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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生存困境及其空间隐喻
——论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
“空间”书写

刘新锁

内容提要

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
“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在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空间”书写

中，其现实表征与意义指涉功能有着充分显现：有的作品记述数十年来农村人执着于“到城里去”，试图通过
地理位移实现身份转换过程中所遭遇的艰辛与绝望；有的作品关注“城市外来者”在心理层面对“象征性平
等”的激烈吁求和浪漫想象；有的作品则展现了某些在财富、身份方面已成为“城市融入者”，但由于社会资
源和资本危机导致的内在焦虑与精神分裂。由此看出，
“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和价值错位，依然是当
下中国必须正视的严峻社会课题之一。
关键词

底层文学 “空间书写” 隐喻 “乡下人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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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曾指出，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
“ 空间”事实上具有强烈的社会属
性。他在文章中提到：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
系所生产。”[1]换言之，
“空间”不仅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一种客观存在，更可能会被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网
络以及社会层级分化所界定和形塑——这在新世纪以来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有着清晰的显现。
十几年来，诸多作品都在密集书写着面目各异但主题相似的“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作品展现了新
的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下，乡下人在现代城市所产生的强烈价值迷失、精神惶惑、身份错位以及
认同危机，而这些，与他们生存环境的巨大空间转换、城市中逼仄局促的现实处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
压抑、沉闷的精神生活都有着内在联系。由作品描述可以发现，
“空间”已不只是底层群体生活和工作
的物理环境，也不仅仅是各类“底层故事”发生和展开的场域，同时还有着强烈的隐喻意义。从中折射
出的是底层群体那身处囚笼般无从逃脱的现实和心理困境。他们身心俱疲，弥漫着强烈的内在焦虑，
同时又涌动着改变现实的强烈物质与精神渴求。可以说，此类作品对底层群体生存“空间”的描述，无
疑发挥着列斐伏尔所言的现实表征作用与意义指涉功能。
[1]〔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弘志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

社 2003 年版，
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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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城里去”
的决绝与无望
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由于陈旧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与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导致了城市与乡村

之间严重而持久的不平等状态，这样的政策事实上基本取消了农村人向繁华、发达的城市进行迁移的
可能。在如何促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政府采用的是前苏联“以农
哺工”的策略，即通过大量抽取甚至剥夺农业资源和产生的利润来支持、扶助现代工业建设与发展；与
此同时，政府还为城市居民提供诸如食品补贴和免费住房、终身就业机会等各种社会福利，这些却完
全不会惠及生活和劳作在农村的农民。这样的政策迅速拉开了城市与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

展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物质精神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巨大差距。再加之农业与工业产品价格之
间长期存在的巨大剪刀差，更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强烈反差和尖锐对比更为触目。以上种种，造成了
城市居民巨大的优越感，也使农民群体在城市和城里人面前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与此相伴生的
则是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热切欣羡与向往：
“吃工资的”所享有的洁净、优逸、轻松、安闲的生活环境与方
式，成为他们这些终日“吃土的”人心中遥不可及的人间天堂。直至 1980 年代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

对农村居民的户籍控制，大量农民离乡背井涌入城市谋生，造成了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比较罕见的巨大
人口流动。但是，工作和生活现实空间的转换并没有弥合横亘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那道巨
大的心理鸿沟，更没有改变两者之间存在已久的不平等层级关系与多年造就的整体社会结构。城市
居民一如既往地俯瞰、排斥这些“闯入者”，对他们心存警惕，满怀敌视情绪，尽管他们那舒适、整洁、体
面、便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几乎全靠这些“乡下人”或者“民工”的汗水维持；而进入城市的乡下人则始
终惶恐无着惴惴不安，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危机四伏，尽管他们从事着为“城里人”所唾弃的最为艰辛、
危险的工作，拿着低得可怜的微薄薪酬，消耗着最少的城市资源。他们游走、漂泊在城市的边缘，辗转
挣扎于现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底层，备受歧视、冷遇，随时可能会遭受猝然而来的毁灭性打击。但
“城市生活”的幻影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现实中遭遇的重重困境依然不能阻遏和熄灭他们“到城里
去”的执拗渴望。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便会以悲壮决绝的意志与激情涌入都市，渴求着能够最终实
现从“乡村”到“城市”的生存空间迁移，借以完成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符号的转变——尽管
这种追求和梦想往往会在冷酷无情的现实碾压下化为齑粉。
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令人心酸、心悸的悲剧故事。小说中的农妇
宋家银，是一个精明、好强、世故、泼辣而又刻薄的女人，她长得有几分姿色因而颇为心高气傲，虽然生
于农村长于农村，却对自己的农民身份和几乎是命定的未来生活心有不甘。她近乎本能地对贫穷、落
后和封闭的农村满怀厌憎，对富庶、文明、现代的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因此与城市有关的一切都让她
艳羡不已，脱离农村“到城里去”是宋家银几十年持之以恒的终极目标，甚至成为了她近乎病态的精神
追求。正是出于过上城市生活实现城市梦想的迫切心理，她在结婚前便失身于一个有可能“接父亲的
班”，在新疆当上工人的男青年：
“她为了让他们的关系确定下来，为了让那个人当了工人后还能对她
好，她就把自己的身子给了那个人”，但没成想，这个人真的当上工人之后便无情地蹬了她，她吃了大
大的哑巴亏。为了获得心理补偿和挽回面子，她嫁给了相貌粗陋并且老实巴交得有些木讷的杨成
方。对宋家银来说，杨成方唯一可取之处便是他在县城预制板厂当临时工的“工人身份”：
“临时工也
是工。是工就不是农。是工强似农”[1]，这样她也能够在村里以“工人家属”自居并引以为荣而高人一
[1]刘庆邦：
《到城里去》，孟繁华主编《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 年中篇小说》，
〔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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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宋家银看来，只要和“工人”、
“城市”沾边，便足以满足她可怜可悲的虚荣心，也能够代偿性地
满足她对“城市”
的向往。
此后，宋家银开始了在村庄里颇为另类甚至有些畸形的“工人家属”生活。她性格争抢好胜，需要
时时注意按照“非农村”的生活方式维护自己的“身份”与“体面”，但家庭经济实力却又远远达不到这
样高标准的要求，这导致了她处于颠倒的生活状态。几十年来宋家银生活的“面子”和“里子”始终是
本末倒置的。从“里子”来看，宋家银对自己和丈夫物质生活方面要求极为苛酷：杨成方节俭到极致，
更没有任何浪费金钱的不良嗜好，宋家银对他的要求却变本加厉，
“宋家银让他带到厂里的黑红薯片
子面馒头，放得上面都长白毛了，他吃。硬得裂开了，他还吃。他连厂里食堂的稀饭也很少喝了，馏馒
头的大锅里有发黄的锅底水，他舀来一碗，就喝下去了。就这样，一个月仅仅五块钱的伙食费，他还能
省下一块”[1]；但维护家庭的“面子”方面，宋家银却丝毫不肯放松。为了能够以强于普通村民的“工人
家庭”面目示人，也为了与村里另外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属”高兰英攀比，
“宋家银在家庭建设上坚持高
标准，暗暗地向高兰英家看齐，并不是亦步亦趋，一味模仿。在某些方面，她要超过高兰英家，高兰英
没有的，她要先拥有。”[2]长期的颠倒生活方式让宋家银身心俱疲，几十年来，她的生命因此而错位和分
裂。她没有能力让身体脱离农村环境，脱离繁重、劳碌的体力劳动和窘迫、拮据的物质匮乏，内心却始
终躁动不安，从没安宁、踏实、妥帖地对乡村产生过心理认同。宋家银几十年来都没能踏上大城市的
土地，唯一的一次进北京是去解救被警察作为盲流扣押的杨成方，但为了一个虚幻的“身份”或根本无
望实现的“梦想”，她在丈夫工作的预制板厂解散之后立马赶着杨成方进城打工。当杨成方衣衫褴褛
食不果腹已沦为穿行在城市楼群间的拾荒者时，宋家银却在村里到处宣扬和吹嘘丈夫作为“老工人”
在省会挣大钱。刘庆邦小说中塑造的宋家银，是一个小处精明大处糊涂，小处清醒大处愚昧，看似方
向明确事实上却极为盲目的农村妇女形象，她几十年来从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以愚顽强蛮的精神
和努力，试图挣脱为现实所命定的生活道路；但又目光短浅见识浅陋，对社会大的局势毫无洞察甚至
一无所知，因而一次又一次地被变动不居的国家政策与时代潮流反复裹挟和作弄，费尽心机的徒劳努
力最终沦为别人的笑柄。当她最终明白自己这一代“到城里去”的愿望已成泡影之后，又把所有的希
望放在孩子身上，终致儿子不堪精神重负从家中逃离流浪他乡……。宋家银的命运遭际既可恨、可鄙
又可叹、可怜，她的执迷不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扭曲与人生价值的根本错位。但这样的悲剧小人物在
中国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土地上，其实到处生活着千千万万和宋家银抱有同样的
期待与梦想，
也面临同样命运的农村妇女。
除刘庆邦外，书写“乡下人”对城市执着向往的作家还大有人在，以至于“乡下人进城”的书写成为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现象性主题[3]。比如同为河南籍作家的李佩甫、张宇，陕西的贾平凹，东北
的孙惠芬，
“广西三剑客”中的鬼子、东西以及山东作家张继、张慧敏等等——在他们笔下，城市是农村
人心目中的“明灯”
（李佩甫《城的灯》
），象征着他们世世代代心心念念的“好光景”
（曹多勇《城里的好
光景》
），但是，他们就像根系深深扎在乡村土地上的“树”或“麦子”
（李佩甫《会跑的树》、张宇《枯树的
诞生》、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
），永远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由历史和现实原因造就的
“玻璃门”
（张慧敏《玻璃门》
）或“窗”
（滕肖澜《爬在窗外的人》
），如同看似脆弱却让他们穷尽毕生之力
也无法突破的厚障壁，使他们“到城里去”的勇厉决绝，最终换来的都是心力交瘁的徒劳和无望。
[1][2]刘庆邦：
《到城里去》，孟繁华主编《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 年中篇小说》，
〔天津〕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版，
第 227 页，
第 228 页。

[3]自新世纪以来，书写“乡下人进城”主题的作品密集涌现，引发了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丁帆、徐德明、李兴阳、江腊

生等批评家对此现象均有重要著述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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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吻长安街”：
现实与想象
心高命薄的宋家银为实现生存空间由乡村到城市的转换而殚精竭虑，几乎耗尽她半生的时光和
全部的生命活力，但梦想最终还是沦为空想。事实上，即便是她这样的人能够进入城市，也难以改变
悲剧命运。也就是说，即便他们能够头顶城市的天空脚踏城市的地面，城市容纳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极
为低矮局促；随之，精神空间也会因此日渐狭隘逼仄，最终导致心理的失衡、错位与人格的扭曲、异
化。丁帆先生将这一从乡村流徙到城市的庞大群体称为“城市异乡者”：
“他们改变了城市的容颜，城
市的风花雪月也同时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容颜，更改变着他们的心理容颜；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
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他
们出卖劳力、出卖肉体，甚至出卖灵魂，但是，城市给予他们的却是剩余价值中最微不足道的极小部
分，然而，比起在土里刨食、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生活来，他们又得到了最大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他
们在城市中是个完全边缘化的‘虫豸’，是一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是被城市妖魔化了的‘精神流
浪者’，但是，一旦他们返归乡土，就又会变成一个趾高气昂的‘Q 爷’，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统治者’，
一个乡村的‘精神富足者’。”[1]这段话精准地概括出了那些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的“乡下人”，在生存空间
转换之后面临的可悲生存境遇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畸变。近年来先后涌现出诸如荆永鸣的《北京候
鸟》、
《外地人》、
《老家》、
《创可贴》，陈应松的《太平狗》，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尤凤伟的《泥鳅》，李铁的
《城市里的一棵庄稼》等大量主题、人物、情节相类的作品，他们以“候鸟”、
“外地人”、
“丧家狗”、
“庄稼”
等意象，展现了底层群体主动或被迫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生存空间转换、位移之后，在城市流离失所、
飘零无依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他们丧失心灵归属，处于巨大的现实生存和精神失据压力之下那种惶
惶不可终日的悬浮、迷失和错乱感。
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异乡者”并不甘心默默无声地忍受这样的现实，对缘自地域和空间的差异而
造成的身份等级分化以及固化已久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他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以各种方式表达心中
的不满与拒斥。进入城市之后，尽管他们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挤占，他们也被严重边缘化；在社会
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方面，他们与城里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但他们却渴望与城里人获得同样
的自由和权利，能够不受限制和歧视地大声呼吸、发声和行动，渴望获得通畅的渠道与充分的空间来
表达、展现自己的情感需要与精神诉求。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正是一篇表达此类命题的作品。小
说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万里迢迢从云南乡下来到“国际大都市”北京谋生的打工者小江，另一个则
是他的恋人和同乡，另外一个来京打工的女孩柳翠。就空间意义上而言，相对于“祖国的心脏”、
“首
都”北京，他们的故乡——云南的昭通、富源两个县份，自然属于最为僻远的边缘地区；从社会阶层分
布来说，北京城卧虎藏龙，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社会精英云集，可谓“冠盖满京华”，这两个打工者无疑
属于社会地位最低下，最为人漠视甚至无视的卑微存在——用主人公小江的话来说：
“我不知道北京
城为啥要修这么大，大得令人目眩，也大得叫人头晕，在长安街上看望不到头的车阵，看滚滚人流，你
觉得自己就是一粒砂子，一粒随时可以被风吹走，吹走了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砂子，这个时候你看到
[2]
自己是多么卑微。”

但就是这样一名身份和内心都极为卑微的打工者小江，竟然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他要和
自己的恋人柳翠在“长安街”接吻，而这个念头产生之后便在他的心中牢牢生根无法消除，它甚至已成
为小江内心燃烧着的一团灼热的火焰。就空间的社会属性而言，现实驻足位置在高度上的提升，会影
[1]丁帆：
《
“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
〔北京〕
《文学评论》2005 年第 4 期。
[2]夏天敏：
《接吻长安街》，
〔贵阳〕
《山花》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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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的内心感觉，有时能给羸弱者以勇气，给卑贱者以尊严——小说这样描写“小江”登上天安门城楼
的感觉：
“我站在当年领袖和其它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的位置。我眼里看到的是雄伟壮观的天安
门广场，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到的是那面在蓝天下猎猎飞舞的五星红旗，在这一瞬间，我心里
真的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真的有了自豪感和自尊感。有了依托，有了一种被重视的感觉，这种感觉
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不到的，在茫茫人海里我被忽略不计，被茫茫人海淹没的感觉时刻在折磨着我，
那种被忽视被淹没的感觉是铭心刻骨的。而在这里，我俯视着茫茫人海，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建
筑，一种壮阔、开朗、自尊、自信的感觉弥漫在我胸中。”[1]从这个意义来说，小说标题“接吻长安街”，具
有了强烈的象征意味：众所周知，
“长安街”居于北京的地理中枢位置，在当代中国具有丰富政治内涵
的“天安门”城楼及广场便位于这条宽阔、宏伟的街道之上；小江和柳翠这样一对来自边远地区的乡下
恋人，两名在北京毫无话语权和象征资源的“打工者”，想要与北京的定居者一样，在长安街那“笔直宽
广”、
“器宇轩昂”和“雍容华丽”的大道上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这既意味着边缘对中心位置
的向往和占据，又象征着底层向上层位置的仰视与攀援；而在优越感强烈的都市人心中，这则意味着
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僭越和凌驾。
对都市人来说，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熙来攘往的商场中还是在幽静清新的公园里，情之
所至与恋人相拥一吻，都是自然而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如“候鸟”一般在都市中短暂栖居，付
出艰辛和血汗换取微薄报酬的打工者而言，这种想法便会是无聊、滑稽和荒唐。所以不仅在封闭、保
守、羞涩的乡下姑娘柳翠看来，
“接吻长安街”是一件让人羞耻的匪夷所思的事件，即便是对都市有着
强烈向往并已初步具有现代权利意识的主人公小江而言，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心理挑战：
“这个明晰而
具体的想法使我激动不已，这个想法使我感到震憾，想到了石破天惊、海天狂潮这些词汇。”[2]即便如
此，小江还是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实现自己的想法，因为“接吻长安街”这一行为，不仅仅是自己与
恋人的亲昵行为在空间意义上场所与环境的转变，对他来说更具有严肃的仪式性意义——这一仪式
的完成，关联着他对自己和恋人（以及他们所属社会阶层）的价值、地位、权利与尊严的争取和获得，哪
怕这种争取和获得仅仅是在内心，在象征性层面得以实现：
“我觉得接吻有各种方式，有各种地点，在
树林里、在工棚里接吻和在广场上在大街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我就是渴望着在长安街上接吻。
在长安街接吻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的人能在大街上接吻
我为什么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上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尽管接吻之后并不能改
变什么，我依然是飘泊在城市的打工仔，仍然是居无定所，拿着很少的工钱，过着困顿而又沉重的生
活，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3]
但是，小江“接吻长安街”的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因为没有和柳翠沟通好，被女友当街
打了一个大大的耳光，因此被当作流氓惨遭市民暴打；第二次两人达成了共识，为了这个重大仪式的
完成，他们经过了精心的甚至对他们来说颇为奢侈的准备，但恰巧有“外宾的车队”经过，他们被维持
秩序的人拦在了长安街外。两次失败对小江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他甚至因此怀疑这一切都是命
运的安排。由于心神不宁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差点丧命，他也认为这是命运对自己试图超越既定人生
轨迹的嘲弄与惩罚：
“我的命运大概是永远做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脱离了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根，而城
市拒绝你，让你永远的漂泊着，像土里的蚯蚓为土松土，为它增长肥力，但永远只能在土里，不能浮出
土层。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很消沉，很失落，原有的精神气儿随着两次重创散了，人訇然倒下，只剩了
个躯壳。”[4]在小说的结尾，他们的愿望最终还是成功实现了：在工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小江和柳翠成功
地在长安街头大大方方地拥吻，他们“吻得自然、吻得生动、吻得忘情、吻得激情澎湃。这已经变成表
[1][2][3][4]夏天敏：
《接吻长安街》，
〔贵阳〕
《山花》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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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成宣言，变成潜意识的具体物化，变成群体意志和愿望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也得
到了城市人的理解、认可甚至是欣赏：
“掌声热烈地响起来，掌声不光来自簇拥我们来的民工，还来自
所有围观的人”，主人公也由此获得巨大的幸福感，甚至身心都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轻灵与提升：
“我的
心被巨大的幸福所陶醉，我的灵魂轻轻地升了高空，在高空俯视北京，呵，北京真美。”[1]尽管我对小说
这一“大团圆”式的结局抱有怀疑，但还是真诚地希望作品描述的这一和谐场景能够在现实中真正出
现，而不仅仅是作家或底层群体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
无独有偶，尽管可能不会像小江和柳翠这对年轻的恋人那样勇敢或“开放”，那些挣扎生存在城市
底层的“乡下人”精神中萌生的对平等的吁求、对“高度”的向往以及对象征性资本获取的渴望，却也在
新世纪以来不少底层文学作品得以充分展现。如张慧敏《玻璃门》中的农村姑娘秀竹，结婚时坚持去
城市来一次蜜月旅行，目的就是要到以往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高楼里“待一待”；曹多勇《城里的好
光景》中的“我”，在工友埋头睡觉时，却喜欢到大街上去“数高楼”，即便是累的“天旋地转”也乐此不
疲……正如贾平凹长篇《高兴》中城市拾荒者刘高兴所言，他进入城市，是因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
别并不在于智慧上而在于见多识广，我需要这些见识”[2]——而上述对“高度”或“见识”的渴求，反映的
正是“乡下人”对自我身份平等和价值实现的激切心理需求。

三、
“床”与“地”的阶层分化
农妇宋家银或者打工恋人小江和柳翠，不管他们在空间意义上是否成功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
位移，而从社会属性上来说，他们都尚未能挣脱自己的社会阶层及身份归属：即使是业已身处都市，在
心理上他们依然是作为“异乡人”而存在。但现实中另有一些“进城者”则与他们明显不同，无论是资
源、财富的占有还是社会地位及物质生活水准，他们与宋家银、小江的差距已不啻是天渊之别。而与
城市的原住民相比，他们更为在意的是自己与“底层人”在社会层级与精神归属上的显著落差，也对自
身与“底层人”之间的空间界限保持着更严重的戒备与警惕。但从内心来看，这种紧张与警觉恰恰折
射出了他们内在的焦虑与惶恐。在一些极端场景下，甚至可能会因为居高临下的傲慢或不近人情的
隔膜触怒心理敏感的底层群体，而给自己招致严重的伤害甚至是毁灭——马步升的中篇小说《被夜打
湿的男人》，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吴竞原本是一个出身贫寒却天生丽质的女孩，进入都市后沦为房产大亨的“二奶”，拥有了巨额财
富和无比深广的社会资源，她说“在金城这块屁股大点地方，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3]。从小说的描述
来看，这绝非虚言恫吓。房产大亨年事已高且“在各地都储备着这样的女人”，因而很少在金城出现，
已解风情的吴竞却难耐寂寞。于是为吴竞及与她类似的女人提供性服务的一些公司应运而生——小
说男主人公牛二军便是这样一家“送水公司”中专为吴竞一个人服务的“牛郎”。时日一长两人相熟，
牛二军对吴竞渐渐超越了单纯的“服务”关系而暗生情愫，但吴竞却始终对他严守身份与情感的界
限。小说中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他们的每次交易都是在地毯上完成，吴竞坚决拒绝牛二军到床上为
她服务。很明显，在吴竞心目中，
“地毯”与“床”绝不仅仅是他们男女之事发生的空间，更象征着他们
各自的身份归属与他们之间地位的落差与隔阂。在肉体上，吴竞迷恋甚至依赖年轻英俊的牛二军；但
在精神上，已脱离底层生存场域的吴竞始终无法接纳“送水工”牛二军。无论牛二军给她带来多么强
烈的身体愉悦，她都不同意牛二军越雷池半步——因为，一旦上了她的床，便意味着两人不再是“服
[1]夏天敏：
《接吻长安街》，
〔贵阳〕
《山花》2005 年第 1 期。

[2]贾平凹：
《高兴》，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1 页。

[3]马步升：
《被夜打湿的男人》，
〔天津〕
《小说月报》
（原创版）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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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被服务”
的雇佣关系，
而成为两厢情愿男欢女爱的平等关系。
但信奉乡村生活逻辑的牛二军却并不明白此中道理，吴竞的这种处理方式让他渐渐心生委屈和
不满。在他看来，吴竞既然身体都被他占有了，又何必如此做作？终于，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
“到床上去”
的要求，
让牛二军始料未及的是，他遭遇了吴竞激烈的反抗与刻薄的羞辱：
每次，在地毯上，牛二军都可从半开的卧室门里，瞥见里面的那张双人床，床头雕着一
条龙，一只凤，床罩直覆地面，看起来很松软，他心想在床上做这事不好吗，干吗老在地毯
上……事情不敢往多的想，想着想着，他想出了其中的委屈：连你的人都上了，难道上不得你
的床？看她在身下牛郎牛郎心肝宝贝的叫得热烈，他便瞅空说，咱们到床上好不好，她一愣，
热烈的喊叫戛然而止，两腿一飞，
他便滚到一边了。她坐起身，厉声道：
你说什么，这床也是你上的？好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你不过是个臭送水的，老娘可
怜你，
给你扶点女人贫，
你以为你是谁？[1]
这番挫折招致了牛二军更为强烈甚至有些畸形的报复心理：
“牛二军给山丹花送水时，无论白天
夜里……进门放下水桶就往她身上扑，在白天她不肯，管她肯不肯，放翻在地毯上……有一次，她大叫
道，我身上不方便，他狞笑着说，我身上很方便。结果弄得两人腿上都是血。他找到了对付她的办法，
他下决心要把她弄到床上去。”[2]此时，无论对吴竞还是牛二军，能否将他们的性事转移位置“到床上”，
已经成为关乎他们各自身份、地位、性别和尊严的较量。在反复博弈后，牛二军终于明白：
“床是人家
男人的专利，我算什么呢，床虽比地毯只高出半米，那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钱人做这事叫做爱，没
钱人叫性交，我只配与她性交而已，既然只是性交，哪不一样，野地里，厕所里，完成就行”[3]；而吴竞也
干脆把意思说透了：
“ 一个送水工上了我的床？多难听！一个送水工上了我的地毯，怎么着也顺口
些。”[4]——很明显，这里的“地毯”与“床”绝不仅仅具有物理性的空间属性，而内蕴了丰富的社会学内
涵，各自隐喻着不同的阶层与地位！而在小说最后，
“地毯”与“床”的这场“空间战”也以悲剧告终，牛
二军在又一次试图将吴竞拖上床的努力中失手将她掐死。
与这篇小说中的牛二军和吴竞相似，陈然短篇《晕眩》中的刘手，阴差阳错闯入了城市女人卜梅的
生活并被其接纳，但两人的生活理念尤其是消费观念的截然不同，引发了刘手激烈的情感与心理反
应，当刘手从最初进入城市生活的晕眩中清醒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如同一只“圆形的装了轴心的笼
子”里的小白鼠——最终，这场男性与女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情感纠葛，同样以惨烈的悲剧告终。当
然，在两性关系背后，更为尖锐和根本的，还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现实及象征资源不平等带来的精神冲
突——李佩甫的长篇新作《生命册》，通过书写一系列“背负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遭遇，展现了“骆
驼”、
“我”、
“老廖”等这些在城市已攫取到相当资源、享受着光鲜亮丽现代生活的人，所经受的不为人
知的重重心灵炼狱——而这正是当下中国一些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成功者”
的精神缩影。
总而言之，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中，有大量作品在展现底层群体所遭遇的种种悲惨境遇之
外，也聚焦于他们生存空间的逼仄局促或“无地彷徨”的惶恐与焦虑。这里的空间绝不仅仅具有现实
意义上的“场所”或者“区域”的意蕴，更构成了对他们内心或精神困顿处境的整体隐喻。如何拓展底
层群体的生存空间，解放他们的身体与心灵，从而重新理顺、建构一种合理、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样是
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重大的时代课题之一。
〔责任编辑：
平
[1][2][3][4]马步升：
《被夜打湿的男人》，
〔天津〕
《小说月报》
（原创版）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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