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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书写与个人困厄
———论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未完成”现象

　 　 　 林　 玮

摘　 要:　 在老舍的一生中,有五部未能完成的小说,分别是《选民》 《蜕》 《民主世界》
《小人物自述》与《正红旗下》,内容涉及两大主题:讽刺社会弊端,书写个人、民族的历

史。 这种内容相近却又多次中断书写的循环,构成了老舍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现象。
文章将从写作风格、主题蕴含、精神向度三方面诠释这一“未完成”现象,联系时代语

境,透视残篇断章背后老舍对小说写作的可能性探寻和主体精神困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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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桂兴:《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青海师范师专学报》1999 年第 2 期。
②　

 

其余未完成的小说,一些停留在了只构思阶段没能付诸实践,如《二马》续篇和原计划在《正红旗下》后创作的另

外两部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一些原文不知所踪,如《大概如此》《病夫》 《二拳师》。 《二拳师》中的部分情节

被老舍改编成了短篇小说《断魂枪》,但《断魂枪》毕竟已经不是《二拳师》的原文了。

对作家来说,有一两部未能完成的作品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但若多次中辍且残篇指向同一主题,
这种现象就值得进一步思考。 据张桂兴考证,老舍未完成的作品共有 20 多部①,小说文体占大多数。
在这些未完成的小说中,有原文存世的仅有六篇②,分别为:《选民》《天书代存》《小人物自述》 《蜕》 《民

主世界》《正红旗下》。 书信体小说《天书代存》是老舍与赵少侯合著,不列入本文考察对象,其余五篇均

是老舍一人所作的残篇。 内容上,五部作品延续了老舍一贯的主题追寻:文明批判与讽刺社会弊端,书
写个人、民族的历史。 就阅读体验而言,这五部残篇相似的命运和对以上主题的反复书写,则给人一种

周而复始的重复之感。
除《正红旗下》受制于紧张的政治形势,直至老舍去世也没有机会续写,其余四部小说都是可以在

外部干扰因素减弱后继续创作的。 但是,老舍没有选择将中辍的小说捡拾起来,继续完成,而是选择重

新开篇,书写相似的故事而又最终放弃,留下残篇之憾。 这种怪圈般的循环构成了老舍小说创作中一种

值得探究的“未完成”现象。 循着这一现象,回溯这些残篇的创作历程,考量其背后潜隐的创作探寻与

个人困厄,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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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以收尾的讽刺

从凭借《老张的哲学》登上文坛起,幽默与讽刺一直被视为老舍作品的重要特征。 老舍地道的京白

配上狄更斯式的幽默讽刺,在当时的文坛上很是特别。 商务印书馆在《老张的哲学》的广告中就称其为

“新鲜的作品”,“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们亦宜换换口味”。① 不过,在当时,也有人批评,认
为老舍讽刺作品的收尾总是不够完美。

 

“《老张的哲学》末尾找补书中未死各人的结局,散漫无归;《赵

子曰》末一段赵子曰向末大年、武端说的话,意思不大明显,不能将全篇收住”②,
 

“至于顶足为全小说的

完整之破坏的,是丁二爷一个人物的结局”③。 从不够完美的收尾到难于收尾的“重复”,老舍与“讽刺”
的纠葛,贯穿了他的创作历程。

小说《选民》《蜕》《民主世界》承续了老舍一贯的讽刺风格。 老舍很少谈起这些未完成的作品,在
创作谈中往往是一笔带过。④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战争是《选民》以及同时期其他小说未能完成的原因

之一,而不是全部诱因。 应当说,战火的蔓延和生活的坎坷流离仅仅是表面因素,更重要的是战争引发

的民族危机感削弱了创作的动力。 “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

想。 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⑤。 《选民》连载于《论语》第 98 期

至 115 期(1936 年 10 月至 1937 年 7 月)⑥,讲述了留美归来的哲学博士文博士,为了获得权势,来到济

南一路“披荆斩棘”的故事。 这部小说确实有些“太平歌词”的味道,叙事者时而道德立场鲜明,时而又

滑向文博士一端,时而严肃,时而插科打诨。 用老舍自己的话说是“郑重的去思考,而不会郑重的写出

来”⑦。 这种“不郑重”的基调在“七七事变”后的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按照小说已有的情节链条推

演,叙事者若是倒向公正的道德立场,小说很可能会像《猫城记》那样,悲观地收场;叙事者若是继续保

持“不郑重”,小说就会有一个闹剧般的结局。 在战争语境中,这两种结束方式都过于消极,不利于民族

自信心、凝聚力的生成与提升。 同时,老舍也不愿给故事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以文博士之流被

惩戒收尾。 如此这般两难处境,老舍只好中断书写,留下残篇。
《选民》中辍数月后,老舍开始在宣传抗战的通俗刊物《抗到底》上连载新的长篇小说《蜕》。 这依

旧是一部针砭时弊的作品,暴露并讽刺了一个名叫阴城的死寂之城中的种种乱象。⑧ 但不同于《赵子

曰》《猫城记》等讽刺作品的是,小说在开篇预设了一个光明的结局,开篇的《解题》直白地点名了“蜕”
的含义———在生死关头的蜕变、新生。 而

 

“七七事变”前不久,老舍还颇为抗拒这种“光明”先行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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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7 页。

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7 页。

李长之:《离婚》,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34 页。
老舍甚至没有把这些正式连载过的残篇当作自己的作品,在回顾之前的创作时只是说:“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

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见老舍:《“七七”抗战五周
年纪念》,《老舍全集》第 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8 页。

老舍:《这一年的笔》,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7 页。
该小说最初是以《选民》为名在《论语》半月刊 98-115 期上连载的。 后来,香港作者书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将此

书出版,取名为《文博士》。 但据史承钧考证,《选民》并没有写完,《文博士》中的《序》也是伪造的。 参见史承钧:《〈选
民〉(〈文博士〉)应是未完成之作———兼论此作究竟有没有“初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 年第 3 期。

老舍:《“幽默”的危险》,张桂兴编:《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 页。
从小说中的表述及老舍战时经历来看,小说中的虚构之城———“阴城”是以济南为原型的。 在原载于 1938 年 2

月 15 日《创导》的《致 xx 兄》中,老舍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济南的所见所闻:“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
工作……”,“廿五六日,伤兵过济者极多,无衣无食无药物,省政府似不甚热心照料。 到站慰劳与看护者均是学界中
人”,“青年学子,爱国心切,时约赴会讨论工作计划。 但政府多虑,不准活动,相对悲叹。 下半月,各线失利,而济市沉寂
如常……”这些描述与《蜕》的情节多有相似之处(老舍:《致××兄》,《老舍全集》第 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版,第
510-514 页;张桂兴:《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青海师范师专学报》1999 年第 2 期)。



态度,在刊载于《宇宙风》第 41 期(1937 年 5 月 16 日)的《“幽默”的危险》一文中表示:“幽默写家便只

能写实,而不能浪漫。 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①很

显然,《蜕》已经“浪漫”“正确”了许多,不过老舍还是老舍,讽刺手法中悲郁的底色犹在。 最终《蜕》并

没能彻底完成蜕变,它只连载到了第十六章。 此后,文协的工作分散了老舍的创作经历,《抗到底》的停

刊也使《蜕》之连载失去了刊物依托。 但比起严峻的外部因素,讽刺叙事的难以为继才是更深层的

原因。
首先,讽刺如何与“蜕变”衔接是一个难题。 虽然有五名爱国大学生代表了新生与希望,但他们遭

遇的挫折在凸显了爱国之心的同时,也映照出阴城的黑暗与失序。 王德威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一

书中称老舍小说中闹剧与煽情悲喜剧的模式并存,并且两种模式都在相互扯对方的后腿。 这种扯后腿

的拉扯感在《蜕》中尤为明显,两方的撕扯甚至使小说流露出难以调和的分裂感。 讽刺本就是“用来使

某一主体显得荒谬可笑,引起读者对这一主体产生乐趣、鄙夷、愤慨或蔑视的态度,并以此来贬低这一主

体”②。 用情节上的“积极”和“蜕变”去冲淡悲观反而会削弱讽刺的力量。 激昂的抒情与辛辣的讽刺拼

接在一起,并不能中和讽刺中的悲怨底色,反而消解了开篇预设的乐观主调,使叙事者显得矛盾而焦灼。
除此之外,情节上的“蜕变”也十分生硬,缺乏说服力。 让人印象颇深的是,五位爱国青年在奔赴前线的

火车上结识了一位颇似《猫城记》中小蝎的青年,他满嘴悲观论调,认为任何努力都是徒劳,只想死在前

线寻得解脱。 随后,这个青年在一场轰炸后“像由梦中惊醒了似的”彻底地焕然一新,主张要去积极杀

敌。 人物态度的急转不仅十分突兀,而且显得失真、苍白,缺乏说服力。
其次,从小说的文本构成来看,老舍应该是将《蜕》作为一部规格较大的长篇来构思的。 从已有的

情节线索来看,五位爱国青年依旧前路漫漫,“中间人物”还在徘徊摇摆,小说需要较长的篇幅才能迎来

最终的“蜕变”。 而问题是,这种缓慢的情节推进恐怕并不符合通俗抗战刊物拟想读者的阅读期待。 而

且,《蜕》开始连载不久,张天翼《华威先生》的译介就引发了“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论争,随后老舍创作

的第一部讽刺剧《残雾》也因结局不“圆满”在上演时被导演修改了结局,正是人们对讽刺中的消极、悲
观因素格外敏感的时期。 这些恐怕也是《蜕》不得不处理的难题。 最终,这篇本来要表达“蜕变”的小说

终止在了“中间人物”决心蜕变并打算有所行动的那一刻。 失去了下文的承接,本就空泛的“蜕变”宣言

也变得苍白无力。 这样的“结尾”比照开篇的《题解》,反而生出了一丝反讽的意味。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老舍搁置了小说创作,将创作重心转移到了更具宣传性的通俗文艺和话剧

剧本创作上。 他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抗战文艺实

践活动中,直到 1943 年才又开始了小说创作。 颇有意味的是,老舍恢复小说创作后首次发表的《不成问

题的问题》仍是一篇讽刺意味颇浓的作品。 1945 年老舍再次以讽刺的笔法创作长篇小说《民主世界》,
连载于《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 1 期至第 4、5 期合刊。 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颇富“民主精神”的金光

镇,讽刺了国统区中各种社会乱象。 在小说中,老舍复归了以往的讽刺风格,不再刻意添加急切的昂扬

与积极的宣言。 这也意味着《民主世界》极有可能重复他之前的讽喻现实之路,容易由讽世的辛辣滑向

怨世的悲观。 小说在开篇就已显露了这种征兆:与滑稽的“民主人士”对应的,是束手无策的普通百姓,
在为官者“民主”丑相的背后,是民众的苦难生活。 按照这样的叙事逻辑,金光镇很容易被塑造成第二

个猫城。 而《猫城记》自发表之日起便饱受批评,老舍在创作谈中也是百般懊悔,这部被指责过于悲观、
消极的小说几乎成了老舍的一块心病,所以金光镇万万不能再次“重蹈覆辙”。 在同一时期的讽刺题材

的中短篇小说中,老舍常常写出略带“开放式”的结尾,在恰到好处之时中断叙事,既避免了滑向悲观,
也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长篇小说往往追求“全景式”地记录时代变迁,以上收

尾策略在长篇创作中并不能获得较好的艺术效果。 拒绝刻意的积极,也不能再延续固有的讽刺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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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世界》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遗憾的是,老舍没能突破这一窘境,他又一次中断创

作———《民主世界》在 1945 年年底停止了连载。
《选民》《蜕》《民主世界》与《猫城记》在情节模式上都十分相似,都是由外来者(叙事者或叙事者和

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带领读者,进入某一特定区域,暴露并讽刺种种不合理现象,这似乎构成了老舍讽

刺作品中一种恒定的结构模式。 而老舍面临的困境在于,他无法调整这种逐渐固化的结构模式,使之适

应战时的文化语境。 长于表现时代“横截面”中短篇小说尚可以“戛然而止”的方式收尾以引人深思、强
化讽刺效果,相较而言更注重情节推演和叙事逻辑的长篇小说则不得不直面这一难题。 从《选民》的中

辍、《蜕》与《民主世界》的创作尝试中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自己讽刺基调的不合时宜并积极地做出改

变,探索讽刺风格更多的可能性,但无奈创作实践不尽如人意。 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老舍的讽刺表达

中悲郁的底色与救亡、抗争的时代主题相疏离,讽刺叙事的惯性模式又常常溢出战时民族-国家的叙事

框架。 老舍做出的尝试与改变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所以难以摆脱以往的风格惯性,无法以自己擅长的

创作手法回应时代、民族国家的文艺需求。 同时,老舍也不能做到完全放弃小说创作的审美性追求。 最

终这些小说残篇并不是不能收尾,而是难以收尾,所以不再继续。

二、难以书写的自传体

在《我怎样写〈离婚〉》中,老舍曾感叹:“也许这是个常有的经验吧:一个写家把他久想的文章摞在

心里,摞着,甚至于摞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①自传体的长篇应该可以算是老舍

摞在心里的文章之一了,而且不幸地被他言中,还真的就摞了一辈子。 老舍一生曾经两次尝试创作自传

体小说未果,《小人物自述》载于《方舟》第 39 期(1937 年 8 月 1 日),只刊载了前四章;《正红旗下》大约

创作于 1961 年年底至 1962 年前后,在老舍生前并未正式发表。 无论是《小人物自述》还是《正红旗

下》,在它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中都有些不合时宜,两次创作也因此都以中断书写告终。
两部小说的“不合时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小说题材的不合时宜。 两部小说的创作时间相隔约 24 年,都不是书写自传体小说的好时机。

《小人物自述》创作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愈演愈烈使老舍无法心安理得地

追忆个体的历史,救亡的呐喊势必会压倒“自述”的冲动,“小人物”也必然会湮没在大时代中。 新中国

成立后,老舍看到了书写自传体小说新的可能性。 此前,老舍从未公开表明自己的满族身份,在小说中

也有意模糊人物的满族背景:《小人物自述》中“我”的父亲是在外地经商,这显然并不符合老舍的家史。
受到宪法保护的民族平等原则使老舍看到了书写以满族为民族背景的自传体小说的可能性,1961 年左

右,老舍开始创作新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但在同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参与了文学规范的建构,
文学评价的尺度锁定在阶级论分析的层面。 在这个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文学场中,小说的题材有了合宜

与不合宜之别。 很显然,《正红旗下》的题材并不符合当时“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要求。 从前后两次自传

体创作的差异中能看出老舍尽力在向时代的要求靠拢,两部都是从“我”的出生开始写起,两篇小说中

的很多人物、情节、描写也都遥相呼应。 但《小人物自述》更突出“小”与“自”,小说以“我”为中心,文中

也多有个人化的抒情和议论。 《正红旗下》则侧重表现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族群的命运,从历史、社会

而不是个人的角度去书写这部自传体小说。 即便是这样,《正红旗下》也依旧是不合时宜的。 从题目便

可以看出,这部自传体小说表现的并不是“人民的斗争”,而是选择了特定族群作为表现对象。 虽然旗

人也分三六九等,像老舍一样家境清贫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他们终究是曾经的特权阶层。 从清王朝日益

衰败并最终被推翻的史实来看,满族旗人也并非历史洪流中的进步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已有过

数次大规模的批判浪潮,小说题材也始终是文学批评中的重点问题。 “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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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①。 在这样的批评准

则和历史情境中,创作《正红旗下》不仅不合时宜,甚至还有被批判的危险。
2. 言说历史的方式也有不合时宜之处。 不论在抗战还是新中国时期,老舍回溯历史时流露出的情

感往往与民族国家“大叙事”主调相背。 老舍笔下的辞旧迎新,往往有着哀怨的底蕴。 老舍总是用温柔

的目光凝视着那些被统称为旧文化与旧传统的林林总总,他承认时代的更迭、历史的前进,却不愿抹杀

这些旧事物曾经的合理性,所以在回溯过去时,叙事者的语气总是清醒中带着哀怨。 《小人物自述》中

有大段的独白表达这种伤感的情绪;《正红旗下》在批判旗人文化的同时,也有对祭灶、洗三礼等传统习

俗饱含深情与眷恋的描绘。 除此之外,小说的情节中也总是流露出悲剧意味。 不仅是自传体,老舍的小

说作品,只要涉及“旧事物”题材,都会流露出相似的情绪。 在虚构的情节中,老舍在表现一个时代的逝

去时,总是强调这种逝去并不是文化自发的更新换代,而是特殊的外部环境的需要。 《断魂枪》的背景

是外国侵略者非正义的炮声与侵略;战胜老字号的,是洋货的入侵、商业的恶意竞争与不择手段的牟利。
而且,小说中“落后”的人物、时代的弃儿,往往是《老字号》中的店员、《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这样的普

通市民。 他们虽然勤恳工作,努力想要挽回局面,却依然会每况愈下。 出生于清末,在底层环境成长起

来的老舍明白,对于这些人来说,历史的确时时在那儿牺牲着人命,历史的新光明也的确来自地狱。 所

以对于“落后”人物的悲剧命运,老舍也致以深深的哀叹。 虚构的情节尚且如此,更何况以记忆中真实

的人事为蓝本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呢? 尽管老舍尽力从历史、社会的角度去表现正红旗下的变迁,但他还

是难以将阶级分析的框架叠加于自己鲜活的记忆之上。 《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并不是个主动顺应时

代需要的人,也看不清国家、民族的现状,但他慈悲心肠,关心底层民众,又乐于助人。 这个人物是以老

舍重要的恩人宗月大师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老舍是万万不会因为他的“落后”而把他塑造成反面人物

的。 老舍在这里遭遇了和讽刺问题相似的困境,即基于生命体验的叙述基调与时代氛围的疏离。 在自

传体小说的创作中这一矛盾很难调和,用阶级分析法书写自传体小说本就带有悖论意味。 若是按照阶

级分析论的剪裁记忆,写出的小说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自传体。 并且,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

二”的口号下,无论是文学还是价值观都与政治关系密切,老舍面临的不是主流—边缘之间的选择,而
是只能在正确—错误中抉择。 在当时,已有人指出老舍的《茶馆》中有过多的凭吊之情②。 《正红旗下》
再创作下去的话,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终,在写完第十一章后,老舍再一次放弃了自传体小说的创

作。 这一次的放弃使他抱憾终生,老舍离世前几个月,去香山看望王莹夫妇时,还念念不忘自己想要创

作的历史小说三部曲,最后不禁热泪盈眶:“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

远无人能动笔了!”③老舍放弃《正红旗下》的创作,让人感慨那句“不传! 不传!”的一语成谶。

三、“未完成”的找寻

通过梳理上述作品可以发现,这些未完成的小说不仅命运相似,在主旨演绎、艺术呈现的瓶颈制约

上也有一定的共通性。 但讽刺叙事、自传体书写的难以为继只是“未完成”现象的表象,其后潜隐的个

人困厄才是这一创作症候的主因。 在《文学概论讲义》中,老舍曾说过:“经验与想象是艺术组成的两

端”,“假如戏剧与诗艺是以思想装入形式,小说是以想象变化形式”。④ 如果说想象是小说创作的重要

一环,那么这些残篇的中辍就意味着老舍难以依托个人经验为这些故事想象出合宜的远景,这也暗指了

老舍于困厄之中难以思出可行的出路,未能完成突破路径的找寻。 在这难以挣脱的困厄中,既有时代的

外部因素也有老舍的个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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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环境的“催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938 年抗战的爆发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对作家乃至知识

分子群体都有整体性的影响,这两个历史节点性事件也构成了老舍文学创作历程中阶段性的时间标识。
于老舍个人而言,不仅他的社会身份有所变化,在文学创作上的变化也是显著的:更注重文学的实用性、
功利性,小说的创作质量和密度出现滑坡,散文与杂文中既洋溢着激昂的情绪,也流露出唯恐落伍于时

代的焦虑感。 很显然,这种转变是自觉而非自然的,是老舍在外部环境、个人境遇和生活体验都发生重

大变化后做出的自觉调整。 老舍是一位极富民族责任感的作家,抗战爆发与新中国成立对他有着极大

的影响。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致《宇宙风》编辑陶亢德的信中,老舍曾这样写道:

一天的工作———且承认它有些用———不过是那么一点点呀! 我不能安心去睡,又不能不去睡,
在去铺被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无知的小动物,又须到窝穴里藏起头来,白白的废去七八

个小时了! 这种难过,是我以前所未曾有过的。 我简直怕见天黑了,黄昏的暮色晚烟,使我心中凝

成一个黑团! 我不知怎样才好,而日月轮还,黑夜又绝不能变成白天!①

战火的迫近使老舍陷入了自我怀疑的痛苦和无力感中,也促使他以积极的态度去做些“有用”之事去对

抗那种前所未有的痛苦,以“快活得要飞了”的热情投身抗战。 同样,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舍也做出了相

似的改变。 对于出生于民族忧患之时,经历过动荡与战火的老舍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件令人激动不

已的大事件。 并且,老舍归国后看到了北京城中种种利民的变化,这也使向来关注人民疾苦的他备受鼓

舞,继而热心地参与新中国的文艺建设。 外部因素的冲击使老舍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新的自我期许,但新

期许与旧风格之间的跨度过大,老舍在思维习惯与文学表达两个层面一时间都无法顺利过渡。 所以在

写作时,尤其是创作虚构类作品,老舍往往力不从心,作品实际流露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常常溢出作

品预设的主题框架,导致作品情节上的难以为继。
老舍早年的生命体验与旅英期间形成的文学风格偏好也是“未完成”的重要原因。 作家的艺术风

格受个人认知模式与个性气质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根植于人的成长经历中。 在多篇创作谈里,老舍

都谈到过成长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②,“因为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

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越说便越不近情理,爽性倒是少说为妙吧”③。 自幼贫苦的生活使老舍在性格上

偏于沉郁,需要精于算计才能温饱过日的经历也使他更擅长从“形而下”的角度表现生活中琐碎、凡俗

的一面。 所以,当时代语境需要作家以积极的态度去全景式地表现“大时代”、书写“大叙事”时,老舍总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除此之外,旅英经历也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 在伦敦大学任教期间,老舍开始了正

式的文学创作。 在教书之余,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作品,比起早前读过唐人小说和

《儒林外史》,“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④,对老舍创作实践的影响也更加直观。 从老舍

之后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中也能看出,英国文学传统对老舍文学观有较深的影响。 老舍旅英期间阅

读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创作方式,与当时中国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异。 这一方面成就了老舍

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给老舍之后的写作带来了困扰:狄更斯式的幽默与康拉德的“ nothing”并不适合

表现严肃的启蒙与急切的救亡。 虽然老舍在创作手法上多有调整,最初的艺术旨趣还是无形中影响着

老舍的创作。 从《蜕》与《民主世界》的尝试中也能看出,老舍并未改弦更张、完全抛弃旧有风格,而是在

不断寻找新的可能性。 甚至在文学规范稍有松动的“百花时代”,老舍还创作了颇有当年《幽默诗文集》
风格的讽刺短篇小说《电话》,并且发表了《谈幽默》 《谈讽刺》 《谈悲剧》等文章,试图寻回以往的风格。
以上两种个人因素,前者是老舍人生的开端,后者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它们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却根

731

林　 玮　 “重复”书写与个人困厄———论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未完成”现象

①
②
③
④

老舍:《致陶亢德》,《老舍全集》第 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93 页。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 1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3 页。
老舍:《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8 页。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全集》第 1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2 页。



深蒂固的。 老舍自己对这些影响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它们有时是老舍积极改变时的阻力,有时又构成自

我认同的重要条件。 那些“蜕变”中的悲怨和不经意间流露出挽歌的曲调,就来源于这种矛盾的徘徊和

挣扎。
这两种因素相互糅合,时代之“变”、个人的“欲变”与“不变”相互纠缠在一起,使老舍受困其中,难

以调和民族责任感与文学追求之间的诸多矛盾。 从多次重复书写可以看出,老舍始终在困境中寻找可

供突破的罅隙。 在以上两个方面,老舍都做出过相应的努力———积极响应民族、国家的号召的同时不忘

以讽刺的手法进行文化反思,宁愿中断创作也不愿牺牲小说的艺术性,但最终在哪一方面都无法获得满

足感与认同感。 有研究者曾指出,老舍格外看重自己小说家的身份:“回归小说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老

舍彻底的回归自我。”①这句话不仅准确地概括了老舍的创作心理,也在无意间击中了老舍困厄的核心:
个体如何彻底“回归”“自我”? 如果说回归小说意味着回归“自我”,那么那个在其他事务上热心投入、
积极参与的老舍岂不是被分割在了“自我”之外? 事实上,这种分裂感也正是老舍的困境的根源。 一方

面,老舍极重视自己的作家身份,在山东时期便一度想要辞去大学教职专心创作,从《述志》 《梦想的文

艺》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有着较高的自我要求。 在投身抗战活

动和新中国文艺建设时期,尽管创作受到种种限制,他也极看重自己的文艺生命:“若因不能一鸣惊人,
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②但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老舍又为

作家的“实用性”感到焦虑。 抗战爆发后,老舍开始对文艺的实用价值产生怀疑,在挥笔书写的同时也

不停地反问自己:“但是,这到底有多大用处呢?”③在写于 1942 年的《文艺与木匠》中,他将作家与木匠

两种职业做了对比。 虽然在文中老舍表示这两种职业没有高下之分,但实际上他还是为自己没能做出

更多“实际”的贡献感到痛苦与不安。 “我只感到惭愧,没有替人盖成过一间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
只是浪费了多少笔墨,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 高贵吗? 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呢?”④老舍是一位

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家,也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一员,这本不是彼此割裂的。 家国天下情怀和现代

作家的独立意识杂糅在老舍的内心,少了哪一部分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但抗战与新中国时

期的社会语境在凸显群体力量的同时,也强化了群体与个体、“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对立关系。 老舍

内心又极排斥在两方之间“敷衍”的态度⑤,表示“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⑥,总是试图

选择一方作为克服现有困境的途径。 然而背反之处在于,无论他从哪一方进行“突围”都无法突破困顿

的局面。 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他依旧会焦虑于自己变成了“废物”,进而陷入无法获得自我认同的新困

境中,最终只能在“转变”与“回归”中反复徘徊,苦闷不已且难以开解。
老舍小说创作的“未完成”链条在表面上与创作风格上“转变—回归”的徘徊路径相契合;深层机制

上看,则是个人困厄中徘徊挣扎的轨迹主导了小说创作中的“未完成”现象。 讽世与自传,作为这些残

篇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是老舍初登文坛时独特风采之所在,后者是老舍一生最想完成的作品。 老舍在这

两个题材上重复的“未完成”现象的确让人唏嘘和惋惜。 但正是这些作品的“不完满”为我们提供了一

条新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看到这些断章残篇的背后既有时代、文学的丰富讯息,也有老舍在时代裹挟下

的无所适从与在个人困厄中的痛苦挣扎。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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