钱、能拿别人的生命谋得片时享受的“走兽”,终
于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骆驼祥子》的创作意图“写出个劳苦社会”,将“三起三落”的车夫创业故事与祥子地狱一样的“内

心状态”统一在一起,以老舍对“劳苦社会”人生的体认活画出人的毁灭的全息景象。 老舍“极大的写实

的本领”和“极大的情绪感诉能力”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在祥子的“心象”呈现中尤其突出显示了老舍

对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性格和但丁《神曲》写灵魂的服膺及他的文学抱负。 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

《离婚》和《猫城记》有所实现和未尽的创作意图在《骆驼祥子》中的回响。 《离婚》中的老李这一形象,
是老舍在长篇小说中最早也最完整地表现中国式“哈姆莱特”的迟疑不决的性格。 祥子对拉车志愿的

坚持、挣扎和最终的放弃,除了“有事实为证”的“三起三落”故事梗概,更重要的创作动因应该是老舍写

出车夫“哈姆莱特”性格的追求。 老舍说:“《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虽然《猫城记》游“地狱”的

写法在老舍看来终归是“看见什么说什么,不过是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又没有但丁那样的诗”①。 但

老舍对但丁的《神曲》依然神往不已,“《神曲》,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

真正的深度”②。 《骆驼祥子》以“极大的情绪感诉能力”成功地写出了祥子“地狱”式的“内心状态”,祥
子在劳苦社会的生活就是他的地狱,这个“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车夫终于成为“末路

鬼”,正显示了他所经历的“地狱”的惨烈。

二、生命沉沦的精神史

祥子奋斗、挣扎、失败的生活历程和生命轨迹,写出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青年车夫在北平城的一部精

神史。 它对祥子如此,而且历久弥新。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

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

鬼!”《骆驼祥子》的结尾一连用 12 个词为心死的祥子写下诔辞,以表达老舍的感叹、哀婉、失望和愤怒。
这是可惊叹的,一个不过 26 岁的人已经丧失了全部的生命意义。

祥子的失败是他拉车创造人生的理想的失败。 他独自闯荡在城市里,以为凭着自己的年轻健壮和

能吃得几乎所有的苦,“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只要咬牙死熬就能闯出自己的天地。
他做着自己的梦,靠拉车发迹以至于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厂子;再从乡下娶一个精干利落的媳妇,过上好

生活。 在他看来这不是没有可能。 摧毁这个梦的首先是溃兵、侦探,是社会的黑暗;他也从周围车夫的

实际境遇中感到实现梦想的艰难,但还是认为只要自己要强就未必没有再拉上自己的车的一天。
人们说祥子的理想显示着农民的认知方式,祥子对于车的观念如同农民对于土地的观念。 这应该

是合理的解释。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意识、观念和认知方式都是他的生活塑造的结果。 祥子“生长在

28

古世仓　 《骆驼祥子》:在精神史与社会病之间

①
②

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牛破车》,《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2 页。
老舍:《写与读》,《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4 页。



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已丧失了在土地上发家致富的可能,就把相同的梦想转移在拉车上。
“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 他的世界如此狭小,眼中只有“车”,他就

是要做体面的高等车夫。 体面车夫的荣耀让他不顾乱兵的危险而被抢了车,体面车夫的梦想也让他不

顾体面地抢生意。 但祥子仍然努力坚守着做人的体面和清白,即使在煎熬于跟虎妞发生了性关系的自

我否定的时节,买车的钱被孙侦探敲诈了,他依然要力证自己没拿曹先生家一针一线的清白。 这个祥子
是坚韧的、高尚的、体面的,甚至是伟大的。

祥子人生的志愿与现实的冲突不仅在于社会黑暗的事实,更在于黑暗社会的生存逻辑。 溃兵抢他

的车不由分说,有枪就是道理;孙侦探敲诈他的钱理直气壮,“人就是得胎里富”。 在是非颠倒的地方,
坏人常常会说出邪恶而又正确的话,就像好人难免时时说着善良却无用的话。 祥子生活在底层、在边

缘,这本就是个黑白不分、难说黑白的江湖地界。 祥子对这个世道没有任何办法。 祥子的悲剧,首先就
是一个毫无根基的进城苦力,却做着依靠自己的体力和坚持就能发迹变泰的美梦。 拉车生涯对他本就

是地狱,他却误认为会有属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
祥子的人生理想还包括他农民式的家庭理想:有谋生的产业和从乡下娶个精干利落的媳妇。 但在

他的车夫生涯里,他始终遇到的是性问题而不是夫妇生活,他的家庭理想同样难以企及。 作为车夫,祥
子一直拒绝成为一个“车夫样的车夫”,拉车的艰辛中寄托着他高贵的梦想和做人的硬气、清白。 除了

食饮之间的自我苛苦,他也绝不在性上随便,似乎要留着洁净的身心给将来娶的清爽、精干利落的想象

中的媳妇。 在宅门辞工的失意中,祥子误打误撞地与虎妞发生了性关系,从此他遇到了人生仅次于拉车

梦想的大关隘。 虽然祥子经常喊虎妞“虎姑娘”,但在祥子的意识中从来都没有将虎妞当成个女性。 祥

子拿刘四爷的“人和车厂”当个家,他知道虎妞对自己的好,把它当成是老嫂子疼爱小叔子。 与虎妞的
性关系,改变了祥子的自我认知,他成了“偷娘们”的不名誉的人,他从乡间带来的清爽丧失了,他要强

不起来了。 对自己的失望和谴责,变成了对虎妞“勾引”他的怨恨,虎妞在他眼中成了“破货”和老丑的

“吸人血的妖精”。 在与虎妞的婚姻生活中,虽然祥子享受着虎妞提供的一切,但却是无尽的委屈,觉得

自己“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 虎妞补偿失去的青春式的性要

求,成了祥子的性磨难。
祥子与虎妞这一对“怨偶”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也是众多论者发表不同见解的问题。 这种婚姻悲

剧,在老舍的意图中,恐怕主要是“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从而必不可免地闹成悲

剧”①。 回到祥子的心理活动中来看,性与他的拉车梦想是冲突的,性摧毁了祥子高等车夫对身体强健

的信心,直接影响到祥子对拉车梦的信仰。 车夫们的切身体验“干咱们这行儿的,别成家,真的!”与祥
子经历烈日与暴雨后病倒的事实,都让他排斥着虎妞的“性享受”。 在祥子与虎妞的性关系中,除了已

经形成的历史(其实也只是一年间)积怨和祥子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还表现出祥子式的“性享受”与

“性牺牲”的心理冲突。 节欲式的“性牺牲”是祥子高等车夫梦想中本能的选择,而“性享受”是“车夫样

的车夫”们生活入了辙的生命沉沦的标志。 祥子对小福子的喜欢,就是陷入性交易悲惨境遇的“性牺

牲”者同处于污泥中的同情和认同。 祥子从白房子中的“白面口袋”和夏家姨太太这些“性享受”者的神
情中都看到虎妞的影子,这其实都与祥子的拒绝堕落抑或甘于堕落直接相关。 在祥子眼中夏家姨太太

就是个“年轻而美艳的虎妞”,祥子与她的性关系就是祥子甘于堕落的标志。 这样看来,虎妞的老、黑、
丑和男性化的粗鄙、掌控祥子的霸道,自然不得人心;但对于祥子的拉车梦和人生信仰的打击,却是解释

他们性关系中多种冲突的主要方向。 认为“事情就是那么看似偶然却是实实在在:如果虎妞稍稍长得

美一点,或许就没有了整部《骆驼祥子》的悲剧!”②在祥子的观念、心理和老舍对祥子命运的解释中是难
以成立的。

祥子没有能力解决他的人生理想,不论是拉车创业的愿望还是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的设想。 在《骆

驼祥子》的构思中,老舍设问:“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 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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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否解决呢?”①从祥子的拉车生涯和心理活动来看,“这些问题”都是他难以跨越的障碍。 祥子高等

车夫掌握自己命运的梦想,在内外交困中毁灭了,同时毁灭的是他的灵魂。 而之所以毁灭,除了社会的

黑暗和性的蹉跌,还在于祥子灵魂深处的自私。 祥子年轻力壮,孤身一人,他的全部本钱就是自己的身

体,他的全部追求就是拉自己的车,他心中只有自己、自己的体面和自己的车。 在祥子认定的人生价值

等级和需求序列里,他对自己的车的追求永远排第一,自己的体面只能建立在自己的车之上,而丧失了

体面就没有了祥子自己,最后才是自己的身体和那个想象中的家庭。 这是一个谋生工具和手段高于主

体的认知序列,但它确实是创业者硬气的选择。 《骆驼祥子》研究中作为问题的“个人主义”及其自私和

高尚,正是在这个序列里被祥子自己界划的;这也是老舍对祥子生活和生命的解释路径。
祥子带着这样的全身披挂鏖战人生,也渐次丢盔弃甲,最终失去一切。 虎妞死了,“祥子的车卖

了!”在他与虎妞的生活中似乎只有委屈的祥子,突然感到“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 虎妞

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这不是他理想的家庭,但总是他得到的一个家! 在这个家里,对
祥子来说只有“性”而没有“爱”;对虎妞来说“性”基本就是她的“爱”。 这个家对于祥子是不期而来,它
的失去也在祥子的意料之外,恍若一梦。 他的心已逐渐被掏空,他的身体也已残破。 小福子成了同病相

怜的意中人。 “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
他眼中她依然很美。 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 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 但在祥子很

现实的选择中,他与小福子的结合被推到了不可预期的将来,他对小福子说:“等着吧! 等我混好了,我
来! 一定来!”

在对祥子至关重要的拉车、性关系和求体面中,他始终只想着自己。 拉车,他口中夺食般地抢生意;
与虎妞的性关系和婚姻生活,他认为是虎妞不要脸“勾引”他和拿他当玩物挟制他;不敢与小福子结合,
他怕受到牵累,寻找小福子和他设想的与小福子的婚姻生活中也完全排除了她的一家人;在刘四的寿宴

上被孤立和不得不娶虎妞的局面,让他感到失了体面。 在这种完全围绕自己转的取舍中,让人看到祥子

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也是自私的。 虽然它是基于生存本能的追求,但也还是崇高和狭小的统一

体。 单打独斗的祥子的不懈奋斗和命运直往下走的遭际,让人对他的追求不得不同情,但也常常遮蔽了

对祥子狭小的精神世界的追问。 祥子的心是狭小的,它狭小得只能容得下自己,它形成于黑暗而狭小的

“社会病胎里”,在祥子不断下行的生命轨迹和沉沦堕落的精神溃败中,于五光十色中映现出狭小地狱

的本相。 这是深蕴于小说之中的老舍的感伤和批判。
没有了车、没有了体面、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心,只有残败身体的祥子,最终成了游荡于黑暗尘世的行

尸走肉。 这才是祥子的“个人主义”,它不是任何观念的产物,它只是求得生存的“本能主义”,是祥子狭小

的内心地狱的本相。 成为“个人主义末路鬼”的祥子的生存,是连“主义”都不配的“本能”式生存。 这是老

舍的义愤:“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来,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 祥子还在那文

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 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 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

任。 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 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
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 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正像祥子的拉车生涯本就是游地狱和他自己处于地狱中,他却误认为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光荣和梦

想;祥子狭小的心在他精神的逐渐溃败中也渐次地呈现出地狱本来的样子。 在祥子不断下行的生活轨

迹和沉沦堕落的精神溃败的交相夹攻中,老舍完成了祥子精神史的书写。 祥子的精神史,是一个农民车

夫在黑暗而狭小的社会生活的地狱中理想毁灭、心气斩丧、体面尽失、身体破败,最终尽显狭小而黯淡的

心象地狱的过程。 它显示着令人震惊的心理深度。

三、生活体验与艺术经验的结晶

《骆驼祥子》是一部融合了社会病和精神史的具有“惊人的心理深度”的写实小说,是一部体现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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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的生活体验和成熟的艺术经验的小说,也是一部以严整、活脱的表现方式塑造了成功的典型形象的

经典小说。 它是老舍自幼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的呈现,是老舍在文学创作中以其艺术

经验发酵醇化生活的苦酒而酿造的艺术美酒。
深入到北平底层平民生活的日常形态里,咂摸世态人情,立足于他们求生存的日常活法和心态,构

造故事,写出鲜活的人物,是老舍的强项。 《骆驼祥子》更集中地立足于人物来写他的事和他的心,在老
舍创作中是一个大的进展。 它比起《离婚》的世态表现更优于人物表现的状况,是更加有利于创造性格

和表现人物命运的方法,更加有利于底层人物精神史的书写。 成功的人物塑造必须写出他的性格,其中

自带气质和风范;人物的言行举止都基于他的心态,是他的整个世界的投影和表现。 严格说来,成功的

人物形象都在映现着一种精神史;而是否以及能否精细地写出完整的精神史,既是作家的选择,也考验

着作家的艺术才能和他对生活的理解程度。 在老舍写《骆驼祥子》时,他已经具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样
的艺术气度,这样的感知力和表现力;同时也同样重要的是,老舍集多年的创作经验,已经非常清楚对自

己的创作才能在控制中进行合理调度的必要性,防止它的泛滥和旁逸斜出。
祥子是一个从乡下跑到北平城里来的青年谋生者,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任何依傍,没有任何退路,

也没有对别人须承担的责任;只有健壮的身体和不惜体力求生存的上进心。 他需要依靠一种职业来安
排自己的一生。 最后只能选择可以单打独斗、只需跟自己较劲就有可能获得发展的拉车。 这是祥子人

生的真正起点,他就是个善良的“独狼”式人物。 他会遇到什么、他有无面对各种境遇的办法等等,他都

不知道也想不到。 祥子在这种底层求生中是一个完全的“素人”。 他不幸与骆驼联系在一起,过着骆驼

一样的生活;但他有求上进的朴素青年人的心,在他的年纪还不知道什么是“命”,也无从和不能“认

命”。 这是老舍赋予祥子形象的起点。 所有的英雄都不是平地而起,祥子也不例外。 经验塑造观念,既
有辛苦三四年买了自己的车的成功和荣耀,以后的发展将会更快,未必不能自己也开车厂达小康。 祥子

不是曾经的刘四、现在的孙侦探,不能用黑社会的手段靠绑票和敲诈创业,以“豪横”和“无耻”创立“字

号”。 他也不是那些入了辙的车夫,拉车只是生计,没有光荣,无需未来;别人的经验只是阴影,自己既

与他们不同,就未必不能开创新路。 凭着年轻和身体强健、拒绝不良嗜好,甚至在一饮一食之间苛苦自

己,仿佛是历代苦人创业成功的经验,也是祥子赤身起家的经历,祥子就未必一定不能改变命运。 祥子
遇上了败坏的时代和社会,一切都不能按着他的设想走。

老舍说:“文学的真实,是真实受了文学炼洗的;文学家怎样利用真实比是不是真实还要紧。”①那

么,祥子能否逃离,去其他地方过另一种生活? 逃离北平,逃离虎妞,甚至卷走曹先生的家财逃离北平和

虎妞? 祥子有这样的机会。 但拉车创业做硬气人的祥子,也入了他认定的人生的辙,一种正常的人生的
辙或道路。 这才是“骆驼祥子”,“伟大的祥子”。 这样一个要强的祥子的毁灭,才是巨大的悲剧。

如老舍所说,《骆驼祥子》写的是一个“所谓江湖上的事”②,车夫祥子好比一个无帮无派的江湖“游

侠”,行走江湖而并无秘籍绝技,甚至都不知道江湖规矩,只有一个“骆驼祥子”的名号。 所有遇到的人

物都比自己功夫强、后台硬,他只能成为且战且走的落荒者。
老舍说:“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

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

某一种新事或某一个新人”。③ 老舍写祥子以及整个社会,都是直入人物的心态来体察地表现他们的行

为方式和选择。 这是一种“抄根上说”的与他的人物相互平视、感同身受的体察和表现方式。 通观祥子

的生命活动,求上进的祥子,除了拉自己的车这个根本追求,他始终都显示着被动的心理状态。 堕落之

后,在自以为精神上战胜了心中的“英雄”刘四的快意中,他决定去找心中的“圣人”曹先生和“贤妻”小
福子,以图再次振作,开创拉车过日子的人生新阶段。 这时的祥子虽然已经几乎没有了拉车创业的雄

心;但找到“贤妻”小福子,在“圣人”曹先生的帮助下,两个苦命人就可以同病相怜地过日子。 这是不甘

堕落的祥子最后的努力。 祥子在车夫老马的人生经验中领会了个人奋斗的无望,但他对老马讲的蚂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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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阵”的隐喻依然无感。 小福子死了,曹先生也救不了不想再要强的祥子。 只能在拉车上创造自己

人生的祥子,完全失去了光荣和梦想。 祥子彻底堕落了,他没有更好的机运。
这样的骆驼祥子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命运悲剧。 它的惨烈就在于陷落其中的人物没有反抗

能力,甚至没有任何获得改变的机运。 祥子这一高度典型的形象具有同类形象的共有特征,就是当他所

处的根本环境不能被彻底打破时,当人们还不得不经历这种生存斗争的过程时,他的“命运”往往只能

是那样,没有最后的解。 它显示着生存意志的高贵和可怜。 以精细的精神史书写,真切地表现出祥子这

种处于被一切外在条件所管束之中的小人物,在努力的求生中被彻底摧毁的悲剧,塑造出祥子这样一个

具有丰富内涵,经得起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人们一再阐释的典型形象,既显示着老舍生活体验的深度,也
显示出老舍艺术经验的高度。

在老舍的文学经验和艺术认知中,作家“怎么写”永远优先于“写什么”。 在老舍看来,“文学的成功

以怎样写出为主,说什么是次要的”①。 老舍始终在拉车这一外在故事的进程中,表现祥子的拉车理想

与现实的冲突,和他在起起落落中无例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在整个车夫社会的普遍性。 祥子是与这

样底层的生存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脱节的江湖世界,通行的规则

是食与肉的规则。 祥子以陷入虎妞的“绝户网”为巨大的委屈,其实他拉车的梦想是陷落在一个更大的

“绝户网”中,只是这需要他在最后的毁灭中去发现,那真是暗无天日。 “伟大的文艺自然须有伟大的思

想与哲理,但是文艺中怎样表现这思想与哲理比思想与哲理的本身还要大得多”②。 这是写家的经验。
《骆驼祥子》在祥子悲剧的表现中,可谓是重重包围,密不透风。 考虑到《骆驼祥子》作为连载小说,在一

年的创作期中只有约三个月的预留期,老舍写作运思的绵密是惊人的。 小说在祥子人生最关键的 8 年

时间中,集中写了约三年时间中他与自己
 

“命运”惊心动魄的搏战。 他赤身起家的三四年只是作为光荣

的战绩在第一节被介绍性地写出来;他最后沉沦的两年也只用了最后五节的篇幅。 这种详略裁处及其

效果,同样是惊人的。 有人认为老舍的《骆驼祥子》在关于祥子及其车夫生活的构思和具体写作中,显
示着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结合的文章笔法,“高度控制其遣笔运思,叙述富有纲领而决不节外生

枝,讲究叙事内蕴的丰富性。 老舍正是依靠其独特的文章笔法成就了《骆驼祥子》结构的谨严有序”③。
从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所讲的运思过程及其在《骆驼祥子》中的具体实现过程来看,这样细密

周到的笔法在小说中的运用,确实具有精要地还原车夫生活的效果。 对表现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

式以至为老舍控制和合理调度自己擅长的艺术手段,“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 它也说明,一切的艺术手段的自我证明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它被合理利用的表现力。
“没有一个伟大的文人不是自我表现的,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文人不是自我而打动千万人的热情

的”④。 《骆驼祥子》是将老舍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才华结合得最好的小说。 它语言平易而意蕴深刻,底层

人物形象的鲜活与语言的平易鲜活相得益彰,在预先规定的二十四节的长度内极其成功地实现了创作

意图。 这种外在的限制,使《骆驼祥子》形成了于整饬中显简劲的文本特征。
老舍说

 

:“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⑤《骆驼祥子》这样一部以社会最底层

人物的生存命运为题材,以祥子这样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物为中心而创造出伟大的典型形象的作品,在
世界文学中都显示着极大的独特性。 小说对祥子精神史的成功书写和以祥子的命运悲剧所揭示的社会

病态的广度和精神史的深度,使《骆驼祥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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