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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埃尔·法依是法国知名的青年

歌手， 擅长说唱。 现在， 他又是法国

文坛备受瞩目的新人。 他第一次尝试

写小说， 长篇处女作 《小小国》 就入

围了龚古尔文学奖最终轮。

一部什么样的新手新作 ， 同时

引起法国文坛和非洲知识界的关

注 ？ 加埃尔·法依以亲身经历为蓝

本 ， 描写 1990 年代初 ， 主人公加

布里耶和家人朋友在非洲东部大湖

区的布隆迪经历的童年往事 。 书名

“小小国 ”， 一方面指故事的发生地

都是小国家 ， 另一方面则意指本书

是一部由孩子的视角写成的回忆体

小说 。

十岁的小男孩加布里耶， 和家人

生活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一个名

叫 “死胡同” 的街区。 加布里耶的爸

爸是法国人， 成年后前往非洲， 留在

布隆迪经营工厂。 妈妈是卢旺达的图

西族人， 为躲避战乱， 和家人逃至布

隆迪。 作者用活泼流畅的语言， 回忆

与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童年时光———

和小伙伴们偷邻居家的芒果， 家人用

打猎得来的鳄鱼烤肉， 加布里耶与法

国小姑娘萝拉的通信， 基伍湖与坦噶

尼喀湖的自然风光， 基巴拉森林中山

民的淳朴生活， 布隆迪当地的风土人

情……在作者信马由缰的笔下， 别具

一番风味。

加布里耶的童年也是脆弱、 短暂

的。 冲突的隐患深埋在这个跨越国籍

和种族结合的家庭里， 父母缺乏共同

的生活理想， 两人的结合在粗粝而凶

猛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母亲经历过

战争的创伤， 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前往

欧洲， 父亲却不肯舍弃在非洲的事业

和优渥的生活。 加布里耶看着父母隔

阂渐深， 又无能为力。

加布里耶一家人生活的布隆迪虽

然只是非洲中部一个小国， 但由于复

杂的历史地理因素， 自 1962 年以来，

经历多次剧变， 种族冲突伴随着政权

更迭不断升级。 《小小国》 的故事发

生的 1990 年代 ， 是局势最为动荡的

时期。

《小小国》 一书几乎完整地呈现

了一段复杂的历史， 小说从日常琐事

出发 ， 通过童年视角 ， 写布隆迪的

“大历史”， 种族冲突、 现代化、 公平

等等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被作者假借孩

童的天真口吻信笔写来， 产生出奇妙

的化学反应。 例如， 小说开头借加布

里耶和父亲之间的谈话， 写胡图人和

图西人间种族冲突的根源：

“为什么他们之间要打仗呢？”

“因为他们的鼻子长得不一样。”

“鼻子不一样” 这个看似无厘头

的原因， 是有渊源可溯的， 很值得玩

味 。 布隆迪是山地国家 ， 地理空间

因素对人们的活动和交往产生过很

大的影响 。 与其说布隆迪人在身份

认同方面具有种族意识 ， 不如说他

们拥有的是乡土意识 ， 即 “我是从

这片地方来的 ”。 在布隆迪漫长的历

史上 ， 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往来频

繁 ， 通婚现象也很普遍 ， 两者之间

的族群分野就变得相当模糊 ， 他们

的语言和信仰其实是一致的 。 布隆

迪现代历史上的种族矛盾， 完全是人

为塑造出来的产物。 殖民时代的比利

时当局为了操纵民意， 分而治之， 有

意制造出族群间的不平等 ， 在政治 、

教育等诸多领域歧视打压胡图人。 至

于比利时当局为什么选择扶持的是图

西人？ 玄机就在这鼻子问题上。 胡图

人个子小、 鼻子大， 图西人则身材高

瘦， 鼻子细长， 在外貌上和欧洲人种

更接近。 小说开头这段有关鼻子的趣

话， 满载着历史沉重的分量。

殖民者撤离后， 原有的微妙平衡

再难维系。 殖民时代遗留下的种种问

题， 彼此缠绕， 最终结成死结。 加布

里耶和家人夹在动荡时代的多股势力

之间。 父亲来自的法国是个遥远的地

名， 卢旺达是太外婆口中的传说， 加

布里耶面对身份的迷茫， 想寻找到自

己的归属感， 却只是徒劳。 越来越紧

张的局势没有留给他更多的思索时

间， 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直接被摆在

眼前： “那天下午， 我第一次如此深

刻地体验到这个国家的现实。 我发现

了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满满敌意 ，

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战争无需

我们邀请， 就自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敌人。 我伴随着这段历史出生。 它正

从我的身体上流淌而过。”

以非洲种族冲突为主题的文艺作

品不在少数 ， 也曾有人用二战时期

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来和它做比 。

此类主题相关的创作 ， 很容易进入

辛德勒式 “拯救-被拯救 ” 的叙事套

路 ， 但 《小小国 》 的作者志不在此 。

作者着眼于战时琐碎的日常生活描

写， 他以男孩生活的街区为圆心， 从

那里打量大历史的动荡激流， 打量当

地社会结构的断裂和缝隙。 这种毛细

血管形式的微观描写， 展现了动荡时

局下无所适从的普通人最真实的感

受。 作者以碎片化的方式， 用一架显

微镜 ， 从另一维度接近了历史的真

实。 他沉浸于一时一地的当下体验式

写作， 在文本中重现一个十岁左右的

孩子 ， 面对战争 、 种族冲突 、 身份

认同等问题所能真正产生的感受 。

在书中 ， 加布里耶在恐惧的驱动下 ，

跳下高处的跳台 ， 他想通过冒险证

明自己对身边的事物仍有控制力 ，

但这个行为除了从侧面折射出他面

对动荡时代的脆弱和无助 ， 其实什

么都说明不了。

作为一部小说处女作 ， 《小小

国 》 能入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最终

轮的评选 ， 凭借的并非写作技术的

纯熟 ， 加埃尔·法依是从自身独特的

生命体验出发 ， 用叙事说明 “事实

的对立面并不是谎言 ， 而是另一种

事实”。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

迟子建的 《候鸟的勇敢》， 无论从
书名还是内容， 初看都有自然文学的气
息， 读者能感受一种来自梭罗或爱默生
的气息。 不过， 前者毕竟是随笔， 迟子
建写出的是故事 。 在小说里 ， 没有人
情、 人事参与的风景描写， 是缺乏意义
的， 迟子建的态度也如此。 长久以来，

我们太过纠结自身生活的 “私情”， 忘
却了社会之外， 还有自然； 人类之外，

还有其它物种。 小说应当重新审视社会
和自然， 人与动物界的关联。

《候鸟的故事》 就存在这样一种双
重叙事： 一面是世情世相的描摹， 另一
面是自然物种的象征性和声。 这部延展
很长的 “中篇”， 犹如八宝楼台， 故事
的每一层级， 每条复线， 都有不同维度
的精神映照。 这个文本中囊括了各种元
素， 既有职场、 市井的世俗脉络， 辅以
出家修行的观照视角， 又有欲念浮动的
禁忌之爱， 对仗野生动物的抒情隐喻。

小说的主线并不复杂， 但是缭绕共生的
“意义森林” 却又如此繁密。 故事源于
一个还愿的 “母题 ”， 犹如白蛇报恩 、

黛玉还泪似的设置。 主人公张黑脸并非
无缘无故就变得痴傻。 他之所以死心塌
地服务候鸟管护站， 是因为曾经路遇老
虎， 被活生生地吓傻了。 一只东方白鹳
保护了他， 让他有了报恩之愿。 其它故
事支流也从这个源头里， 流散成型。

张黑脸的痴傻可笑， 呆话连篇， 蕴
含了一种有如原始智慧的 “巫言”。 那
种笨拙之后的诗性 ， 是切近自然的真
朴。 女儿结婚遇上暴雨， 他却说 “闺女
多有福气啊， 她成亲， 老天都出动了，

劳神费力打闪电 ， 那不是给她放焰火
么。” 迟子建设置的人物身份， 就像是一
种 “魔法 ”： 当张树森成为 “张黑脸 ”，

他从市井世界走入 “神性世界”。 当他与
德秀师父产生欲望关系后 ， 再一次被
“唤醒” 了。 他要做回张树森， 象征着一
种归来和复位。

作家笔下的瓦城是一个充满烟火气
的 “市井空间”， 联系了各色人等： 生意
人、 观光客和官员。 周铁牙的故事， 是
靠 “回城” 串联起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
的隐秘关联。娘娘庙，则是一个置身世俗、

却总被外界烦扰的 “象征空间”———庙里
尼姑都有些勉强 ， 云果师父欲望暗涌 ，

想方设法地想和石秉德暧昧， 德秀师父
则是婚姻不幸 ， 背负污名的苦命女
子 。 出家对于她们而言 ， 只是一种
“讨生活 ”。

即使是候鸟管护站这个看似纯粹的
“自然之境 ”， 也被浑浊的私欲所包围 、

渗入和侵蚀。 站长周铁牙以保护之名做
猎杀之事 ， 用野生动物打通 “人情关
系”。 石秉德尽职尽责筹建候鸟研究站的
真实初衷， 是一番好大喜功的谋略。 他
的接替者曹浪， 则是自卑、 忌妒和怨恨
的复合体， 将人事上的不满全都发泄在
候鸟上。 检查站的老葛， 包庇了周铁牙
偷运野生动物的罪行， 却录像存证， 借
此讹诈一笔。 这种黑吃黑的设计， 将人
性的丑陋撕裂得透彻异常。 “两个卑鄙
的人相遇， 会有心照不宣的快乐， 因为
没有什么东西， 是怕放在阳光之下的”。

迟子建写 “老葛”， 抓住了 “可怜的
可恶”、 “平庸的丑陋”、 “不平衡的破
坏欲”， 这是很多小人物的人格共性。 周
铁牙对权贵者的复杂情绪， 也像瓦城平
民对 “候鸟人 ” 的心态 。 所谓候鸟人 ，

就是那些夏来瓦城避暑、 冬来南飞避寒
的人， 他们有钱有闲有特权。 留守人与
候鸟人之间的分化、 区别， 使瓦城显得
浮躁不安。

迟子建利用一次巧合 ， 一种谣传 ，

附会了一个 “候鸟神话”。 周铁牙将捕来
的野鸭卖给饭店， 不久， 瓦城爆发了禽
流感 ， 这让吃过野味的人 ， 如坐针毡 。

邱老 （局长父亲）， 饭庄老板庄如来， 都
得病而死， 他们并非死于禽流感， 但谣
言不胫而走———“这两个人的去世， 让那
些平民窃喜 ， 他们相信是候鸟杀了他
们。” 人们开始虚构关于候鸟的神话———

它从怕热怕冷的孬种 ， 变为正义使者 ，

勇敢地铲除不平。 看似插入的寓言叙事，

却直指主题： 瓦城人更愿意相信自然和
人事的感应， 建立一种因果有报的道德
训诫。 哪怕它是虚构的。

张黑脸和德秀的恋情又与另一个候
鸟故事形成了交响。 一对东方白鹳在娘
娘庙里搭巢， 其中一只不幸受伤， 不能
随配偶南飞 。 它在张黑脸照顾看管下 ，

终于振翅而飞。 张黑脸和德秀， 也从朦
胧情感的隐而不发， 变为突破禁忌的肉
体之爱， 渴求在自然中灵肉合一。 他们
开始为爱负罪， 甘愿为对方受罚， 就像
心中烙下了霍桑笔下的红字。 张黑脸守
候白鹳， 与他等待德秀还俗结婚， 形成
了美妙呼应。 候鸟的勇敢， 也是二人的
勇敢， 那就是大胆逐爱， 这是全书最为
高贵纯一的亮色。

然而， 迟子建正是在结尾处， 给原
本隐喻和谐的候鸟爱情， 来了一个反高
潮的 “尾音 ” 。 东方白鹳其实并未飞
走， 它和配偶没能逃出暴风雪， “翅膀
贴着翅膀 ， 好像在雪中相拥甜睡 ”。 这
是否也象征张黑脸和德秀的终局呢？ 作
家只是暗示， 他们在风雪里迷失。 迷失
比死亡更具力度， 因为他们要永远探寻
自赎之路。

（作者为书评人）

正猛烈冲击票房的 《西虹市首

富 》， 和 《夏洛特烦恼 》 《羞羞的铁

拳》 三部电影绑在一起， 被视作 “开

心麻花” 同一风格的系列喜剧。

三部喜剧都先有某个设定， 然后

再引出故事， 设定巧妙不巧妙显得尤

为重要。 “开心麻花” 拿捏得是否精

准呢？ 《夏洛特烦恼》 玩穿越， 如电

影主题歌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所

唱， “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 换个人

当主角， 爱情就会天荒地老？” 第二部

《羞羞的铁拳》 讲男女交换身体， 光看

片名便猜出八九 ， “羞 ” 和 “铁拳 ”

有反差萌， 男人娇羞则是喜剧的旧梗。

第三部 《西虹市首富》 设定为一夜暴

富， 如果给你十亿， 让你一个月内花

光 ， 你会怎么做 ？ 电影因假设而生 ，

接下去 120 分钟是对假设的推演、 对

提问的回答。

梗不新鲜， 却行之有效。 卓别林

早已经替大家总结过： “剧场最早学

到的事情里有一个就是大众作为一个

整体喜欢看到富人遭大罪。 原因当然

是因为这世上 90%的人是穷人， 都暗

地里痛恨剩下那 10%的富人 。” 穷人

发迹， 是愿望； 富人遭殃， 也是愿望。

这两点交织在 《西虹市首富》 中， 难

怪观众格外激动， 网友调侃： “终于

有机会体会到王思聪的辛苦。” ———十

个亿，对多数人来说，想象不出多少钱，

只是数字； 但 “如果我有了钱……”的

假想 ， 却几 乎 在 每 个 人 的 脑 中 翻

滚过 。

切入点算准， 那作为电影， 应该

具备的要素： 故事和人物呢？ 以这两

点作为衡量标准 ， 仅在 “开心麻花 ”

系列电影内部做一个比较， 《夏洛特

烦恼》 最好， 《西虹市首富》 最差。

“开心麻花” 的故事从第一部开

始就备受质疑， 但 《夏洛特烦恼》 依

旧有相对清晰的故事线： 废柴男穿越

回过去， 重设人生， 追不敢追的校花，

扳倒学霸， 变身歌星。 人生起伏让他

认清了最爱自己的人究竟是谁， 用这

一过程构成人物的成长与自省。

《西虹市首富》 几乎把故事丢光

了， “如何在一个月内花掉十个亿”，

整部电影沉溺于穷凶极恶地展示穷人

一朝暴富， 以 “用光钱” 为重要且唯

一重要的目标时 ， 会做出何种跋扈 、

荒诞、 低级的举动。 主人公王多鱼从

头到尾没有任何变化、 发展， 片中事

件也只为了进一步加深其 “庸俗” 观

点： 我因穷备受侮辱， 若我暴富， 我

必侮辱他人。

从第一次 “挥金如土” 的桥段到

第 N 次 “挥金如土” 的桥段， 观感只

会趋向麻木。 其中 “足球赛” 这一线

索因疯狂加塞的小段子变得可有可无。

相比之下， 《羞羞的铁拳》 起码没忘

了 “拳击 ”。 运动最易激励人心 ， 但

《西虹市首富 》 的球赛从高潮沦为鸡

肋， 因缺乏铺垫， “懒散” 的球员只

好靠肉身挡球， 最后是用下体挡住了

射门 ， 把对方进球数控制在个位数 ，

球赛变成尴尬闹剧。

喜剧究竟是什么？ 我们期望的喜

剧是什么样？

最常听说到的一句话： 能让我笑

不就行了嘛。 只为好笑吗， 只是段子连

接吗， 那为什么还要以 “电影” 形式

呢？ 那不就和饭桌上推杯换盏讲几轮笑

话一样吗？ 《西虹市首富》 所运用的笑

点和段子依旧停留在 “饭桌” 层面。

史上第一部喜剧电影便是一个搞

笑场景： 浇水工人不知有人故意踩住

水管捉弄他， 正当对水管不出水一筹

莫展时， 恶作剧者突然抬脚， 水洒了

工人一脸。 1895 年的观众看得哈哈大

笑， 又拍巴掌又拍大腿。 电影发明百

余年后， 我们还停留在看别人笑话的

阶段， 或看生活窘境的再现吗？ 卓别

林将笑点和故事结合， 笑点经过铺垫，

最终体现在故事层面的， 并不只有简

单的滑稽动作。 刘别谦的 《你逃我也

逃》 依靠了精妙的场景调度， 将喜剧

冲突发挥到极点。

也许我这么说没太大说服力， 那

么 17 岁便成为 “段子手” 的伍迪·艾

伦的话也许能听一听。 伍迪·艾伦透露

高级喜剧的秘密： 电影中好笑的东西

并不是段子、 包袱和笑料本身……合

理的笑料产生在人物的性格当中。

这又是 《西虹市首富》 中的另一

个问题： 故意矮化、 扁平化人物。 之

前 《夏洛特烦恼 》 已显现这一缺陷 ，

《西虹市首富》 则加速退步。 片中的模

板人物在各类影视剧中出现千次百次，

观众轻而易举就能猜到后面可能发生

的反转， 比如， “教育家” 为钱甘做

大喊 “王总好 ” 的园丁 ， 道貌岸然 ，

奴颜媚骨。 同样是配角， 《夏洛特烦

恼》 中的 “大春” 起码有几场戏展现

他的另一面 ， 比如 ， 他对马冬梅说

“你不要以为我傻”， 因为他看穿马冬

梅始终爱着夏洛， 但为了婚姻装傻充

愣， 当夏洛提出让他将马冬梅让给自

己时， 他愤而给了夏洛一拳。 这里并

非简单表现 “傻” 来逗笑观众。 但到

后一场戏， 马冬梅和大春翻墙去医院

探望夏洛， 两人爬窗， 大春不小心摸

到窗边的仙人球 ， 惨叫着跌落下去 ，

这一设计再一次削弱整部电影的观感。

《西虹市首富》 除了见钱就屈膝

的所谓 “教育家”， 还有因为几朵烟花

就欣然接受咸猪手的女主角， 有富人

穷人面前两副面孔的领班……在展示

挥金如土、 胡吃海喝的时候， 作者拼

命调动想象力， 最终结果依旧是， 大

口吃龙虾大口吃人参大口喝拉菲， 大

胆调戏服务员， 大声叱责服务生， 大

方承认自己宁为富人一条狗。 这都是

毫无掩饰地显示主创究竟站在什么立

场讲这样一个故事、 开这样一种玩笑，

究竟是得意洋洋， 还是讽刺、 调侃或

反省 。 有句台词用在此处是合适的 ：

“只有一种病， 穷”， 又或者说， 贫穷

限制了想象力。

《西虹市首富》 剧本改编自 1985

年老片 《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 但它

失掉其中重要的部分， 就是一个月内

花光了巨款， 在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亿万富翁迅速不名一文， 这其中会遭

遇人间百态， 有人跟红顶白， 有人雪

中送炭。 《西虹市首富》 呢， 直到电

影最后一秒， 都在为自己庸俗的小聪

明沾沾自喜。

（作者为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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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视角”下的非洲当代“大历史”

法国青年歌手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小小国》 入围龚古尔文学奖最终轮
引发法国文坛和非洲知识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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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麻花”系列电影也许正在创造国产喜剧片的纪录
但《西虹市首富》《羞羞的铁拳》和《夏洛特烦恼》都是失格的

小聪明不能成就高级喜剧
陈惊雷

◆仅在 “开心麻花” 系列电影内部做一个比较， 《西虹市首富》 是最差的。

◆只要好笑就行了？ 只要会甩段子就行了？ 那不就和饭桌上推杯换盏讲笑话一样了。

◆电影中好笑的东西并不是段子和包袱， 合理的笑料产生在人物的性格中。

左图 《西虹市首富》， 右上 《羞羞的铁拳》， 右下 《夏洛特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