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托邦”里建构“个人另类选择”幻象空间
——网络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种
邵燕君
【内容提要】
“启蒙的绝境”和“娱乐至死”构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语境和国际语境，也决定
了网络文学在价值观上整体的“回撤”姿态。“清穿”一“穿”回到启蒙前，通过消解爱情
神话的幻象而解构“爱情的主体”，从而缓解人们的价值危机和情感焦虑，形成“反言情
的言情模式”。在“后撤”的总体大势下，网络小说《间客》的逆流而上特别值得关注。小说
以幻想的方式在“第二世界”重新立法，以个人英雄主义坚持启蒙立场，在没有“另类制
度选择”的总体困境下，坚持“个人另类选择”的权利。在文学传统上，《间客》是《平凡的
世界》的延续，但在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叙述”已经“不再可能”的今天，只能在“异托
邦”里建立“另类个人选择”的幻象空间，并以此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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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 2011 年 10 月 9 日“攻占华尔街”的街头演讲中提到中国的“穿越小说” i—
—
“2011 年 4 月，中国政府禁止电视、电影、小说中出现包含另外的可能(alternatives)或
时间旅行的故事ii。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人民仍在梦想另外的可能，所以
政府不得不禁止这种梦想。我们这儿则想不到禁止。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已经压制了我们
梦想的能力。” “记住，我们的基本信条是：我们被允许想象另外的可能。现存的统治已经破
裂。我们并非生活在最好的可能的世界。但前面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面临确实困难的问
题。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但是我们要什么呢？怎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代替资本主义？
怎样的新的领导者是我们需要的？记住：问题不在于腐败或贪婪。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
这个体系。要留心的不仅是敌人。还有虚假的朋友，他们已经在试图瓦解我们的努力，以如
下的方式：让你获得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脂肪的冰淇淋。他们将努力
使我们的行动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iii
真所谓“生活在远方”。近年来深受中国理论界推崇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齐泽克居然在
反抗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羡慕中国人民的梦想能力。齐泽克的街头宣言活生生地向我们演示
了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揭示的“启蒙主义的绝境”：今日的意识形态，尤其
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需要任何谎言和借口，“保证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
值（truth-value），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extra-ideological）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 。
iv
这显然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启蒙主义假定人的理性和理想可以战胜一切卑污），因
而表现出启蒙主义的绝境：“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
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v 为什么一切变得如此明目张胆？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已经
没有“另类选择”。所以齐泽克必须在诅咒资本主义的同时申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附加的定义是“如果共产主义是指那个在 1990 年代覆灭的体制的话”）。问题是，“共
产主义虽然彻底失败了，但‘共同利益’（the commons）的问题尚在”，这在齐泽克看

来，至今仍然是人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理由。然而，奋斗的目标又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我们
不要什么。但是我们要什么呢？怎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代替资本主义？怎样的新领导者是
我们需要的？记住：问题不在于腐败或贪婪。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这个体系。”齐泽克
的彷徨是启蒙主义陷入绝境后的彷徨，而他最深的恐惧还不是醒来之后无路可走，而是
“这个体系”已经强大到让人们难以醒来，就如电影《骇客帝国》描绘的图景：我们今日生
活其中的所谓“世界”不过是机器智能（地球上的真正统治者）制作的“母体”
（matrix），所有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都是在被设定的程序里进行的，而程序之所以被设
计得如此丰富多彩，只因为唯有在复杂的思维活动中被作为机智能“电池”的人类才可以
提供高频率的能量。这是真正的醉生梦死，人类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梦想的能力。但问题是，
绝大多数人宁愿在梦想中被剥夺一切，也不愿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而怀抱梦想。
正是站在如此深深的恐惧之上，齐泽克遥想中国“穿越”。其想象中的天真成分让人不
得不感叹大师也是凡人，有不可在理性层面言说的精神幻象。在齐泽克的自然联想里，中国
的图景尚是奥威尔式的。殊不知，作为全球化体系内为资本主义提供最强劲动力的“大中华
区”主体，中国，至少是生产“穿越文学”的白领网民的世界，早已是赫胥黎笔下的“美
丽新世界”。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出版）是继齐泽克的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之后在学术界广为流行的理论著作，因其笔法通俗，影响范围更广。
中国理论界已经过了单纯追赶西方理论时髦的时期，某种理论的流行背后都有其现实动因。
和发达资本主义一样，“启蒙的绝境”和“娱乐至死”也是今日中国人深层的精神困境和
文化恐惧，只是这个“美丽新世界”更具中国特色而已。
齐泽克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任何一种真正的变革背后都必须有一套可替代性制度
的支持，否则就会演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或嘉年华会。他这里忽略的是，真正有“另外
可能”的梦想也需要“另外可能”制度的支撑，否则，禁令之下产生的很可能是更无害的
白日梦。作为资本主义后发地之一，中国也一直是世界理想的生产基地之一。最后一次理想
的幻灭正在齐泽克所说的“那个体系”覆灭的 1990 年代。但这一理想的真正死亡（也就是
齐泽克所说的“第二次死亡”，“符号性的死亡”，“幻象的死亡”）却发生在华尔街危
机之时。理想幻灭（并且是双重幻灭），问题还在，梦早醒来，却无路可走，甚至不能呐喊，
只能做梦，只能在遥看华尔街的繁华热闹和抗议热闹之余在纸上“穿越”，这就是包括
“穿越小说”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现实语境。

一“穿”回到启蒙前
中国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兴起与主流文学的衰落同时发生，其间既有生产机制的分
庭，也有审美原则的抗礼vi。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居于主流文学地位的一直是启蒙话语支撑
的精英文学，虽然其读者数量一直不敌通俗文学，但始终如一个大“超我”般傲然挺立，
牢牢把握着文化领导权。通俗文学也习惯于伏低做小，并以登堂入室为荣。因而每一次张恨
水、金庸等通俗小说大家被写进文学史，都会是一场“文学革命”。
而网络文学啸聚山林后，却不再买主流文学的帐。在经过一小段“文青”时期后，中国
的网络文学没有如欧美那样走上“超文本”的实验之路，而是被资本席卷着成为类型化通
俗文学一统天下的“快乐大本营”。“爽” vii是这里的唯一王道。对于主流文坛诸如提升
“思想性”、“艺术性”的询唤规训，网络文学的态度基本是表面应付骨子里不予理睬。之
所以如此桀骜不驯，本质原因还不在于网络文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媒介，而在于启

蒙话语解体后，“精英文学”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精英文学”的伦理基础是，揭示病痛以
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世界，让人们更好地生活更合理地做人。网络文学的回答是，既然世
界不可改变又如此痛苦，为什么不能让“我”爽一点？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
的时代，“超我”崩盘，“本我”贲张。网络文学正是一个承载白日梦的巨大容器，一个满
足欲望同时又生产欲望的“幻象空间”。特别是那些广为流行的作品，不但投射了当下中国
人最核心的欲望和焦虑，更为大量尚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弥散欲望赋形，用齐泽克的话说，
“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
象中占据的位置。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
会了如何去欲望”viii。网络文学不是通过粉饰现实而是通过生产“幻象”来建构现实，通过
锁定人们的欲望并引导人们如何去欲望，来替代已经失效的精英文学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
的。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打量“穿越小说”。虽说网络文学让一切被“新文学”压抑的旧文
类都得以复活，但“穿越小说”可算是网络文学的一大发明 ix。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网络
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为什么如此钟情于“穿越”的故事？“男穿” x的原因似乎还比较显见
（大国崛起的梦想和有关现代性制度变革的讨论出于种种禁忌的原因需要放置在一个有距
离的古代空间），那么“女穿”xi呢？为什么杜拉拉（《杜拉拉升职记》）和乔莉（《浮沉》）
们的言情故事要投放到古代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身上？为什么她们的言情和 “宫
斗”“宅斗”（折射着现代职场斗争经验）结合得那么紧密，乃至后者压过了前者？齐泽
克在谈到传统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被现代小说取代时，提出了一个特
别有启发性的洞见：要探测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变迁，最为简易的方式就是密切
注意，某种艺术形式（文学等）何时变得“不再可能”，并探讨其原因 xii。以“清穿”xiii为
代表的“穿越”言情小说的出现使哪一种传统言情叙述变得“不再可能”？换句话说，相
对于传统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穿越”言情产生了怎样的变体？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
时代精神变迁？
在“穿越”言情小说出现之前，占据大众文化言情模式主导位置的是琼瑶模式。古装剧
《还珠格格》（1997 年）可称是 2011 年初起开始接连热播的“清穿剧”“宫斗剧”（《宫锁
玉心》
《步步惊心》
《美人心计》
《后宫·甄嬛传》）的前身。如今想来，那个从天而降的小燕子实
在像个“穿越人物”，而“穿越剧”的出现使“琼瑶剧”变得“不再可能”，质变发生在
哪里？
如果我们把小燕子和若曦（《步步惊心》）做对比可以发现，她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
“改变世界”还是“被世界改变”。同是具有“假小子”性格的现代型少女降落到古代宫廷，
小燕子一直保持着她的现代品格，独立、平等、打破常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她身边的人，
无论是皇帝、阿哥还是格格，都被她影响着往现代的路上走；而若曦这个真正的现代人却越
来越古代化了，现代人的观念和做派只是让她一出场时引人注目，但很快她就调整了自己
的角色：这里的一切千古不变，即使你知道历史的结局也没有用，需要改变的只是你自己。
不能脱胎换骨，便死无葬身之地。她以现代人的智慧思考，却照古人的规矩行事，渐渐地比
古人还古人。时时刻刻地察言观色，一次一次地深得圣心，不知不觉间，皇权和男权的秩序
已是如此天经地义。小燕子之所以可以不变是因为她的世界是爱神特意为她打造的，她可以
永远天真未凿，无法无天，谈不食人间烟火的恋爱。若曦没有爱神的庇护，她的爱情只能在
铁打的现实逻辑下存在，所以她只能在步步惊心中事事算计。明知八爷将落败身亡的结局，
还不禁坠入爱河，爱不是不让人沉醉，但若曦却不得不让自己醒来。爱并不能改变八爷争夺

王位的“事业心”，不能改变他妻妾成群的现实，所谓的“真爱”到底能维持多久？有多
少爱才能让自己奋不顾身？最终，若曦遵从的趋利避害的现实逻辑，舍下八爷而投入未来
胜利者四爷的怀抱，但电视剧并没有按照以往的叙事逻辑将她指斥为势利女人，而是引导
观众认同了这一选择。言情剧本该是白日梦，受众就是想来 YYxiv的，但 yy 也是要靠一点
“信”来撑着的。热播言情剧广受认同的女主角居然不再相信爱情，这说明爱情这只股票已
经跌到怎样的谷底？
从《还珠格格》到《步步惊心》，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婚恋观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
“穿越世界”之外的现实情感剧里，从写“70 后”的《新结婚时代》（2006 年 11 月首播），
经《蜗居》（2009 年 11 月首播）到写“80 后”的《裸婚时代》（2011 年 6 月首播），演示了
根本没有所谓与“在宝马里哭”并列的“在自行车后面笑”的选项，《裸婚时代》里没有爱
情的胜利，只有少不更事的盲目和贫贱夫妻百事哀。既然童佳倩（《裸婚时代》）并没有和海
藻（《蜗居》）不同的价值观，那她们的不同也只是一个在宝马里哭一个在自行车后面苦笑。
在两剧中饰演“穷小子”的文章从卑微的男友变成卑微的丈夫，到了电影《恋爱三十三天》
（2011 年 11 月 8 日首映）里更变成了“男闺蜜”xv，男友和女友都靠不住了，能靠的只有
“男闺蜜”，“我们都爱男闺蜜”xvi的呼唤背后又蕴含了多少对亲密关系不信任的无奈。心
是越来越冷了，梦是越来越醒了，在“穿越小说”里，变化也在逐步发生。在 2004 年开始
连载的“清穿三大山”开篇之作《梦回大清》（作者金子，晋江原创网）里，“穿越”女主
与十三爷的爱情还是一对一、生死相许的琼瑶模式；到了 2005 年的《步步惊心》（作者桐华，
晋江原创网），“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已是痴人说梦；到了 2006 年的“宫斗文”
《后宫·甄嬛传》（作者流潋紫，17K 小说原创网）里，女主角甄嬛虽然也曾经在“宠”还是
“爱”之间痛苦挣扎，最后终于以“无心的狠”登上后宫权力的巅峰。受众快感从“白雪公
主”的玫瑰梦，转向“狠心皇后”的成长历程。
其实，这几部被改编成影视剧的网络小说，由于有“老少咸宜”的潜质，转型还是比
较温和的。在相对小众的网络小说内部，言情叙述模式的转型更为彻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当选 2010 年度起点中文网“年度作品”（女生频道）的《庶女攻略》（作者吱吱）。
这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只是完全没有了宝黛那一脉的多愁善感、儿女情长，
只取宝钗—袭人一路的现实精明、成熟练达。一位在现代社会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穿越到古
代一个大户人家十三岁的庶女十一娘身上，一出场便已是金刚不坏之身。现代人自由平等的
理念全都埋在心里，既然在一个嫡庶分明的时代“穿”到了庶女的身上，就认了这卑微的
出身，再审时度势按照游戏规则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她先努力使自己成为嫡母手中一枚有利
用价值的棋子，嫁入侯府后，又以古代贤妻的德行和现代律师的才干一步步赢得了丈夫、婆
婆的信任赏识，最终过上了体面尊贵的幸福生活。十一娘的“冷”冷在骨子里，虽正值花季，
却不任性、不怀春、不吃醋，严格秉承“把老公当老板”的原则，即使这个老公年轻有为德
才兼备且有情有义，也坚持让自己不动情。这“冷”的背后是戒，是伤，不动心才能不伤心
不出错，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化解严峻的生存危机。
《庶女攻略》被称为“《杜拉拉升
职记》的古代版”，十一娘一直是“白领”，情场如职场。读者也一直在“职场压力”的笼
罩下神经紧绷，直到十一娘在侯府站稳脚跟才松下一口气，才有机会以女人的心态打量一
下那个坐在“夫主”位置上的男人。“宫斗”和“宅斗”的封闭性和惨烈性把现代白领们的
生存危机提高到生命危机，生存需要降至安全需要，活命尚且不易，谈何爱情？至此，
“穿越小说”真正形成了其“反言情的言情模式”，虽然不谈爱情，却釜底抽薪地缓解了
爱情的焦虑。

爱情的神话正是启蒙的神话。即使在西方，浪漫爱情的理念，作为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并
作为理想婚姻的基础，也是 19 世纪的事。文艺复兴运动使人的世俗生活价值受到重视，启
蒙运动使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受到尊重。爱情神话的建立，与“个人的发现”有关，与“女人
的发现”有关，与“人权运动”、“女权运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紧密相连。这个神话就是，
两个精神共振的独立个体的灵肉合一xvii。爱情价值的实现构成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人）
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重要部分，没有得到过真爱的女人，基本等于白活了。因此，爱情神话
的幻灭从人类深层情感层面显示了启蒙神话的幻灭，从另一角度说，启蒙话语的解体也必
将导致爱情神话的解体。问题是，神话虽灭，欲望尚在。几个世纪以来，罗曼司、浪漫主义文
学以及各类言情小说创造的大量幻象，已经把人建构为“爱情的主体”。所以，今日人们对
言情小说的根本欲求不是满足匮乏，而是消除欲望幻象。“反言情的言情小说”的功能正是
通过消解爱情幻象、重构世俗幻象，从而解构“爱情的主体”，使人回到之前的“正常状
态”。
于是，有了“穿越”，至少有了“穿越小说”至今的走势和走向。一“穿”回到启蒙前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纲五常、一夫多妻的时代，爱情的概念还没有发明，《牡丹亭》
《西厢记》和《金瓶梅》一样属于“诲淫诲盗”的“地下读物”。婚姻只是契约，妻子只是职务，
夫妻是合伙人，妻妾是上下级，连林黛玉都要唤袭人作嫂子，还有什么气难平的？“穿”
回去，一切现代人的麻烦都化解了，知其无可奈何而“坦然为之” xviii，这是“穿越小说”
快感机制中最隐秘的内核。

《间客》：难得的“个人另类选择”
“回撤”并不是“穿越小说”的单独姿态，而是网络文学价值观的总体趋向。与“穿越
小说”共撑各大网站的另一大类型“玄幻小说”，尤其是那些打怪升级的“小白文”xix，
其核心价值观更是“回撤”到文明建构之前的丛林法则。不过，正是在“回撤”的总体大势
下，个别逆流而上的作品就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本文要重点分析的《间客》（2009 年 4 月
27 日至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共计 348 万字，与《庶女攻略》双峰并立，获
2010 年度“男生频道”的“年度作品”）。
《间客》被网站划为“玄幻类”小说，而作者猫腻xx却在《后记》中称之为“一本个人英
雄主义武侠小说”。和金庸参照世俗逻辑打造了江湖世界一样，猫腻以科幻元素在星际背景
下建构的“第二世界”也是现实世界的投射，并且因为更直接关注政治体制问题而具有寓
言色彩。
这是地球毁灭多年之后人类逃往的宇宙星空，但是铁幕依旧，专制的“帝国”和民主
制的“联邦”的对峙依旧，拷问人类的问题依旧——到底是专制—效率还是民主—自由更
有利于发展？到底是发展更重要，还是人类的幸福更重要？不过，作者的思考早已超越了
冷战式的非此即彼，而是直插当下复杂的现实。代表先进制度的“联邦”是一个数万年前就
由“五人小组”制定“第一宪章”并由此建立发展的成熟的民主制国家，但是在“宪章的
光辉”背后，历史更加古远的“七大家族”的寡头统治始终在暗处巍然不动，是“联邦”
的真正主宰。这个虚构的“联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现实中的美国，而且是金融危机之后寡
头政治浮出水面的美国。小说把叙述的落脚点放在“联邦”而非“帝国”，就使讨论的基点
超越了奥威尔的模式（这仍是目前绝大多数主流作家的延用模式），超越了“西方中心
论”的制度崇拜，与“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站在同一行列。对于同处于金融危机之下的

中国人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或许依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 1980 年代以来树立起来
的“彼岸图景”已轰然倒塌。并不是“初级阶段”才有“血和肮脏的东西”，“高级阶段”
也有跗骨之蛆。齐泽克说，民主和资本主义已经“离婚”了，离了婚的资本主义却正在中国
生机勃勃。对于齐泽克们来说，问题是有没有“可替代性制度”，抗议之后有没有路可走？
对于中国的“划桨奴隶”来说，问题是有没有“个人另类选择”的可能，不敢言是否还敢
怒？
猫腻在《后记》里说，《间客》就是“一个愤怒青年的故事”：“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但我真的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因为那些错误是如此的简单，根本不需要艰深的理论知识，
而只需要看两眼。你抢我的东西，偷我的钞票，我无罪时你伤害我，没有塞红包你就不肯把
我的车还给我，你拿小爷我缴的税去喝好酒找女人还像他妈的大爷一样坐在窗子后面吼我
这些就是错的。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而被我的家人亲人友人所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在我看来都他妈是错的。这是很原始朴素的道德，在很多人看来深具小市民天真
幼稚无趣特点，然而拜托，你我不就是小市民吗？不就是想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吗？不就是
想有不平临身时，有个猛人能站起来帮帮手吗？”
《间客》的主人公许乐就是一个总是站起来帮人一把的“猛人”，一个“自掌正义”的
侠义英雄。他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原本的梦想只是成为一家大公司的白领工程师，过
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一连串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亲人、哥们儿、女友、战友、一些
真诚帮助过他或真正无辜的老百姓在他眼前死去、失踪、被冤枉、被屠杀……就是为了保护这
一个个具体的人，为他们讨回公道，他卷入了一次比一次更复杂的阴谋、一场比一场更宏大
的战争。当然，作者也不断赋予他超人的能力（如“八稻真气”、中央电脑“第一序列”保
护对象，以及“联邦英雄”、“帝国皇太子”的身份），使他能够完成那些不可能的任务。
许乐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对非法暴力的反抗，而是对各种各样“合法暴力”的反抗。这种
“合法暴力”里有“潜规则”，有“现实理性”，甚至有人之常情。很多时候，联邦政府都
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认了，七大家族都为了家族利益最大化忍了，偏偏许乐这个“小人
物”却不认也不忍。整部作品“爽”的动力就是一个小人物的不忍，如何坏了大人物的大谋。
最大快人心的是，无论对于阴谋还是“阳谋”，许乐的反抗形式经常是非常简单的直接暴
力。他是如此的强悍，以至于可以免受敌手的要挟。因此，在实现正当目的的过程中，他的
手段也是一直正当的。最后不但人生大放异彩，也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完整，实现了那句为人
打气的豪言——内心纯洁的人前途无量（这句话出于 2005 年超女大赛，在《间客》中被题
写在帝国“大师范府”墙壁上）。
许乐并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间客》也不是一部感情用事的作品。继《庆余年》之后，
《间客》进一步进行了制度的探讨。如果说《间客》里的联邦正是《庆余年》中“自由主义穿越
者”叶轻眉致力于建立的现代民主制度，《间客》讨论的是民主制度的弊端和悖论。在不能有
一个更好的制度总体解决问题的时候，许乐反对牺牲局部的利益，尤其反对权力集团以任
何堂而皇之的名义牺牲草民的利益，这种事只要被他看见了，就一定要管。
很显然，许乐是一个道德绝对主义者。
《间客》连载的同时，流行于各大网站的“哈佛公
开课”中的“公正课”正成为最热门的课程之一，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
之争也成为“《间客》吧”里常见的话题。猫腻显然是站在康德一边的，《间客》的篇首语便是
康德那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
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然而对道德律令的理解，猫腻

其实与康德不同。在康德那里，道德律令是绝对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感性而像星空那样的超
然存在，是可以代替宗教的信仰。历史发展、自然世界都有一个善的终极目的，人的向善是
来自于人“内心的道德律令”。康德哲学产生的背景是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其思想本身就是
启蒙主义的理论基石。康德哲学对于 1980 年代中国启蒙思潮兴起的影响是巨大的，生于
1977 年的猫腻显然也曾浸淫其中。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还能有康德那般的笃信和笃定？
猫腻虽然称自己有“道德洁癖”，但也不得不承认，道德是相对的，是“此亦一是非，彼
亦一是非”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格外看重道德正义这种东西？他的回答是，因为人
类生活实在是太需要道德了，尤其是那些存在了几千年的“原始道德”（如不伤害无辜，
不牺牲不愿意牺牲的无关者，不说假话欺骗他人的利益……），“可以融洽社会关系，减
少资源分配赤裸争端，可以让我们生活的世界，不至于又变成非洲草原那么干燥”。（见
《后记》）对于许乐而言，选择“道德地生活”只为心安理得，甚至可以是“自私”的选择：
“人类社会的教育规条太过强大，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意识之中，敬老爱幼，忠诚正直，这
些道德观点就像是一个鞭子，如果碰触它，心便会被抽一记，有些人能忍，以换取金钱权
势之类的东西，我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忍，我就按照这些人类道德要求的法子去做事儿，
一辈子不挨鞭子，活的心安理得，那不就是愉悦？……我怕死，也不是什么正义使者、四有
青年，我只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喜恶，道德的鞭子生存，以寻求人生快乐的家伙。……这不是
无私而是最大的自私。”（《间客》第四卷 第四十六章）所以猫腻在《后记》中将《间客》定义
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武侠小说”，“所谓武侠就是以武道达成自己所认为的侠义之行，所
谓英雄就是坚定认为自己所做是正确的，然后不顾面前有怎样的艰难险阻，怎样的鲜血淋
漓，都会无比坚定地走下去”。
不难看出，猫腻在对许乐行为的“解说”里有很大的辩解和自辩的成分，这其实反映
了身处“启蒙的绝境”的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理论贫困和心灵不安。当平等、自由、公正、公平
这些基本理念不能获得更好的制度保障和更有力的理论论证时，只能借助最朴素古老的天
理良心建立“个人的另类选择”。或许这就是启蒙主义的“剩余能量”xxi。不过，也正是这
“剩余能量”使猫腻在“后启蒙”时代保持了启蒙主义的情感立场，在大家都“穿回去”
的时候反向而行，“虽千万人，我不同意！”（第四卷第三百八十章标题）他让心爱的主
人公以个人英雄主义申明了普通人的权利：不为虎作伥的权利，不逆来顺受的权利，免于
恐惧的权利，愤怒的权利，心安理得的权利……从而为读者打开了另一向度的“幻象空
间”。

从《平凡的世界》到《间客》：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猫腻在《间客》的后记里写道：“我最爱《平凡的世界》，我始终认为那是我看过的最好
一本ＹＹ小说，是我学习的两大榜样之一。”（另一榜样据笔者推测应该是金庸）
虽然深知《平凡的世界》在文学青年中的深远影响（甚至可称唯一一部对网络文学有重
要影响的新时期经典），但猫腻亲口这么说还是令人惊喜。许乐身上确实有孙少平的影子，
那个从底层走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xxii的大好青年。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直
对《平凡的世界》评价偏低，即使在这部书近年来以其默默传流的巨大影响力和 20 余年一直
活跃在盗版摊的生命力不断引起学界关注之后，很多人也认为真正代表路遥文学水准的作
品是《人生》。原因是，高加林是一个抗争性的文学形象，而孙少平是妥协性的。持这种观点
的研究者恐怕并不理解《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长盛不衰的真正魅力恰在于孙少平这个人物
形象的榜样力量和抚慰力量。他不是一个妥协性的人物，而是和解性的，与自己和解，与世

界和解。高加林在事业追求和道德背叛之间的矛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怨愤不平在
他这里消失了。他是“精人”、“能人”，又是最仁义的好人，“内心纯洁，前途无量”。孙
少平和高加林其实是一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都是作家路遥的自我投射，为什么几年过去
便如此不同？真正原因不是人物生活的时代变了，而是作品“写作年代”的社会背景变了。
《人生》发表于 1982 年（《收获》第 3 期），《平凡的世界》酝酿、创作于 1982 年到 1988 年
（1986 年出版第一部，1989 年出齐），这 6 年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黄金时
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刚刚实行，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农民有望过上富足的好日子，被
农村户口束缚了多年的“能人”“精人”们也有了寻求别的生活机会的可能，高加林的问
题有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正是这个“黄金时代”奠定了路遥的“黄金信仰”：聪明、勤劳、善
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如孙少
平不断获得善人帮助、大人物赏识、润叶、田晓霞等高干女儿“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
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所以猫腻说《平凡的世界》是他看过的最
好的“YY 小说”。这正是它作为经典现实主义作品最成功之处：不但创造出逼真的现实感，
还能成功地创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幻觉。
然而，现实主义的路在路遥之后就走不下去了，时代精神的变迁使现实主义这种文学
形式变得“不再可能”。进入 1990 年代以后，一方面现实主义向犬儒式的“新写实主义”
转型，一方面，“纯文学”向“个人化写作”方向停靠，整体世界观的坍塌，使任何“宏
大叙事”都“不再可能”。在网络文学方面，以“国家中心观”主导的“大叙述”（以“男
穿”为代表，如《大汉风云录》
《新宋》
《回到明朝当王爷》等），和以“个人中心观”支撑的
“小叙述”（以“女穿”为代表）始终是分裂的，要么以“大国崛起”的国家意识形态崇
拜做“帝王梦”，要么以“小时代”下的“蚁民心态”过偏安一隅的“小日子”，修忍辱
负重的“奴隶心”。二者各行其道，平行发展。xxiii
《间客》的出现终于将“大叙述”和“小叙述”重新整合起来，在世界的总体格局里确
立个人的位置和价值系统，以个人原则对抗世界法则。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荷锄独彷
徨”的巨大勇气。许乐就是这样一位“孤独地坚持”的“间客”xxiv，他虽然不知道如何去缔
造一个更合理的世界，却敢于打烂一个不合理的世界，至少拒不与之合作。这就是小说结尾
高潮处许乐面对联邦隐藏最深的敌人帕布尔总统所说的“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但也不能让这个狗日的世界改变我”（《间客》第四卷 第三百八十二章）。
在目前的网络文学创作里，像《间客》这样的逆流而上的作品难得一见，或许可称“孤
本” 。在《后记》里，猫腻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指“原始道德”，笔者注）是可以有，
应该有的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现在没有多少人愿意提这个东西，更没有几本书愿
意写那样一个人，或许是真的不讨喜而且不容易安排情节吧？”但最终他拿出了这部可能
“不讨喜”的作品，在诸多流行元素中夹杂了很多“私货”，在套用了一些桥段模式后再
做翻转。这一跳的发生固然是他多年写作内在追求的结果xxvi，也与 2008 年汶川地震的发生
（猫腻出生于四川宜宾）有着直接关系。“当法律有时候起不到保障作用的时候，比如泰坦
尼克沉的那时，比如飞机落到荒岛上的那时，比如地震的那时，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
弱小的需要别人把救生船的位置让给你，受伤的人希望有医生愿意帮助你，我们需要这
些。”（《后记》）2008 年前后，中国人和网络文学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一方面，北京奥运会
的召开使中国人更快、更强的追求达到顶点，而此前奥运圣火传递受阻、西藏事件和此后美
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以及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都让中国人重新思考，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在西方模式之外，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什
xxv

么是人类更合理的生活方式？人应该怎么活着？在成功之外，“幸福指数”成为人们普遍
关心的问题。这股思潮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就是“重生文”xxvii的流行。如果生命可以
重来一次，你打算如何生活？这其实就是猫腻在《间客》之前一部广受欢迎的“穿越”作品
《庆余年》的主题，猫腻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已经超前了。而《间客》出现后，也没有预计中的
“不讨喜”，否则也不可能被选为起点中文网 2010 年的“年度作品”。这说明那种“直接
导致”作者设计《间客》的故事和人的“无法抑制的冲动”在很多人心中都同样怀有着——
“就是想在这虚幻的世界里告诉自己，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当然，一切都只能在虚幻的世界里发生。因为只有在这里，作者才被“赋权”重新立法。
他可以赋予许乐无穷的神力，使他能以“匹夫之勇”对抗国家机器，与魔鬼周旋而不必不
择手段，无论多少次从血污中爬起，洗个澡，睡一觉，照样明朗如朝阳。猫腻在《间客》连载
前的旁白中说，“一个怯懦的家伙，写一本大无畏的小说”。没有人要求这个人物的真实性，
不会有人傻到以许乐为榜样，他不是个典型人物而是个幻象人物，他不指向乌托邦，而只
存在于异托邦xxviii。正因为在“异托邦”，他才可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在我们每天工
作的电脑里，在有名无名的愤怒中。我们可以在“间客吧”里谈论他，甚至可以和作者一起
创造他，让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只可能是以卵击石的小人物成为欢乐英雄。孙少平的故事已经
“不再可能”，好在还有许乐的故事温暖人心。

“现实一些吧，提些根本不可能获得满足的要求吧”——这条在 1968 年欧洲学生运
动中被涂抹在巴黎建筑物上的标语，当年或许表达绝望，今天则在昭示希望。人类只有在丧
失幻想能力后才会明白幻想也是一种能力，“不一样的幻想”更可能是“好兆头”。有没有
许乐这样的幻想人物存在，生活还是有点不一样吧？他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人还可能以如
此“大写”的方式存在，有些事情在虚幻的世界里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 09BZW067】
（本文的写作非常得益于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新世纪网络文学研讨课”的课堂讨论，特别是陈
新榜、陈荣阳、丁小莺、祁立、林品、江林峰、王瑶、闫作雷、石岸书、白惠元、萧映萱、张薇等人的报告和作业。古
人说“教学相长”，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尤其如此。更特别感谢经常光临课堂的嘉宾庄庸博士和吴迪女士
的高论和未发表文章的启发。诸多受教处不得在文章里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i

“穿越小说”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网络小说中最热门的文类。其基本要点是，主人公由于某种原因从其原
本生活的年代离开，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在那个时空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穿越所至的时空可以是过去、
未来或者另一个平行时空，但大多数的“穿越小说”是回到中国古代。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穿越小说是
借鉴了玄幻、科幻小说的幻想性，以武侠、历史、言情为架构，讲述当下的主人公在另一时空蜿蜒离奇的人
生经历的一种纯娱乐性质的故事文本。
ii

据中国广电总局官网公布的《广电总局关于 2011 年 3 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称：“个
别申报备案的神怪剧和穿越剧，随意编纂神话故事，情节怪异离奇，手法荒诞，甚至渲染封建迷信、宿命
论和轮回转世，价值取向含混，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对此，希望各制作机构端正创作思想，要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提高电视剧的思想艺术质量。”不过，此时只是“希望”，并未禁播。事实上，
《步步惊心》
《美人心计》
《甄嬛传》等“穿越剧”“宫斗剧”依然火爆上映。到年底各大媒体传出广电总局将
从 2012 年 1 月起“禁止宫斗戏、涉案剧、穿越剧在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的新闻。不过到本文截稿日还未
见正式公文公布。
iii

引文来源：http://www.occupywallst.org/article/today-liberty-plaza-had-visit-slavoj-zizek/ 下文中有关齐
泽克的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演讲。
iv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 42 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
v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 40 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另参阅译者序的精彩分析。
vi

参阅拙文《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南方文坛》2011 年第 6 期。

“爽”的含义很复杂，需要从上下文的语境中理解。简略来说，“爽”不是单纯的好看，而是一种让读
者在不动脑子的前提下极大满足阅读欲望的超强快感，包括畅快感、成就感、优越感，等等。更多的含义可
参考百度百科的介绍。
viii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第 9 页，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11 年 3 月。
vii

ix

“穿越”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并非中国网络文学首创，一般会追溯到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
朝》，对中国网络文学直接产生影响的是台湾作家席绢的《交错时光的爱恋》和香港作家黄易的《寻秦记》。
但只有在网络文学的天地里，“穿越小说”才形成一个文类，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模式和众多子类。目前在
各大原创网站中，“穿越小说”往往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其发展颠峰期的 2007 年甚至被称为“穿越年”。
x

“穿越”有“男穿”和“女穿”之分，其分类标准不是基于表面的绝大多数作者和受众的性别，而是基
于“性向”。“男穿”是“男性向”的，一切以男性为中心；“女穿”则是“女性向”的，即对立于传统
文学的男性视点，纯粹从女性的需求出发，一切写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女性的心理、生理需求。
xi

同上（二注合一）

xii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第 83 页，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11 年 3 月。
xiii

“清穿文”是“穿越文”的一种，专指穿越到清朝的小说，其中绝大数穿越到康熙雍正时期，女主人
公和康熙的诸位皇子间发生爱情纠葛。著名的“清穿三大山”是金子的《梦回大清》，桐华的《步步惊心》，
第三部一说是晚晴风景的《瑶华》，一说是月下箫声的《恍然如梦》。
xiv

YY 是网络文学中最常用语汇之一。YY 即汉语“意淫”的拼音字头，汉语写为“歪歪”。此语源于曹雪
芹的《红楼梦》，意指在不通过身体接触的前提下，通过幻想达到心理极大满足的行为。网络用语中的 YY
不一定和性有关，泛指一切放纵幻想的白日梦。
xv

“闺蜜”即“闺中密友”的简称，“男闺蜜”指称的是女性的男性朋友，二人关系亲密，可谈论包括
性爱在内的私密性话题，但不含暧昧的男女关系。
xvi

在豆瓣网上，第一个以“男闺蜜（密）”作为关键词的“小组”创建于 2009 年 4 月 7 日（比《失恋 33
天》网络直播贴的最初发表时间早 40 天），名为“我们都爱男闺密”。参阅林品：《男闺蜜或雌雄同体的
第二人格——论失恋三十三天中的王小贱》，《网络文学评论》（已接受，待发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
xvii

参阅【美】纳撒尼尔·布兰登：《浪漫爱情的心理》第一章“浪漫爱情的演变”，林本春、林尧译，商务印

书馆 2009 年 12 月版。
xviii

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最为基本的定义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在那里提出一个著名论断：
“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但时过境迁之后，这个定义不再适用于今日。今日意识形态
的定义应该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
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 39—40 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
xix

“小白文”是在网络文学中非常火爆尤其在“网游一代”中极受欢迎的一种文类，与其说是一种文类，
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小白”有“小白痴”的意思，指读者头脑简单，有讽刺也有亲昵之意；也指文
字通俗、意思浅白。“小白文”以“爽文”自居，遵循简单的快乐原则，主人公往往无比强大，情节是以
“打怪升级”为主，特别适合改编为网游。“小白文”自 2007 年后开始流行，代表作有我吃西红柿的《星
辰变》《盘龙》，天蚕土豆的《吞噬星空》等。
xx

猫腻，原名谢晓峰，湖北宜昌人，1977 年出生，1994 年考入四川大学，后来退学打工，2003 年开始
网络小说写作，现为“起点中文网”A 级签约作家。著有《映秀十年事》（署名“北洋鼠”）、
《朱雀记》（获
得 2007 年新浪网第四届原创文学大赛奇幻武侠类一等奖）、《庆余年》（起点中文网累计点击量超过两千
万，成为 2008 年最受欢迎网络小说之一，猫腻由此晋身为“大神级”作家）和《间客》。2011 年初，在起
点中文网首届“金键盘奖”读者投票中，《间客》荣膺“起点中文网 2010 年度作品”，猫腻名列“2010
年度最受欢迎作家”第二位，仅次于月关。2012 年初，在起点中文网第二届“金键盘奖”读者投票中，
又荣膺起点中文网“2011 年度最受欢迎作家”。2011 年 8 月 15 日起开新书《将夜》，正在连载中。
xxi

在笔者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新世纪网络文学探讨课”上，喜欢《间客》并给与其高度评价的基本
是“60 后”“70 后”，很少有“80 后”，“85 后”更少。有一位“80 后”同学说，老师之所以这么喜
欢这部小说是因为被戳中了“启蒙的萌点（网络常用语，大致可理解为“因极端喜欢而引发共鸣处）”。
我们反正没建立过这些价值，没有匮乏体验，也就“戳不中”。我想此言有理。
《间客》的粉丝和作者一样
也是“启蒙的剩余能量”过多的人。
xxii

这是邓小平 1980 年 5 月 26 日给全国青少年的题词，后被引申为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四有新人”。
xxiii

参阅庄庸：《猫腻作品：解读中国我》，《网络文学评论》（已接受，待发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

xxiv

关于“间客”的含义有几种说法，如“间”同“贱”、同“间谍”的“间”、同“中间”的“间”，我
同意“中间”的说法。许乐兼具“帝国皇太子”和“联邦英雄”两个身份，处于两国之间、两种体制之间
同时也处在“正义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对抗之间，“个人原则”与“世界原则”的对抗之间。
xxv

《间客》虽然最终被选为“年度作品”，但在“书友总点击”、“总收藏”、“总推荐”、“会员总点击”
等更具商业价值的数据上，均大败于连载时与其争锋的《吞噬星空》（天蚕土豆）。一位参加笔者开设的网
络文学讨论课的大四本科生（江林峰）在作业中写道：“《间客》代表的才是网络文学的异类，它并不是
失败的创作，但也绝对称不上巨大的成功。或许它对于网络文学发展史真的有什么巨大的影响，但至少现
在，它实实在在地败在了‘小白文’的脚下，无论是在物质实绩上，还是当今网络文学独特的美学价值
上——可以这样说，《间客》是赢在传统，输在网络。”这观点很有警醒性，提醒笔者不要把精英文学标准
强加到目前网络文学的研究中。但在“网络文学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未来方向等问题上，笔者认为，网络
文学并不是专属“网络一代”的文学，随着它原来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阵地”，它将越来越成为
一个容纳更多受众群和审美趣味的公共空间。其中，精英力量也具有合法性并必然形成新的向度。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专文论述。
xxvi
从处女作《映秀十年事》开始，猫腻就开始了生命意义的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
“怎么才能活好？”这样的追问一直连续性地贯穿在他的几部作品之中。
xxvii

“重生文”属“穿越文”的一种，特点是主人公保存着前生的记忆，在“第二次生命”中重新规划自
己的人生，弥补过去的遗憾。
xxviii

异托邦（Heterotopias）是福柯晚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王德威教授曾借用这个概念分析中国的科幻小
说，非常有启发性。按照王德威的归纳，“异托邦”指的是我们在现实社会各种机制的规划下，或者是在
现实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想象的触动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想象性社会。它和乌托邦（Utopia）的区别在于，
它不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而是有社会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互的可能。“异托邦指的
是执政者、社会投资者或者权力当局所规划出的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面所不愿
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需要治疗、需要训练的这些因素、成员、分子，被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因为有
了这个空间的存在，它反而投射出我们社会所谓‘正常性’的存在”。“异托邦”可以是监狱、医院、学校、
军队，也可以是博物馆、商场、主题公园。当然，也可以是网络文学。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

—从鲁迅到刘慈欣》，《文艺报》2011 年 6 月 3 日、6 月 22 日、7 月 11 日期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