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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射虎者及其家族》的“写作”困境

段从学

摘 要 ： 力扬“未完成”的叙事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重要的 

经典之一，以宏大的“史诗”品格饱受赞誉。通常认为，它的“未完成”是因为新中国建 

立后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叙事话语，挤压了诗人的写作空间。但事实上，现代性宏大“历 

史叙事”所要求的存在和表达之间的同一性之不可能，才是长诗最终未能写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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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以下或简称《射虎者》），一发表就以“史诗”品格贏得了高度的赞誉。 

梳理当时的长诗写作，讨论中国现代叙事诗—— 乃至现代新诗的总体成就，都不能不提到它。但很少有 

人注意到，力扬随后不仅又发表了《射虎者及其家族续篇》（以下或简称《续篇》）等相关作品，还留下了 

大量手稿。直到2008年，《续篇》和手稿才一起编入《力扬集》，首次公诸于世。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摆脱了学徒期发表渠道闲扰，多次有机会出版诗集或选集的情 

形下，力扬为什么没有把《续篇》也编人《射虎者》？大量的手稿，为什么没有公开发表？究竟是外部压 

力，还是“写作”本身的困境，造成了《射虎者》的“未完成”？

~ *、版本梳理

最早发表在1942年 8 月《文艺阵地》第 7 卷第1期的“文阵版”一共八章,另附四条注释，分别对第 

二章《母麂与鱼》中的“拦腰布”、第五章《白银》中的“送上”、第六章《长毛》的标题“长毛”、第七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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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拉》中的“座头饭”等俗语，作了必要的说明。长期以来，包括《力扬集》的整理者、诗人的独子季嘉在 

内的不少研究者，都认定“文阵版”《射虎者》总共只有七章，叙述太平天国溃兵之乱一章，是后来加人 

的。①这个失误，可能源于一个技术性细节:标题“长毛”排在第17页最后一行，正文则从第18页起，顶 

格排印。

1945年 2 月，力扬又在《诗文学》丛刊第一辑《诗人与诗》中，以《射虎者及其家族续编》为题，发表 

了标明系第八章的《纺车上的梦》。正文之前的“序”不仅说明了《纺车上的梦》是“文阵版”《射虎者》续 

篇中一章，而且透露了已经写成的其余各章将“继续发表”的消息。同期刊物上的《作家近况》短讯，也 

说诗人力扬，“最近完成《射虎者及其家族续篇》之叙事诗一首，约七百余行，即将陆续发表”。

但随后的《诗文学》丛刊第二辑《为了面包与自由》，却未见力扬像预告的那样，有诗作“陆续发 

表”。据当事人回忆，抗战胜利后，出版机构和文化人士纷纷离渝，已经编好的一套《诗文学》丛书因此 

未能出版，只得将包括《射虎者及其家族续篇》在内的诗稿，退还给了作者。®

更令人费解的是:新诗歌社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射虎者》，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在上海出版的 

《射虎者及其家族》，收录的都是“文阵版”八章，只对相关文字作了个别无关宏旨的订正。丨955年 6 

月，诗人又“将第六章作了必要的修改”之后,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各章次序，收入诗集《给诗人》，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诗人生前最后修订的这个版本，仍然只有“文阵版”的前八章，连发表过的“续篇”《纺车上 

的梦》，也未收录。

但就在几个版本都不收“续篇”的同时，力扬却又一直在想方设法完成《射虎者》的写作。1951年 2 

月，诗人曾将《射虎者》、“续篇”《纺车上的梦》《贫农的女儿吴秀贞》等三首叙事长诗，编为一部叙事诗 

集，并在《后记》中交代自己的写作计划说：

我于1942年写完《射虎者及其家族》后，在 1943— 1944两年间，曾写了它的续篇，达一千余行。 

原拟从《虎列拉》那章接下去，以我底家族为线索， 一 直写到抗战时期的。但我在抗战前就已经离 

开故乡，对于那一段时间内家乡底和家族底变动、发展情况，无从体验，如仅凭想象来写……一定写 

不好。所以故事还没有写到抗战时期，就搁笔下来了。但那写成的一千来行中，只有《纺车上的 

梦》差强人意。当时也就只发表了这一章。③

1956年 5 月，力扬病逝，遗作和手稿保留在家属手中。2008年，季嘉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文选”《力扬集》时，将“续篇”《纺车上的梦》，以及未曾公开发表过的《童养媳》《不幸的家》《黄昏》《童 

年的伙伴》《弟弟》等手稿一并整理出来，加了必要的注释，附在“作家版”《射虎者》的后面。“文集版” 

《射虎者》，因此成为了目前最完整，但受到的关注却最少的版本。

二 、不允许，还是不能？

即兴之作不会有“未完成”的问题。对艺术水准和写作没有要求的写作者，也不可能让自己陷入 

“未完成”困境。所以，长诗虽然最终未能写完，但构思却一开始就很明确：这是一部自传性“家族史”， 

叙述曾祖父到诗人自己的一家四代人遭遇到的痛苦和不幸，以个人“家族史”为个案，追问苦难和不幸 

的根源，寻找人类解放的“复仇之路”。

由于“新文艺版”和“作家版”的删改集中在叙述太平天国溃兵之乱的第六章《长毛》上，一般人也 

就容易从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和诗人家族史上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冲突人手，把《射虎者》的

①  参见《力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23页末“编者附记”。按: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组织编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之一，实际编选者是力扬的儿子季嘉。
②  邱晓松、魏荒弩:《从〈枫林文艺〉到〈诗文学〉的点滴回忆》，《新文学史料》，1981年 第 1期。

③  引自刘怀玺:《力扬诗歌创作刍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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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理解为外部压力导致的“不允许完成”。也就是认定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高涨的太平天国“革 

命史”叙事的“历史正当性”，压缩了诗人按照个人“家族史”上的“历史真实性”继续从事长诗写作的文 

化空间，导致了《射虎者》最终“未完成”。力扬生前的同事吴子敏，就曾以诗人的大伯祖父被杀的“历史 

事实”，和太平天国“历史功绩”之间的冲突为例分析说，既不能回避大伯祖父被杀的“历史事实”，同时 

又要“照顾太平军的评价”带来的困境，给力扬的写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至少影响了长诗风格的统 

一”® ，造成了长诗艺术上的失败。

这样的说法，自然不无道理。

面对太平天国在中国“革命史”，乃至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历史正当性”，和诗人“家族史”上的“历 

史真实性”之间的冲突，力扬也的确不惜一次次拔高前者，最终把太平天国溃兵的“长毛乱”从自己“家 

族史”上的一场灾难，变成了中国“革命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英雄的失败”。相应地，大伯祖父 

被杀死在田埂上的“家族史”悲惨遭遇，则被改写成了死者因为“不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正当性”而 

招致的“错杀”。而祖母和邻居妇女们“躲藏在茅草与荆棘的深丛里”，凭着祖母的沉着、机智和勇敢，仅 

只是受了轻伤而侥幸逃过杀戮的事实，则被改写成了太平天国“那持枪的英雄”，在展开“搜索地主”的 

革命行动时，对无辜群众造成的一次可以原谅的小小伤害。这样的修改，也的确曾让力扬不胜其烦，像 

吴子敏说的那样，对《射虎者》的艺术性和统一性造成了伤害。对长期遭受同宗族那位“恩赐贡生”剥削 

和压榨的一名长工，乘机起来反抗，加入了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历史事实”的修改，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子。

事实上，力扬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太平天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正当性”，和长诗“家族史”叙事视 

角所要求的“真实性”的冲突。“文阵版”第六章《长毛》在叙述太平天国的溃兵造成的“家族史”灾难之 

前，就曾特地对这些“英雄们”表达了充分的敬意，对其烧杀掠夺的残暴行径，给予了必要的辩护。明确 

意识到了两者的冲突，而又开始了写作的行为表明：在力扬的构思中，太平天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 

“历史正当性”，决不会导致长诗的“未完成”。

稍微有点写作经验就应该清楚:可以修改，就表明存在着继续“写作”的可能性。反复修改《长毛》 

等章节的事实，恰好说明了继续写作的可能性。再说，1956年去世的诗人，即便有“不允许”写的外部压 

力，恐怕也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严重，更不能解释1945年的“续篇”没有下文，未能如预告的那样“陆 

续发表”的问题。

“新文艺版”和“作家版”对“文阵版”《长毛》等章节的修改，显然只是对一开始就被诗人意识到了 

的太平天国的“历史正当性”和个人遭遇到的“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冲突进行调整。放大前者的同时，对 

后者作相应的压缩。放大和压缩的程度虽然随着太平天国“革命史”叙事的高涨而不断增加，但并没有 

带来结构性的变化。用我们熟悉的滥调来说，放大和压缩的量变，并没有造成质变。

所以，简单地归咎于太平天国“革命史”叙事对诗人“家族史”叙事造成的外部压力，很难做出令人 

信服的解释。必须更进一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太平天国“革命史”叙事的挤压，力扬能不能按照 

自己最初的宏大构思，完成《射虎者》的写作？

三、力扬的“转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他的诗歌创作道路。

抗战之前，力扬主要从事左翼美术活动，为此曾两度入狱，诗作不多。抗战的爆发，让他看到了中华 

民族挣脱枷锁，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光明前景。热情洋溢地歌颂抗战，号召中国人民“勇敢地扭断锁 

链”© ，打击侵略者，成为了他这个时期诗歌基本主题。但“皖南事变”惊醒了诗人，让力扬摆脱了“太阳

①  吴子敏:《评力扬的诗》，《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②  力扬:《风暴》，《力扬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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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耀着中国的春天”的幻象，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索。既总结过去，又规划未来的短诗《我底竖琴》，就 

是他的诗学宣言：

在那些明朗的日子，

你知道的----

我曾经弹起我底竖琴，

嘹亮地歌唱人类的黎明。

在这风雪的日子里 

我默默地前行，我要唱出 

对于寒冷的仇恨，

弹着你赐给我的竖琴。

力扬在“嘹亮地歌唱人类的黎明”的时候，面对的显然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宏大“历史叙事”。所有 

的事件和人物，都被赋予了明确的意义和价值。诗人所要做的，就是按照这个“历史叙事”的要求来歌 

颂抗战，书写抗战。诗人的创作，显然只是受控于宏大“历史叙事”的被动书写，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诗 

性空间。反过来，简单地把褒义词置换为贬义词，把歌颂改为诅咒，也不是什么“转向”，而只是同一个 

模式里的单向度运动。

力扬的“默默地前行”，显然是另一回事。

所以，尽管新的“历史叙事”迫切需要,而且也为诗人提供了简单地把歌颂换成诅咒的写作空间，但 

力扬还是挣脱了在同一条直线上反向运动的诱惑，把目光转向了更为复杂，更为幽深的诗性空间，开始 

了《射虎者及其家族》的写作。

长诗的主题是复仇。复仇的对象，是人类的苦难。力扬试图回答的，乃是这样一个人类学难题:如 

何消除无处不在的苦难？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回答,但又因为无法回答而困扰着、诱惑着一代又一代思想 

者的“真问题”。

在最粗糙的意义上，可以说古代人把苦难归结为人类的宿命，一种因为“天”或“神”的意志而不可 

更改的自然事实。对他们来说,苦难和欢乐是一个铜板两面。领受欢乐的同时，也把苦难当作一种必需 

的事实接受下来，才是人类唯一可能的真实生活。现代人则坚决否认苦难是人类的宿命。现代性的目 

标，就是挣脱“天”或“神”给定的自然秩序，代之以按照人的理想创造出来的“美丽新世界”。为此，苦 

难就必须从无可更改的自然事实，转化为“事出有因”的历史现象。

现代人当然不可能超越时间的自然绵延，回到实在世界的“根源”上，从“一张白纸”开始重新创造 

“美丽新世界'他实际上是用理性取代自然，用逻辑取代历史，在“事出有因”的因果逻辑框架里，把某 

种自己所能、所愿找到的原因确定为“根源”，即逻辑上最终的、唯一的原因。进而反过来，遵循着“事出 

有因”的因果逻辑，根据各自所能够找到或所愿意找到的“根源”，推出相应的清除“根源”，创造“美丽 

新世界”的现代性方案。

所以，寻找和确定“根源”的过程，实际上是逻辑推理。改变或清除“根源”以重造“美丽新世界”， 

则是历史实践。由此，也就引出了逻辑和历史的同一性问题:逻辑上的抽象“根源”，如何得到具体历史 

经验的支持和印证？

原因很简单:只有在得到具体历史经验支持和印证之后，才能第一，抹去“根源”只是一种受制于所 

能和所愿的逻辑演绎结果的抽象性,将其转化为从具体的、个别的历史经验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有效判 

断;第二，具体的、个别的历史经验，反过来因为抽象“根源”的拣选和指认而获得普遍性,成为必须予以 

改变或彻底清除的“革命对象”。前者让逻辑上的抽象“根源”获得历史的有效性，而后者，则在支持和 

印证“根源”的过程中摆脱具体性、个别性，成为抽象“根源”，成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

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影响最大的现代性方案，是把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当作苦难和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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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只要消除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能重新创造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何其芳著名 

的“三步论”，对此做了简洁、清晰的归纳：

第一步：我感到人间充满了不幸。

第二步：我断定人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造成的。

第三步：我相信能够用人的手去把这些不幸毁掉。①

出于可以理解而且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原因，无数优秀的作家，把自己的写作变成了印证宏大“历史 

叙事”的有效性和普遍性的活动。何其芳理直气壮的反问一 -

难道我个人的历史 

不是也证明了旧社会的不合理，

证明了革命的必然吗？

难道我不是

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中国人的例子？

以及斩钉截铁的回答——

每一个中国人所看见的中国，

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

都证明这样一个真理：

革命必然地要到来，

而且必然地要胜利！②

—— 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抗战初期的力扬，也曾以为把握住了最终的“根源”，找到了消除人类苦难的复仇之路， 

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为祖国、为人类解放而歌唱的洪流中。即便是“皖南事变”之后，诗人开始反过来 

打量自己“家族史”的时候，其最初的目标显然跟何其芳一样，也想要用具体的、个别的“历史真实”，来 

证明某个宏大“历史叙事”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不过，当他循着“历史真实”进人自己“家族史”，试阁确定最终“根源”的时候，问题却发生了变化。 

诗人的写作，也才由此开始了真正的“转向”。

四 、弥散的“家族史”空间

无论哪一种重造“美丽新世界”的现代性方案，在寻找和确定“根源”以便铲除的过程中，都有自己 

默认的前提。第一，为了堵死互为因果的逻辑循环，作为结果的受难者必须和作为原因的“根源”区隔 

开来，g卩“受苦的人”不能同时作为“受苦的根源”出现。第二，既然是为了消除才去寻找® ，所以寻找 

“根源”就必须服从于消除“根源”的最终目标。第三，“根源”必须是明确而唯一的存在，否则就不成其

①  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画梦录〉和我的道路》，《何其芳全集》，第 6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71页。

②  何其芳:《解释自己》，《何其芳全集》，第 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433-434页、第 438页。

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得很清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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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源”。唯一的终极“根源”，意味着只要一次“最后的斗争”，就能创造出“美丽新世界”。终极“根 

源”及其“最后的斗争”的动员能力，也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但麻烦的是，不仅寻找的过程摆脱不了所能和所愿的现象学制约，最重要的是:逻辑推演无法在保 

证结果有效的同时，保证前提的可靠性。前提的可靠性，只能依赖于具体的、个别的经验事实。但具体 

的、个别的经验事实，却又不能在保证前提可靠的同时，反过来保证结论的普遍有效。殚精竭虑想要弥 

合两者的康德，以其终生的努力,证明了两者之间无法弥合的本体性断裂。

继之而起的黑格尔，在“人类历史”的掩护下，巧妙地发明了通过时间置换而把两者“统一起来”的 

叙事装置:寻找并确定“根源”之后，迅速从逻辑转向历史，用大量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经验来证明“根 

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将其改写成为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普遍有效的必然规律。何其芳 

咄咄逼人的反问，一方面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表明了具体的、个别的经验事实之于宏大“历史叙事”的价 

值，但也反过来说明了后者并非自明自足的普遍真理，而是需要不断征用大量具体的、个别的经验事实 

才能保证其合法性的叙事性知识。

在这套叙事装置中，经验事实越是能够证明“宏大叙事”的正当性，也就越能够分享“历史叙事”的 

话语霸权,像何其芳那样发出表面柔弱，实则咄咄逼人的声音。反过来，宏大“历史叙事”能够征用的经 

验事实越多，就越是能够掩盖自身前提的不可靠，把自己叙述成为普遍有效的人类历史必然规律。何其 

芳的“解释自己”是一种证明，——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证明了革命的必然”。50年代后期一度蔚为 

大观的工厂史、公社史、个人回忆录一 -也可以叫做“个人革命史”—— 之类的“历史叙事”，同样是一种 

证明。从开端和构思上看，力扬的“家族史”写作，同样也是一种证明：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诗人“家 

族史”上的种种苦难，也必将被规约到某个单一的、现成的“根源”上，证明了根据这个“根源”推出来的 

“复仇的武器”，即消除苦难和不幸，最终获得解放与自由的宏大“历史叙事”不可置疑的合法性。

但力扬没有想到的是，“写作”本身背叛了他的构思。随着《射虎者》的写作而展开的“家族史”苦 

难和不幸的“根源”，却呈现为一个越来越多样化、弥散化，也越来越难以单一化和明确化的历史事实。 

自然环境的限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人自身的复杂性等不同因素，都曾经给自己 

的“家族史”带来过灾难。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以同宗族的恶霸地主“恩赐贡生”和地保相互勾结，“‘从 

我们底血里抢去了白银’”的第五章《白银》，最为典型。诗人后来一改再改太平天国溃兵之“乱”，从 

“家族史”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归结为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描写 

二伯祖父之死的《虎列拉》这一章里。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则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章里，以 

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占据了力扬思考和写作的中心。人性之恶的问题，集中在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手 

稿《童养媳》和《不幸的家》，即“文集版”第九、第十章里。长诗几经修改，仍“未完成”，就在于诗人最终 

未能将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纳入某个终极的“根源”，找到有效的“复仇的方式”。

或许是刚刚从把一切归结为“人的手”，再从“人的手”出发来解释一切的现代性宏大“历史叙事” 

中退出来的缘故，力扬似乎有意识地想要拓展思考和叙事空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开始自己的写 

作。所以《射虎者》一开篇，就聚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展开了曾祖父奋昂、饱满而又充满了张力的生 

命轨辙:他射杀了无数的猛虎，“护卫了那驯良的牲畜/牲畜一样驯良的妻子/和亲密的邻居”，建立并守 

护了人类的生活世界。但不幸的是，那威猛的射虎者“却在犹能弯弓的年岁”，反过来“被他底仇敌所博 

噬”。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养育了他，又吞噬了他。曾祖父“永久的仇恨”因此而固执地指向了那养 

育着而又吞噬着人类的大自然。

如果说曾祖父留下的仇恨，还可以纳人现代性“历史叙事”范畴，从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角 

度来解释的话，接下来的《木匠》《母麂与鱼》《山毛榉》等，则彻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原成了人类学 

的生存论关系。威风凛凛的“射虎者”死后，“留下一张弓/也留下三个儿子”。面对“赤贫”这个远比猛 

虎更凶恶的敌人，他们各自抓起了镰刀、锄头、锯、凿和大斧等不同的复仇武器。大自然也随之从曾祖父 

的仇敌,变成了祖父们的恋人、恩人。祖父最终在茅草与森林的深处，找到了一块“每季可收获一石谷 

的稻田”，战胜了 “赤贫”的死亡威胁，娶回了“一个永远分担痛苦与仇恨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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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为了进一步摆脱何其芳所说的“人的手”的限制，在第三章《母麂与鱼》里，力扬干脆彻底撇 

开人的存在，绘声绘色地回顾了大自然曾经慷慨而丰厚的赐予，表达了自己真挚的感激和思索。这种思 

索，虽然已经牵扯出了“别人”，隐约中潜含了归罪他者的阶级论话语，但总体来说仍然被系在“‘自然’ 

母亲”纽带上，没有演化成为独立的生存维度。诗人的立足点，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自然”母

亲的复杂感情。

所以，接下来的第四章《山毛榉》虽然也写到了两位伯祖父的“更为可悲的厄运”，涉及到了富庶的 

市镇、地主们的院子，但总体基调，仍然是对“自然”，对“曾经是我们家族的恩人”的山毛榉的感激。两 

位伯祖父没有能够像祖父那样，幸运地找到分担自己仇恨的土地，只能“流着眼泪和汗水/挑着山毛榉 

换取地主们多余的粮食”。因为曾祖父之死而被定格为敌人的“自然”，因为曾经救活了伯祖父等“一群 

不幸的人们”，山毛榉也和土地一样，就变成了感激和热爱的对象。

不是说力扬的“家族史”不存在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更不是说诗人对此视而不见。在《白银》这一 

章里，全家曾冒着生命危险，从汹涌的山洪里捞起了“十数条巨大的白杉”。但这意外的收获，不仅没有 

带来憧憬中的美好生活，反而招致了巨大的灾难。几天之后，地保领着“一位我们同宗的‘恩赐贡 

生’/—— 许多田地和森林的主人”来到家里，威逼着祖父们交出了“二十七元的白银”作为“罚款”，又 

强迫他们“用肩挑过山毛榉底柴担的/起茧的肩膊扛着那些大杉木”，送到了“恩赐贡生”家里。对二十 

七个银元的来源生动而辛酸的描写，和祖母的血泪哭诉，以及三年后在“续篇”里的旧事重提等，充分表 

明了这次“家族史”的不幸，给诗人带来了怎样巨大的创伤。

而是说，在刚刚从宏大“历史叙事”中退出来的力扬这里，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并没有成为 

支配性的，乃至唯一的元话语。所以在揭示了“恩赐贡生”的残酷压榨之后，力扬再次回到“家族史”复 

杂而诡谲的“历史真实”，继续自己的思考和写作，试图在更宏大、更复杂的诗性空间里思考人类的苦难 

问题，把“家族史”的“真实性”和“革命史”的“正当性”统一起来。后来多次改写的第六章《长毛》，就是 

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的。

正如上文所说，意识到了“家族史”和“革命史”的可能冲突之后的写作，以及随之而来的修改，充分 

说明力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对“家族史”的审视和思考，建立更有包容性的诗性话语空间，为人类的苦 

难找到“更好的复仇的武器”。

对自己的写作和随之敞开的诗性空间充满自信的力扬，显然忽略了一点:叙事之为叙事，就在于它 

必须将“历史事实”归纳成为一个“故事”，一个有自身内在逻辑的“说法”。现代性叙事的性质，决定了 

宏大“历史叙事”必须把“根源”归结为某个单一的、绝对的存在。质言之，个 人 “家族史”上的“历史事 

实”，必须在唯一的“根源”里得到解释和说明，才能反过来根据诗人找到的“根源”，推出相应的复仇

方案。

按照现代性宏大“历史叙事”的要求，《射虎者》的写作显然开始于这样一个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的 

形而上学梦想:用最终的“说法”来统摄纷繁复杂的“存在”。就像照耀万物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一 

样，叙事完成之日，也就是历史终结之时:最终的“根源”，把一切都纳入了自身。所以，忠实地叙述“家 

族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及其细节，的确可以说是力扬的现实主义艺术追求，但放在“历史”与“叙 

述”，“存在”与“说法”的关系中来看，毋宁说是“一种说法”的形而上学追求:涵盖和统摄的“历史事实” 

越 丰 富 说 法 ”的真理性和权威性，也就越强大。

但力扬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种想要穷尽所有“历史事实”的形而上学抱负，把《射虎者》的写作变 

成了无法终结的漫游。“历史叙事”要求力扬从预先给定的“说法”开始，把事先“塞进去”的“说法”，转 

化为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客观存在。《射虎者》的写作，却体现为从单一线性“历史叙 

事”中挣脱出来，极力想要穷尽“家族史”上的一切苦难及其“根源”的漫游。这种漫游，把《射虎者》带 

进了“写作的黑洞 ”。

作为开端，曾祖父一代的“家族史”，因其单一性—— 同时也是偶然性—— 而与作为“说法”的叙事 

行为,保持了最初的同一性。但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随着诗人“写作的漫游”进人“家族史”以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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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奠基在偶然的单一性上的同一性幻象，很快就破裂了。越是逼近“家族史”的“真实性”，苦难的形态 

和根源就越多样化，越难以被化约为“一种说法”。《射虎者》的写作，因此变成了一个距离现代性“宏大 

叙事”的要求越来越远，注定要随着“真实性”的增殖而解体的离散化过程。

末尾注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夜，北碚”写成的续篇《纺车上的梦》，在《诗文学》丛刊上以 

《射虎者及其家族续篇》为题发表时，被编为长诗第八章，并且特地通过正文之前的小序,宣告了诗人继 

续从事《射虎者》写作的事实。我们看到，也就是在这一章里由于他们底血汗的灌溉/由于他们底‘勤 

劳’和4忍耐’底培养”，十年之后，祖父和祖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儿子进了秀才，盖起了新房，过上 

了“小康之家”的生活，终于完成了对“赤贫”的复仇。但“家族史”上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终结。

祖母，也就是那个曾在第五章《白银》里，被迫流着眼泪，用战颤的手数出二十七个银元交给了“恩 

赐贡生”的“我底祖母”，那个“老是用微笑和仁爱去接待着这个世界”的“我底祖母”，那个虽然曾经被 

“这世界所损害”，但却执意“要用加倍的爱去报答这世界”的“我底祖母”，在第九章《童养媳》里，从“受 

苦的人”变成了用鞭打和咒骂虐待自家童养媳的恶魔，变成了苦难和不幸的“根源”。

这还不算。当“我底父亲”遗弃前妻，迎来了第二个妻子，也就是诗人的生母之后，祖母又“把所有 

的仇恨都给了母亲”。这种仇恨，让她不惜反过来，“把人生最后的爱”都给了长期遭受她虐待的童养 

媳，竭力要用“这爱去挑拨另一个仇恨”。祖母仇恨着儿子新娶的媳妇，祖父却偏爱“他底汗血所培养 

出来的儿子”。种种的怨恨交织在一起，组成了诗人自幼生活在其中的《不幸底家》，随时“充满着叱 

责、咒骂和啼哭”，随地“充满着指鸡骂狗的纠纷”。苦难的形态变了，诗人的思考和追问，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

如果“家”会给人类带来幸福 

何以我们底家偏偏是如此？

如果家不会给我们快乐和欢笑 

何以人类又把“家”字写上历史？

初看来，当力扬把苦难和不幸的根源追溯到“家”的时候，“家族史”和“革命史”之间的紧张关系， 

似乎在现代“革命史”的终极目标之下，得到了和解的可能。以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为目标 

的全球性无产阶级“革命史”叙事，完全有能力消除诗人遭遇的“家庭之恶”。因为这个更为宏大的“历 

史叙事”，把人性也当作了一种可以被改造，被完善的特殊历史存在。“根源”于人性的不完善的“家庭 

之恶”，终将随着“美丽新世界”的而来临而消失。

五 、尝试“另一种写法”

但事实上，只有预先获得了在向未来敞开的现代线性时间轴上不断后退的特权，这个更彻底，更宏 

大的“历史叙事”，才能承诺最终“彻底”消除人类社会的一切罪恶。质言之，“彻底”之所以理直气壮， 

秘密就在于它预先逃脱了“当下”兑现的现实要求，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漂浮在真实历史经验之外的空洞 

能指。而力扬的问题，却是如何终结“家族史”的苦难在自然时间链条上不断繁衍、演化和变异的增殖 

性，找到最终的“复仇的武器”。

所以，尽管他很早就参与了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伟大历史实践，但直到最后一章《我底歌》里， 

“家族史”的苦难和不幸随着时间的自然绵延不断增殖的事实，仍然困扰着诗人。“继母”对儿子们的折 

磨，和曾经折磨着祖先的贫穷一起，变成了新一代人的苦难，让诗人的弟弟们尚未来得及“替祖先复 

仇”，“自己却找到了新的仇恨”。最关键的是:这个“新”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是形态和性质的多样 

化。所以每一种“新”，都对现代性“叙事”的单一性要求，构成了新的挑战。

在这种挑战面前叙事”越抽象,越宏大，将丰富多样的历史事实化约为“一种说法”的能力越强,

147



段 从 学 论 《射虎者及其家族》的“写作”困境

遭遇到的“例外”也就越多。“说法”与“存在”之间的裂痕，也就越大。回到《射虎者》的写作上，就是: 

随着自然时间在线性轴线上的延伸，最初给定的“一种说法”，也就越是难以容纳“家族史”上不断增殖 

的苦难和不幸。祖母身上的人性善恶“二元性”，《纺车上的梦》里出现的“懒惰的庄稼汉”与辛苦勤劳 

的“我底祖父母”们的对比，以及隐隐约约闪现在《不幸的家》《我底歌》等章节里，但却最终没有被诗人 

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出来的“我底父亲”的复杂形象，都以自己在“家族史”上的真实性为根据，对“一种说 

法”的可能性，构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

为此，力扬曾费尽心力，尝试过另起炉灶，从“革命史”的角度来寻找“复仇的武器”，终结“家族史” 

上那“永久的仇恨”可能。

《射虎者》于“1942诗人节后一日”—— 即 6 月 1 9日—— “写完于陪都”。同年10月 1 8日，诗人又 

在重庆《大公报•战线》副刊发表了长达160多行的叙事诗《李秀贞—— 长诗〈哭泣的年代〉之一章》，描 

绘了出身贫穷，六岁就被卖给了南货店老板李隆盛的儿子做童养媳的李秀贞，长大后被大少爷李南 

轩诱奸，随即遭到抛弃，最终在众人的冷眼中服毒自杀的悲惨命运。收人诗集《给诗人》时，力扬将其 

改为《贫农的女儿吴秀贞—— 长诗〈哭泣的年代〉断片之一》，并在注释中，对其来龙去脉，作了简要 

的说明：

我于写成《射虎者及其家族》后，曾经写过另一长诗《哭泣的年代》，约一千余行，企图反映在封

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下旧中国农民们所遭受的苦难。但全诗中以失败的章节居多，故未全部发表。

全稿也早已遗失。这一章曾经发表于当时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因而保留了下来。①

并在末尾标明了写作时间和地点:“ 1942年夏天，于重庆歌乐山。”

结合发表时间和诗本身的相关内容来看，力扬后来添加的注释和说明，显然是可信的。考虑到“李 

秀贞”和“吴秀贞”的一字之改无关紧要，而作为“李隆盛”替儿子买来的童养媳，“吴秀贞”这个名字，也 

比“李秀贞”更合乎旧中国乡村习俗。所以这里就抛开“初版本”，用后来改订的《吴秀贞》为题。

如诗人所说，《吴秀贞》关注的,还是旧中国农民的苦难问题。写作时间，则刚好在《射虎者》之后， 

“续篇”之前。但其“写法”，却与《射虎者》截然不同。诗中人物被划分成了受害者吴秀贞，以及迫害吴 

秀贞的凶手李南轩及其帮凶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这个模式，既是叙事学的经典模式，也是典型的“革 

命史”叙事模式:“坏人/富人”是苦难的根源，“好人/穷人”则以自身的受难，向不合理的社会发出复仇 

的控诉，召唤“革命”的到来。

如果允许“大胆假设”一下的话，吴秀贞的童养媳身份及其命运，显然与“文集版”《射虎者》第九章 

《童养媳》里诗人的母亲那永远“呼喊着复仇的面影”不无关系。用甜言蜜语引诱，随后又抛弃了吴秀贞 

的李南轩，则明显指向了《不幸的家》《我底歌》等章节里含糊不清的“我底父亲”。在《童养媳》里，力扬 

曾明确站在母亲的立场，用“遗弃”二字，表达了对“我底进了秀才的父亲”的强烈不满。《不幸的家》描 

述“我底父亲”与生母的恋爱关系时，也包含了明显的不快。这种不快的程度，虽然无法与《吴秀贞》里 

满腔愤怒的控诉相比，但在“我底父亲”四个字面前，分量显然不轻。更重要的是我底弟弟们/在继母 

的嘎声的鞭挞下面”等诗行，也暗示了一个未来得及展开的家庭悲剧。

没有理由断言《吴秀贞》里的“李南轩”，就是《射虎者》里的“我底父亲”。但从解决写作难题的角 

度看，力扬其实是把无法在《射虎者》里—— 具体而言，就是在“我底父亲”身上—— 得到充分表达的复 

杂感情，移植到“革命史”叙事模式里，投射到了“李南轩”身上。随后又反过来遵照“革命史”的叙事要 

求，放大“李南轩”的“罪恶"，将其塑造成为了反动地主的“典型”。而吴秀贞，则反过来成了受迫害的 

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这也就是说，在开始《射虎者》“续篇”的写作之前，为了避开“我底父亲”等人的“真实性”问题带来

① 力 扬 :《给诗人》，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 80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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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扰，力扬曾经尝试过根据“革命史”的“正当性”要求，将“我底父亲”从“家族史”上真实的复杂存 

在，改写成了“革命史”所需要的典型人物。但遗憾也好，幸运也罢，最终的事实是:一千多行的长诗《哭 

泣的年代》，“以失败的章节居多，故未全部发表。全稿也早已遗失”。今天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吴秀 

贞》，—— 既然已经完成了“约一千余行”，“失败”二字，当然就只能是艺术上的失败。

诗歌艺术的“失败”，让力扬抛弃了“革命史”模式，重新回到了“家族史”写作模式上来。“艺术的 

正当性”，在扭转“历史的正当性”，让力扬回到“家族史”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让他重新陷人了 

“真实性”与“正当性”、“存在”与“说法”的永恒争执之中。于是很自然地，有了两年之后的“续篇”之发 

表，以及全诗“约七百余行，即将陆续发表”的预告，还有《射虎者》迄今仍然“未完成”的事实。

所以，直到最后一章《我底歌》里，诗人依然牢牢地被“那永久的仇恨”牵引着，跋涉在思索的道 

路上：

二十年来，我像抓着 

决斗助手地臂膊似地 

抓着我的笔……

可是，当我写完这悲歌的时候 

我却又在问着我自己：

“除了这，是不是 

还有更好的复仇的武器？”

这“永久的仇恨”，也始终保持在混沌未分的自然状态。它植根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曾祖父被虎 

搏噬那一刻开始成形，中间又添加了同宗“恩赐贡生”的压榨，太平天国溃兵的杀戮，可怕的传染性疾 

病，等等，最终以“贫困”的形式，定格在家族的历史上，定格在诗人的血液里，迫使诗人继续着永远无法 

终结的思索。篇幅的添加,并没有解决困扰着诗人的“真问题”：面对苦难，“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复仇的 

武器?”

理由很简单:力扬触及的，实际上是人类的生存论难题，而不是知识论,更不是简单的叙事学问题。 

问题本身的性质，注定了写作的不可能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射虎者》的“未完成”，其意义显然不只是 

刷新了流行的40年代文学“转向”论，更不只是简单地凸显了“家族史”和“革命史之间的分歧”，最重要 

的是:它撕裂了“存在”与“说法”之间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幻象，把自己变成了在线性时间轴上不断后退 

着的现代性宏大“历史叙事”空洞性的直观形式。

(责任编辑：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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