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วพิากษ์เร่ืองสัน้ขนาดสัน้ของเจิง้ยั่วเซ่อ* 

  อรชพร  เอีย้มสกลุ**  

บทคัดย่อ 

           เจิง้ยัว่เซ่อคือนกัเขียน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 าเร็จในชีวิตบัน้ปลาย 
ปรากฏขึ น้ ในแวดว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นัก เ ขียน จีนในประ เทศไทยสมัยศตวรรษ ท่ี      
                                     เร่ืองสัน้ขนาดสัน้           เร่ือง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ชีวิตท่ีผ่าน
มาส่งผลต่อข้อมูลใ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เขา ดังนัน้จึงท าให้เร่ืองสัน้ขนาดสัน้ของเจิง้ยั่วเซ่อมี
ลกัษณะท่ีโดดเดน่ในแวดว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นกัเขียน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เขาไม่เพียงแต่
เก่ียวข้องถึ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ทัง้ยงัผสมผสานการด ารงชีวิตในสงัคมของเมืองไทยอีกด้วย ท า
ให้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เจิง้ยัว่เซอ่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ลกึซึง้และมองเห็นถึ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แตล่ะยคุสมยั 
           ผู้วิจัยเร่ิมงานวิจัยจากประวัติส่วนตวัและ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ผู้ประพนัธ์   โดย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
ศึกษาถึงท่ีมาของแนวคิด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ซึ่งมีอิทธิพลทางสังคมและใช้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ฝงจาก
แนวคดิดงักลา่วเพ่ือค้นหาศลิปะอนัเป็นเอก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ประพนั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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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郑若瑟微型小说的意蕴 

叶文秀 
 

摘要 

郑若瑟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泰华作家。在泰华微型小说崛起的20世纪90年代

初期，他积极参与，并相继创作了400多篇的微型小说。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为他

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而使他的小说在泰华作家的作品中也独具特

色。他的小说不但涉及中国内地的内容，而且融合了泰国的社会生活，因此他

的小说也具有了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意蕴。 

本文从作者本人的生平和文学创作入手，目的是研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

想的启蒙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意义。并通过所体现的思想内涵来展现作

者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高深的语言艺术造诣。 

 

关键词： 郑若瑟  微型小说   泰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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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是以20世纪90年代初，司马攻先生的一篇《探亲奇遇》

为标志的。司马攻先生的振臂一呼，得到了泰华文学界新老作家的积极响应。从而在

泰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微型小说创作的热潮。郑若瑟先生就是在这股创作热潮中涌现

出来的一位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在十几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共创作了400多篇微型小说，而且还出版了多本微型小说集。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向文学高峰攀登的脚步，依然勤奋笔耕，努力开拓进取。我

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之下，他的微型小说创作将会登上另一个新台阶。 

郑若瑟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泰国的。他年轻的时候，生活在中国内地，

人生比较坎坷，从中学时便喜欢文学，却由于各种原因，一直不能如愿以偿。不过，

生活的苦难也为他积累了一笔难得的财富，锻炼了他的洞察力。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

作打下了良好的生活基础。移居泰国后，他积极调动以往的生活积累，并融入新的生

活感悟，为微型小说创作开创了新的思路，成为泰华文学界中一朵绚烂多姿的奇葩。 

 郑若瑟的微型小说创作题材广泛，意蕴丰富。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下几方面。 

 

一、文学作品多以内地生活经历和见闻为主，揭示不同的人性。 

    

郑若瑟在两个国家的不同的社会生活，使他遇到很多不同的性格的人。特别是在中国

出生的时候，当时他的母亲让奶母代养，至三岁他才能回家。奶母自己也有一个女婴

，比郑若瑟大一个多月，奶母总会让自己的女儿吃饱以后，才让他吮吸有限的乳水。

他总是吃不饱，到三岁回家时，瘦弱不堪，立刻又染上天花病。虽然那时候郑若瑟还

不懂事，但是长大以后回头看才知道“人性都有私心。” 

郑若瑟45岁才来泰国，后来做珠宝生意。虽然他45岁来泰国才开始写作品，但由于他

做生意，有机会遇见接触不同类型的人。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写到泰国的社会

生活。 

郑若瑟把自己的经历以及见过的很多人不同性格的人的故事写到他的微型小说中

去，尤以表现内地的题材为人称道，为泰华文学创作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像《女篮

六号》、《拔牙记》、《廿四寸口》、《金耳机》、《她是谁?》、《换人》、《风时

雨为媒》、《你知道他的叔父是谁?》等很多篇文学作品都是内地生活的折射。这些小

说主要反映了潮汕地区的社会生活，或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或讽刺人性的恶浊，或

对好人寄予了同情，或对恶人给予嘲弄，或者侧重对人生坎坷的表现，或者着重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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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谑人生趣事。所有这些都浓缩在短短的篇章之中，或褒或贬，从不同的角度，描绘

着社会和人生。 

郑若瑟在小说里面揭示中泰社会的人性，他用微型小说的文体形式反映时代生活

的嬗变与转型，揭示人性深层的心理和意识，这一横一 

纵，使得他的作品很好地发挥了微型小说的文体，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新鲜的艺术话题

。 

像《女篮六号》主要描写了一个女篮球队的教练，曾经与六号女篮球队员相恋，

但是当时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而未能共结连理。时过境迁，人生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某天在泰国的餐厅中，他竟与当年恋人的女儿相遇，这使他悲喜交加，不胜唏嘘。 

《拔牙记》主要写了一个以造反起家的牙科医生，凭借他的根正苗红，工作马马

虎虎，从不负责，以致将患者的好牙拔掉的故事。 

《你知道他的叔父是谁?》中主要写了一位马院长在深圳住院病危，“我”和朱局

长都想去探望，但一时办不成边防证，十分为难。可是朱局长的司机却坚持闯关。在

边防站司机把朱局长的名片给边防民警看，并说：“你知道他的叔父是谁吗?”民警望

车里看了看，见有一位酷似朱总理的人，就放行了。这是一篇带有黑色幽默味道的小

说，它能使读者从冷峻和喜剧式的笑声中，领悟出某种含蓄的意味来。《她是谁?》、

《奇案》、《请猫守鱼》、《占便宜》、《待月西厢下》等作品，故事内容多取自现

实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事情，这些平淡无奇的事情一经作者的提炼加工。立刻变得鲜活

而富有情趣起来。甚至还有的带有黑色幽默的味道，读了之后，不仅会让读者忍俊不

禁，而且还会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从郑若瑟的作品来看，他不是只在一个极狭小的范围写一点自己感怀，因为他塑

造的人物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又有不同的性格。人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要创

造一些典型。郑若瑟不仅仅写以前的内地生活经历，也写现实泰华社会的情况，还写

华人回中国探亲生活。应该说每一位作家塑造人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例如从生活

中提取真实的人物形象，通过一定综合的方法使他成为小说人物。这种方法已被千千

万万个作家使用，那么便肯定有我们可以共同借鉴的东西。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

，也许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人物伴随你漫长的生活同你一同生长；有的人物是

生活中偶然的插曲，是即兴的人物；有的人物是有原型的，有家族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的特征；对于不同人物，作家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还有众多的人物没有现实依据，

他是一种意象，一种幻想，一种偶然的触动，处理方式又不一样了。郑若瑟的四百多

篇微型小说作品，也就有了几百个不同性格的人物。由于微型小说体裁和篇幅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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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能借助广阔的背景和复杂的情节来，深刻地揭示不同的人性。但是从他的作

品来看，郑若瑟微型小说的人物性格非常明显。 

郑若瑟运用在身边真实的社会生活,创作了许多揭示人性自私性的微型小说作品

。小说《奇案》就集中表现了这样一对夫妻： 

 

“医院检查结果，我们没有孩子，是兄巫有问题。”她红着脸，声音放轻

，吞吞吐吐说：“你要发誓，不可告诉别人，兄巫跟我共商要请你帮忙。” 

 

巫壮跟妻子的想法不同，巫壮专程到钟捷家拜访，请求为他做传宗接代的勾当。钟捷

对巫妻早已有猫儿意，送上门来的肥肉，正中下怀，满口答应。作家塑造四个自私人

。郑若瑟创作这篇微型小说只用数千个字，就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四个人物自私的本

质。在微型小说的结尾作家还有意让读者看到他们得到的可悲结果。因为他们只顾自

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的感觉，虽然在小说没有写到真实的结果，不过我们可以猜得到

，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跟家庭的关系应该是松弛了，与长辈之间没有信任了。 

    

《过期的试心》叙述的是正在准备结婚的恋人的的故事，男人要试探女人的真心，结

果知道了女人的自私心理。故事讲有一天男人说自己被学校撤职，需要回家当农民。

这一话题一进行，作家就揭开了现代社会的人性的伪装： 

 

  她摇头丧气，眼盈泪水，把偎在他胸前的娇躯移开。脸背着他，无可奈何

泣道：“看来，我们婚期得延期了。” 

“为何？” 

“你下放了，去当下等农民，叫我如何见得人！” 

“你不是说，要帮我，支持我吗？” 

“别的可以商量，嫁个农民，体面何存！”“你要原谅我，我虽然仍深爱你

，但现实上，我受不了同庚朋友的讥笑；受不了邻里亲友的看轻、看低。” 

 

    

女人一说出来，就让人感到了她的“自私心理”。郑若瑟不仅叙述恋人之间种种行为,

也揭示了现代人扭曲的人性，他们只看重的是金钱、职业、职位。虽然郑若瑟揭示的

是社会中小小的问题，但是给读者留下许多观察和思考的角度。 

此外，小说《气功大师》获得过中国华孚杯微型小说大赛的佳作奖，小说讲述一

位从中国四川来的祖传气功大师，好几天都在华文报纸登载带有广告性质的气功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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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到了开始行医那一天，很多老年人都来参加，还有个“名人”当翻译。大师讲

话了，以香港电视剧的镜头证实气功治病的高效，当然也不忘把自己治疗过的实例，

谦虚地夸张一遍。他反复强调自己的气功本领是祖传的，祖上告诫不求名利，只为人

民服务。作家写到这儿，读者会认为这位大师是有仁道的人。直到后面作家才开始揭

露大师真正的品格。最后作家以阿猪嫂与登记员的谈话作结局，表明她已经被骗了。 

赵朕在其著作《尺水兴泼的情愫—

郑若瑟微型小说选评》中，这样评析《气功大师》：“这篇小说写得含蓄，留有空白

，恰如中国画技法的‘计白当黑’一样，不是面面俱到地一览无余，而是给读者留有

思考、联想、发挥、创造的余地。有的情节是引而不发，让读者去思考、想象，给读

者留有反刍、咀嚼的余味。”赵朕提到《气功大师》“写得有含蓄”，的确，这篇小

说的含蓄就是作家要表达人的自私，大师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特别是病人，

他们都希望要治疗自己的病，后来知道被骗，他们都会失望。郑若瑟微型小说中揭示

自私的人性还有《目的》、《魔地》等。 

郑若瑟在作品中除了揭示人的自私性外，他还经常写到女性形象，表现她们的忠

诚。古代泰国女人都要对丈夫忠诚，如果有谁离婚后再婚，那个女人就会被社会其他

人看不起。虽然现在人的看法改变了很多，女人大部分喜欢独立地生活，她们都可以

养活自己，但是实际上在泰国社会很多人还相信女人是性格软弱，难以独立的。郑若

瑟在微型小说中所揭示的女人人性大多是她们好的一面。 

另一篇小说《柔》中的女佣，为人忠诚，具有聪明机敏的性格，还有道德责任感

。她不愿意破坏别人幸福的家庭，也不想伤害主人的面子，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

的计策，最终解决了问题，也使主人夫妇能够继续美满幸福的生活。 

郑若瑟的微型小说艺术成就在于他不仅写出时代表面的剧变和生活表层的喧嚣，

而且他还向人性深处掘进，展示了那些很富有概括性的“人性善”与“人性恶”，以

及这些人性善、人生恶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心理根源，当然，郑若瑟的这一批揭示、概

括人性深层内容的作品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 

 

二、对中泰民族风情的展示 

郑若瑟是比较专力于创作微型小说的。他也是其中的潮人作家，虽身在泰国，但

对潮汕家乡的感情很深，写的微型小说，很多篇幅反映了潮汕人的生活和精神风貌。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少作品展露了中泰民族风情。这段时期，潮人作家大多喜欢创

作都市文学作品，经常揭示都市生活以及都市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面貌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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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郑若瑟的微型小说不少有中泰文化的题材，特别是华人回中国探亲和作家在

中国的经历，往往把中泰文化融合在一起。 

风水是一门术数，不管哪个国家，都有一些人相信。中国和泰国互相交换如指“

风水”则不妥。虽然在泰国的华人都相信风水，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已经接受泰国的佛

教文化了。他们都去寺庙拜佛，参加泰国重要的节日等等。泰国人到春节的时候，也

有拜神的活动，特别是泰国人建房子，他们都喜欢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这些文化就

是中泰文化的交流。郑若瑟的作品就反映了泰国的社会生活，揭示了华人和泰国人对

风水等术数的迷信。作家在《风水先生》这篇小说中就讲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

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和影响。郑若瑟的另一篇小说《弃婴》，则是讲述了一个叫柄镇的

人对八字命理信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反被其迷信所害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有力

的抨击和讽刺了算命这种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对人们的危害。 

    

《炼》是一片展示华人生活的微型小说。在小说中作者虽然歌颂儿子和媳妇的诚恳、

勤奋，但是我们从小说中还可以看到华人的勤劳，华人教诲孩子的方法，以及泰国人

对华人勤劳简朴的赞美。 

    

从《炼》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中国人来到泰国都很辛苦，但是因为他们的

勤劳，到现在大都变成了富人。华人把自己的经验教给孩子，让他们自己体会生活。

我们泰国人经常举华人以前辛辛苦苦的生活例子教诲孩子。在郑若瑟的微型小说中，

有不少关于华人的生活，这是他根据自己在泰国的真实生活，来反映中泰文化结合在

一起的实例。 

    

泰族人的日常生活往往围绕佛教进行，华侨华人的生活也受之影响，这在郑若瑟作品

中多有反映，如《目的》这片小说就写了一场华人的葬礼，其中葬礼的很多环节都或

多或少的融入了泰国本土的风俗与习惯。 

    

《认路》也是一篇揭示华人的家庭生活的作品，小说叙述胡固决定接唐山的母亲来泰

国一起住，可是日子一久，就有很多问题产生，比如时节拜神、拜公祖，母亲坚持要

依唐山古例，妻子却要从简从省。老人家主张生活节俭，对现代生活方式、服装鞋袜

的奢侈看不顺眼，与晚辈见解不同。胡固的妻子决定把婆婆送去养老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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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作家的特殊经历，使他能够比一般人更多地看到当今社

会，看到人间的现实生活和世态炎凉，使他能够比一般人更深刻地体会华人。在题材

方面，很多作家描写泰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因为他们把自己在泰华社会的事情当

题材。郑若瑟的微型小说四百多篇，有不少关于华人文化的作品，因为他一直想念祖

国，这些都反映了作家以及其他泰华作家的心里话。几百年来，泰国华人始终对所在

泰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做着不容忽视的贡献。长期以来，大多数华侨华人一直与

泰族人民友好相处，彼此交融血液与文化，共度艰难岁月。郑若瑟在他的微型小说作

品中，不仅仅展现在泰国的华人形象，还把中泰文化融合在一起。让微型小说题材也

扩大了，这确实是郑若瑟的新创意。 

    三、对对善良人物的歌颂 

泰国是佛教的国家，我们泰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的观点就是，好人

得福，恶人得祸，善恶有报，果报显著，因而鼓励人们改恶从善。郑若瑟微型作品的

题材带有佛学色彩，表明作者已经溶入了泰国社会，熟悉了社会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从而使他的微型小说更具有泰籍华人的创作特色。郑若瑟表现佛学意识的微型小说如

《泽舍遇仙记》的泽舍在祈望的梦幻中遇到一个仙翁，请求仙翁指引，仙翁告诉他“

行善，您心里会得到安乐的回报”。《自食恶果》写的是黑社会头目强占部下新婚妻

子的故事，揭示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必然结果。小说以形象的故事解释了佛学的

理念，宣扬了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的佛学教义。《天理助忠厚》、《无巧不成书》则

通过好人做善举的行为，暗示出好人必有好的归宿;《换人》写陷害他人终于恶有恶报

，祸及自身。这些作品都以形象的故事诠释了佛学的理念，宣扬了善有善果和“强权

报应，祸及子孙”的佛学教义。 

按佛教的观点看，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善恶分明的，好人得福，恶人得祸，善恶有

报，果报显著，因而鼓励人们改恶从善，多行善举，甚至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之说。这种理念影响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更对以佛立国的泰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郑

若瑟微型作品的题材倾斜和介入佛学理念，表明作者这位“新泰”已经溶入了泰国社

会，熟悉了社会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从而使他的微型小说更具有泰籍华人的创作特色

。  

微型小说的创作常常是以讽刺与嘲弄为最基本的特征的。郑若瑟的微型小说也是

如此，但是他的小说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讽刺与嘲弄中，他更多的是将正面人物

，也即商量人物作为小说表现的核心。他的这类作品的主旨主要是歌颂善良人物的优

良品质，贬斥龌龊的行为，从而达到扬善抑恶，号召读者向具有优良品德的人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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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华小说中，描写这种善良人物的文章不多，而郑若瑟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可称道

的。他在这些微型小说中所赞扬的是一些品德高尚的人。如微型小说《娇小姑娘》以

一个老男人的角度来描写一个小姑娘美好的思想品质。小说开始只描写这小姑娘的外

貌；后来小说才写道小姑娘的好品德。她第一次有了座位，但看见一个挺着肚子的孕

妇上车，她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孕妇，孕妇感动得点头致谢。再过两站，

在老男人身边又有一个中年妇女下车，他马上叫小姑娘坐下，但是她仍然让那个老男

人坐。小姑娘刚坐下，又有一个提着拐杖的老者上车。她又站起身，扶着老者坐下。

郑若瑟写这样一位善良的小姑娘，显然是要唤起人们的道德感，让每个人都能像这个

小姑娘一样助人为乐。 

笔者发现郑若瑟的微型小说题材的确都是生活中很平常的一般人的生活情景，在

他的小说中主要歌颂了两类正面人物，一是具平民小人物，二是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

。如果上面所表现的是善良的小人物的优良品质的话，那么下面的作品表现的就是有

身份有地位的人物的优良品德。 

《可进忠臣庙》塑造的是一个有道德的的商人形象。商人正厚诚实地卖货，体现

出一个正直商人的可贵品质。他心地善良，同情贫苦人，每年有盈余，就捐助给别人

，即使不熟悉的贫苦人，他也愿意帮忙。小说还描写了二十多年前，他曾经救遭受火

灾的人，那个人在掘井时候得到一块三千克拉的蓝宝石，他就立刻回报当年的救命之

恩。二十多年后，这块蓝宝石正厚卖了五百万铢，他想分一半给那个年轻人：“将来

如果卖出去，赚多少，我分给你一半。”正厚还许下诺言。他把五百万分一半存入银

行，并托人到处寻找年轻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他善良的优秀品质。 

《好县长》塑造的是一个秉公执法、不徇私，不贪腐，体恤民情、尊重民意的县

长。 

作家在寻找这些善良的正面人物时，积极抓住了人物的思想品德，以此来显示其

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金钱上和

物质享受上，从而忽略了思想道德的建设。从而使一些传统美德在逐渐地消失。作者

通过这些作品褒扬良好的品德，揭露不道德的行为，以期能够达到使人们都发扬这种

美德，净化社会风气目的。 

郑若瑟从普通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出带概括性的人类深层情感心理的内容，这使他

创作的凡人小事不同于泰华其他作家。从凡人小事中提炼微型小说题材并不是创作的

难点，困难是在于如何把这感受到的生活内容用真正的微型小说的方式传达出来。郑

若瑟在这一点上有他独特的见解。他笔下的好人数量比较多，创作思想也很明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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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作家的特殊经历有关，特别是他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这一点使他比一般人更

能看到当今社会积极的一面。由于作家是以做珠宝生意为主，所以在他的诸多歌颂正

面人物的作品中，经常会写到一些与珠宝有关的事情。 

《证书》就是其中的一篇。《

证书》是一篇歌颂人的忠诚的微型小说。小说写钟宜的诚实，他对朋友也总是很善良

。可是李振雄缺卖给他一粒假的红宝石，还拿一张假的证书给钟宜证实此宝石是正品

。后来钟宜将这粒宝石卖给了台商，台商又将其卖给日本珠宝商。日本珠商再经过鉴

定，才发现原来这是一粒经镭射加工的赝品。对这样上当受骗的事情，钟宜为了保持

商人的信誉，自认吃亏，退还所有款项，挽回了台商的信誉。由此钟宜的诚实赢得了

这位台商对他信任，推掉李振雄之流的珠宝生意，大批地向钟宜购货。作家歌颂这些

正面的人物，主要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的忠诚，正直，从而告诫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应该以诚实为主。 

郑若瑟的微型小说有较完整的艺术结构，有故事，有情节，更可贵的是人物有了

鲜明的个性。作家

以身边周围的日常生活事件作为创作源泉，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这些人或诚

实善良，或助人为乐。总之，郑若瑟的微型小说，包罗万象。作家通过微型小说这一

媒介向我们展示了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纷繁芜杂。郑若

瑟的小说，很大一部分是扬善抑恶的作品。而歌颂具有良好品德的正面人物，展现中

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正是郑若瑟进行微型小说的目的所在。 

总之，郑若瑟作为泰华文学界大器晚成的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丰富意蕴的

微型小说作品。他的坎坷人生也使他的小说在泰华作家的作品中也独具特色。他出生

和成长在中国内地，中年来到泰国。这样的经历也使他的小说不但涉及中国内地的内

容，而且融合了泰国的社会生活，人生经历，也是他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世间的冷暖善

恶，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平常的小事情，来深度挖掘人物的人性。

也正是这样丰富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扬善抑恶的思想，所以在他的微型小说中，更

多的是描写正面的善良人物，表现和歌颂他们的优良品质。因此他的小说也具有了针

砭时弊的现实主义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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