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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是从山西走出来的一位作家，她写散
文，也写诗歌，但散文集《如果你叩我的门》和
诗集《在时间里》集结出版，仿佛是对她写作身
份的再度确认。

诗集《在时间里》中的《厨房》：“夜晚封锁了窗
子/厨房很热闹/一只锅炖排骨/一只锅熬中药/我
琢磨着时间 作料/调整火候 看窗外飞驰而过的
车灯/心里盘旋着新出炉的诺奖诗人那句著名的
诗/‘黑暗如何焊住灵魂的银河’/排骨飘散出肉欲
的死亡的现实的香/中药咕嘟咕嘟地冒泡 给我精
神的/魔幻现实主义般的梦想/我要守着厨房 当
好女主人/还要忙着描述这个世界”。如果把这首
诗与她那篇《饼在煎锅里》的散文对照着读，一定
会读出二者的同构关系。弱水在散文中写道，

“饼在煎锅里，是主妇的自由时光”，因为那个短
暂的空闲可以让她发呆，以及思考为什么发呆；
还可以让她读完那本《邓肯自传》——“每看一
页，我就得停下，把锅台上的一盆菜糊，舀一勺
放到煎锅里；然后拿起书，等待菜糊凝成饼；再
放下，翻过饼的另一面；再拿起，等待。如是反
复。这样，在邓肯薄如蝉翼的舞衣，拂过上流社
会沙龙里绅士们的视线时，在她的美丽的裸足，
在奥斯匹林山头的神庙里划着动人的弧线时，在
她激情的心灵和柔韧的身姿，体验着舞蹈的自由，
享受着爱情的愉悦，经受着失子的痛苦，追寻着梦
想的欢乐时，一张张香薄酥脆的饼自我的手下生
成。”这里的描述让我会心一笑，却也暗自惊异。
一般来说，女主人都会在厨房里忙碌，但她们似乎
只是在进行纯粹的家务劳动。她们当然也会走神
出神想心事，但那些思绪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纠
缠。她们甚至也可能翻书，但那通常是对着《菜谱

大全》找佐料。弱水却很有能耐，她把厨房当成了
伍尔芙所论的那个“房间”，读书、冥想、琢磨诗，
熬药、摊饼、炖排骨，“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
不误”。这种快进快出的功夫，让她完成了两件作
品——一件自然是美食，另一件应该是审美的瞬
间生成。严格意义上，后一件还不能算作作品，但
那些审美思绪分明已在为某首诗或某篇散文打前
站，作品已呼之欲出了。于是，她的排骨或煎饼中
有文学，文学中又有煎饼或排骨。或者说，她把煎
饼、排骨做成了诗与散文，也把散文与诗做出了香
薄酥脆的味道。

我从弱水的《厨房》谈起，是因为我发现了一
个小小的秘密。在我的想象中，女诗人或者倚着
窗户，薄雾浓云愁永昼，或者守着“自己的房间”，
书写着“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之类的诗
句。如果这个女诗人足够先锋，她甚至可以把诗
歌做成肉身叙事。我想，这样的女诗人很可能是
排斥或厌恶厨房的，她们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人比
黄花瘦。然而，弱水却颠覆了我的这种看法，那句

“我要守着厨房 当好女主人/还要忙着描述这个
世界”仿佛是宣告，也仿佛是对她人生姿态、写作
姿态的一种定位。有这种姿态支撑，她便能在时
间的缝隙中自由穿行，在现实界与想象界迅速切
换，在诗人与女主人之间从容换位。大概正是因
为如上原因，她的诗歌中洋溢着浓郁的日常生活
气息，既有烟火气，也有书卷气。

诗集中的第二辑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是对一些
诗人、作家、思想家的致敬之作，他们是索尔仁尼
琴、哈维尔、赫塔·米勒、杜拉斯、波伏娃、汉娜·阿
伦特、苏珊·桑塔格、西蒙娜·薇依、雷蒙德·卡佛、
芒克、海子……我相信，弱水的阅读估计不可能全

部在厨房完成，却很可能是她从厨房进入思想殿
堂的秘密通道。弱水与他们相遇，在他们的思想
中锤炼自己的思想，以诗人的敏感感受他们的心
灵，然后再用诗歌为他们塑形。即便在那些高度
生活化的诗里，她读过的书、热爱的人也会顽强地
跳出来，寻找在诗中的合适位置。比如，她写《生
活》，《城堡》和卡夫卡跳了出来；她写《观察雪的若
干种方式》，帕慕克和《雪》跳了出来；她写《本·拉
登之死》，萨特与海狸跳了出来；她写《窗外有雨，
祝你平安》，海德格尔跳了出来。我甚至想到，也
许就是那些人和书，构成了她写某首诗的触机。
而当他们果然在诗中落地生根后，诗也就有了一
个思想的支点。通过这种方式，弱水让自己读过
的书变成了诗，又让自己的诗滋润了书。

不过，我更想说的是弱水的烟火气。根据我
对诗的理解，大概只有那种漂泊不定、无家可归的
思绪才适合诗歌表达，但弱水入诗的材料却非常
丰富，让我略感吃惊。她不仅会去写流浪猫、一头
牛、父女对话、过年回家，而且会让诗的范围无限
扩大，把那些在我看来很难入诗的东西也写成
诗。比如，卡布奇诺怎么写成诗呢？她写成
了——“卡布奇诺的泡沫/比楼市的泡沫 或者股
市的泡沫/甜蜜 虚幻 缺乏痛感”。再比如，开会
的会场能写成诗吗？她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首《会
场：直线》写得有趣，富有哲理。鲁迅不是说过毛
毛虫之类的东西不能入诗吗？但弱水却写了蟑
螂，并让它“死在海明威的书下”，这更让我感到惊
奇。就这样，一次梦境、一次练车、一次旅行、一次
沙尘暴的袭击，都可能成为弱水关注的对象。在
她的打量下，生活中、思绪里犄角旮旯的那些东西
就会倾巢出动，它们毫不客气地走到诗歌前台，在

上面跳起舞来。
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只好用烟火气来加以

描述。在我看来，烟火气其实就是生活和热爱生活
的气息。许多人应该都是热爱生活的，但许多人又
被日常生活修理得没有了感觉，许多人认为日常
生活没有意义。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失聪、失明、
失忆或失语时，正是诗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了。诗
人把我们拉到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面前，让我们
凝神观照，世界因此在我们面前重新打开。

我想，弱水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诗人，她既能沉
浸在日常生活之中，倾听来自生活的妙音，又能用
训练有素的诗之眼来反观生活、反思生活，赋予生
活以意义。她在诗中曾把生活看作“一只虫蛀了
的苹果”，“只有抵达它的深处/为甜蜜而腐烂的芬
芳/忧郁的人/才是深刻地爱恋着它”。达到这种
境界是不容易的，而弱水似乎已经抵达。她用诗
歌描述着那些虫眼，又用诗歌吸食着它的芬芳，她
的爱恋、陶醉抑或忧郁，让她变成了一个守着残缺
之美浅吟低唱的唯美主义者。

那首《数字化时代》，或许就是对这种残缺生
活的书写。弱水在第一节写道：“在古代，思念是
一首诗/一笔一划渗入宣纸/用最好的锦做囊/在
马背上驰往一颗/等待中战栗的心/现在，思念是
满天飞的数字/匆匆飞离手指的温度/匆匆检验末
梢神经的敏感”。这首诗的写法与翟永明的《在古
代》颇为相似，但立意却不大相同。如果说翟永明
是在古今对比中写古人的潇洒与从容，弱水则同
样是在古今对比中写今人的尴尬与无奈。其实，数
字化时代就是把人变成数字的时代。人被数字化
之后，感觉也就空心化、虚拟化和虚头巴脑化了。
这是一种残缺，甚至有一种残缺之美。面对这种残
缺，弱水也只能无奈叹息，大概她当时就忧郁了。

聂尔在这本诗集的序言中说：“弱水诗歌有着
一种忧郁的底色，这是她所有诗歌的一个统一的
色调。”我想说的是，打上这层底色之后，弱水还在
上面涂抹了五色油彩，日常生活的断面因此显出
了丰富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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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求是《送话》
命运的交叉路口

钟求是的短篇小说《送话》（《收获》
2013年第 5期）笔法沉稳内敛，从一个初
出茅庐的女法警的角度，体察并揭示了人
生、命运乃至生命的无常和复杂况味。

中文系毕业的王琪能够幸运地穿上
法院的警服，只因面试时随口说了一句

“小时候最大的志向是做一名医生”。经过
在医学院的进修，她正式成为一名“让生
命消失”——其实就是对犯人以注射方式
执行死刑的女法警。王琪的第一个任务，
是对一个名叫叶枣的年轻犯人执行死刑。
叶枣幼年丧父，母亲靠着开小文具店把他
一手带大，送他上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
毕业后在一家银行做上了保卫科副科长。
因为一起恋爱纠纷，已买房子准备结婚的
叶枣“一时犯浑”开枪杀了人。叶枣在最后
时刻托王琪捎一句话给他的母亲，“就说
我对不起她”。王琪可以不理这件事，甚至
可以把这个人彻底忘掉，但是她的心里莫
名地感到有些“空”。趁着周末，王琪独自
坐上长途汽车去到叶枣的家乡。几经周
折，她来到了叶枣母亲修行的灵云寺，却
依然没有见到她，只见到了寺院里另一个
给鸟儿放生的老年妇女。王琪接过一只小
鸟，对着它那“小孩似的目光”，终于“送”
出了心里的话：“我来这里是为了捎一句
话，不是捎别人是捎我自己的话。我想对
着叶枣的母亲说一句话，对不起！”王琪知
道自己什么也没做错，但惟有“送”出这三
个字，她才得以释怀……

（刘凤阳）

人性幽暗地带的微光
□王虹艳

鲁敏，江苏东台人。短篇小说《伴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六人晚餐》获2012年度人民文学奖。著
有长篇小说《博情书》《方向盘》，中短篇小说《白围脖》《镜中姐妹》《思无邪》《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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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于 1999 年开始文学创作，2002 年、2003 年相继发
表中篇小说《白围脖》《镜中姐妹》，获得文坛广泛关注。短
短几年间，鲁敏便以成熟的创作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她的
迅速成长令人惊讶。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更
是全面展现了她的创作实力，引起较大反响。十几年中，鲁
敏的创作轨迹不断变化，她的作品或温馨或压抑，或写实或
写意，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人和人性的持久关注。

古怪的人物 偏执的性格

鲁敏的小说多写人性的幽暗部分，主人公往往都有怪
异的嗜好、偏颇的观念或极端的性格。即使面对正常而普
通的叙述对象，鲁敏也要揭示他们心中微妙的机心或者小
小的狡黠。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迷恋和不退的热情，让
鲁敏的小说似是各种奇异人性的集锦。如她自己所说：“我
的寄托则只有一个：对‘人’的好奇与贪婪，就跟纳博科夫酷
爱收藏蝴蝶一样。我有个不太敢张扬的野心：我想收藏

‘人’，人的伤疤，人的灵魂，人的失足，人的攀升。人性之种
种，迷人而触目惊心。写作就是对人性的探测与抚摸。”

鲁敏善以极端方式写偏执人物、偏执人格。《死迷藏》中
的警察老雷便是代表。老雷活得小心翼翼，喜欢“准确”、

“规律”、“计划性”这样的词眼，拒绝不受控制的事情。对于
死亡，他不能接受死得太随便，认为这种“随便的死”应该被
控制：“死，是件大事，应该周全、从容、合理。比如，在自己
家的床上，跟家里人一一见过……”但在现实生活中，到处
是“随便”的死，各种意外随时都会发生，死亡四面埋伏。所
以他控制妻子和孩子的一切行为，没收妻子的身份证，禁止
其坐飞机；上班不让坐公交，因为公交车会自燃，地铁也不
行，怕碰上坏人施放毒气，或是司机厌世自杀式撞车，他不
准家人到咖啡馆或歌厅，逛地下商场，说那种地方一起火准
死……如此防范，还是没有躲得过死亡——儿子误饮老雷
调制的毒橙汁，中毒而死。人能够控制变化无常的生死和
命运吗？老雷的悲剧在于，暂不论他对外在世界的控制是
否有效，他对自己的内心、对家庭的控制已经先自失控——
妻子抑郁、儿子叛逆，他自己也趋向疯狂。对意外之事的一
切严防死守最终敌不过来自内部的瓦解。

作者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将这个当代“套中人”的故事推
向极致。在鲁敏的小说中，现实生活的逻辑常常让位给文
本虚构的规则，人物状态和行为的描述被突出放大，而其行
为的现实诱因则被弱化。如果理性的最大局限是它无法解
释非理性，那么对扭曲的偏执个性进行理性的解读和分析，
自然也是虚妄的。在她的非理性世界中，灵魂的无限性远
远大于现实的丰富性。人物的怪异行为恰恰成就他们独特
的自我，外部世界只是背景，他们的选择依从的是自己内心
的逻辑。

鲁敏笔下的人物常有奇异的嗜好。《墙上的父亲》写了
一个极端热爱吃的妹妹。父亲早逝，母亲自顾不暇，妹妹小
小年纪便活在自己的极端的孤独里，“吃”是一种补偿式的
填充。死去父亲的遗像被挂在墙上，从此换了一种方式介入
母女 3人的生活——高高在上，如影随形。母女 3人在父亲
的凝视下生活，虽困顿不堪，却又尽可能保持体面。《六人晚
餐》中也写了一个爱吃的弟弟，弟弟胖到已分不清是男孩女
孩。他同样也活在父亲早逝的阴影下，同样缺乏爱与关注，
同样对吃这种行为有着偏执的爱。更糟糕的是，弟弟晓白无
法确定自己的性取向，不知道自己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细细的红线》写了主人公的古怪嗜好：角色扮演。小
说讲述的是中年男女的情感故事，女子结婚多年心中仍然
是空空荡荡，男子是配音演员，功成名就，不断有投怀送抱
的女人，而他在与女人们的游戏中感到生活的无趣。二人
开始了另一段情感的历险——女子不断地在社会上扮演不
同的角色，回来给男子讲述，他们在新的角色中感到了惊险
和刺激。小说涉及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尤其人对于自
身处境的无力感，导致最后救赎的虚妄。

人性幽暗处很多难以捕捉的东西，在鲁敏的笔下都有
直接呈现。《六人晚餐》中人与人的相爱或者相憎往往都有
奇特的理由。苏秦和丁伯刚交往是因为他和自己文质彬彬
的丈夫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和他在一起，她不觉得自己背叛
了丈夫；晓蓝爱上了丁成功是因为他“浑身上下那种总是往

回缩、总不能如意的失败感”，这种失败感让她“既难过又安
心，反而觉得别的东西都是假的”。这些看似荒谬的理由不
仅暗和人物的性格，它也可能潜伏在每一个正常人的内心
深处，深到难以察觉，却顽固不化。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
荒谬、偏执和怪异并不专属于某种人，它恰恰就隐藏在普通
人的潜意识里，因而小说通过这些个案讲述的不是猎奇故
事，而是与每个人相关的人性“暗疾”。

在精神困顿中学习爱

虽然写了很多阴暗偏执的负面人格和情绪，但是鲁敏
的小说从本质上是温暖和积极的。她在很多小说中几乎是
介入式地扭转悲剧带来的绝望宿命，力排众议地要让幸福
的微光照亮这些小人物。《墙上的父亲》结尾，惨淡的生活并
没有磨损人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好好睡吧，妹妹，醒来之
后，你得自己去翻越你的山头，一个接一个的，生而为人，就
得如此。但是，你要相信——你并不孤独，因为人人都孤
独。你将会幸福，因为人人最后都学会了幸福，用他们所有
的不幸作为学费。”贫弱的人要彼此温暖，学会爱、学会获得
幸福，这是鲁敏小说重要的意义指向，也几乎是她笔下人物
惟一的自我拯救方式。

《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答“布恩地亚
家族的孤独感源出何处”这个问题时说：“我个人认为，是因
为他们不懂得爱情。布恩地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
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我认为，孤独的反义
是团结。”鲁敏笔下的那些深陷在精神困顿中的人物，也面
临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爱的匮乏，并学习如何去
爱。

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中每个人的性格、趣味不同，但他
们的生活都直接与市井和泥土衔接，卑微、鲜活、疼痛。爱
而不能，无力去爱是他们疼痛的核心。作者在小说结尾处
说：“要学习爱、要创造爱，这是不可违抗的责任”，她还引用
里尔克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被艰难包裹的人生。对
于这个人生，回避是不行的，暗讽或者堕落也是不行的，学
会生活，学会爱，就是要承担这人生中艰难的一切，然后从
中寻觅美和友爱的存在，从一条狭窄的小径上寻找到通往
整个世界的道路。”这似乎是艰辛生活中惟一的答案，它让
人在幽暗的人性深渊里看到光亮和救赎。

《逝者的恩泽》是鲁敏最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其故事
性、可读性在鲁敏的小说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小说中的男
子意外去世后，其情妇和私生子千里迢迢找到他的妻子和
女儿，4个人后来相濡以沫，共同生活。鲁敏出色地将这个
奇异的故事完成得合情合理，在她的笔下，人和人之间的体
恤和爱远远强大过背叛与死亡，或者说人通过对爱的寻找
和坚持，最终找到了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方式。

在鲁敏最新的中篇小说《隐居图》中，男子通过展现自
己寒碜却温暖的家庭生活，来刺激已经功成名就的昔日情
人，因为他知道女人的成功中缺少家庭生活的温馨。本以
为是一场需要尽力掩饰的乔装，却因为女人的轻信，变成了
愚蠢的独角戏，也失去了伪装的意义。看似隐居在小城、生
活幸福的男人其实是满腹辛酸和不情愿，因为他的隐居只
是被迫的放弃。说到底，真正隐居下来的不是他的肉身，不
是他对未知生活的渴望，而是过去他心里的梦想——它一
直不死，需要被压制，只有压制下来才有表象的安宁，但是
昔日情人的到来却打碎了一切。小说的结尾，他们艰难地
拥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为了曾经爱过，为了久别
重逢，为了再次诀别，在最后这一刻，放下偏见与坚硬，抛却
身外之物，还原为一对有情义的、软弱的人”。这种善意的
了解和同情带有作者主观干预的色彩——在小说的虚构世
界中，人物最终得到抚慰和体贴。

《超人中国造》写了一个辛酸的童话故事，叙述者将深
陷在贫穷和困顿中的人们从污泥中扶起，并给了他们一个
美好的梦境。男主人公是玩具厂仓库的保管员，却一不小
心成为“超人”。他无意间为自己儿子和周围同事出的主
意，竟都令他们心想事成。于是，一个中国式的超人诞生
了，人们相传凡事向他诉说便能达成心愿。这是一个贫苦
人的童话、一个小人物的卑微的梦想。它几乎禁不起任何
揣摩，几乎注定就要被揉碎践踏，但是却令人长久地回味。

《超人中国造》结构简单，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叙述方式都
并无太多特色，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刚刚完
成却还有很多空白的故事。但是作者的叙述姿态却令人感
动，她的目光停驻在穷人的现实和梦想中，真诚地安抚那些
受伤的灵魂，在微不足道的琐碎日常中，赞美卑微者的自尊
和善良。

现实世界总是区分主流和支流、中心和边缘，但是小说
世界却是多义的、模糊的，弱者在这里有时候是英雄，边缘
人物常常携带强大的真理，偏执或者极端的个性中往往有
令人感动的澄澈和清明。《伴宴》中，女民乐手放下清高去宴
会上演奏，她的极端在于即使在喧嚣的宴会上，她依然有能
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玻璃
罩，可以挡住一切。《六人晚餐》中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场景都
不重要，它们只要能够搭成一个简易的舞台，且这舞台的核
心是无所不在的被窥视就足够了。六个人在这个舞台上小
心翼翼地表演，或为情欲，或为情谊，或如白痴般茫然，或如
地母般包容，他们都是底层生活中反宿命的英雄。

由细节切入内心

鲁敏善于捕捉新鲜的命题，并深挖下去，挖到内里让人
看见人性种种，看到荒诞不经、真与美，同时也看到作者本
人的审美姿态。她的小说故事性并不强，但大都有比较好
的可读性，这与她对人性中众多奇异之处的探掘有关，也源
于她充沛的叙述才华。她的叙述中描述性的部分较多，注
重对人物情感和意绪的渲染，展示的是动态事件中的各个
横断面，有很强的画面感和写意性。她善于发现细节，尤其
是生活中那些微妙的、难以言明的感触和体悟，在鲁敏笔下
常有令人心领神会的描述。

《隐居图》开篇写分手多年的恋人在一个小镇中重逢：
“舒宁一直盯着他。他到现在都没有看她一眼，这说明他肯
定也认出她了。”《六人晚餐》中，弟弟小白发现了姐姐晓蓝
和丁成功的暧昧，是因为他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却始终错
开彼此的目光，这种有意的“不看”其实就是一种“看”。《燕
子笺》写穷乡村小学的束校长苦恼于学校没有自己的厕所，
却在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努力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小说
写到束校长这尴尬的身份时说：“于经济上面，束校长总有
些糊涂，主要的，是他喜欢并纵容着自己的这种糊涂，觉得
正好有点文人的样子。”《秘书之书》中提供了两个秘书的模
型，他们对秘书这个职业有不同的理解，其言论也非常典
型。秘书小田认为：“如果把领导比杯子，那最好的秘书就
应该像水，倒到什么杯子里，这水就应该妥妥帖帖地成了什
么样。”但是，同为秘书，小高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秘书
的最高境界就是做领导的领导。”秘书这个工作对于他来说
是跳板和准备。贴切合理的细节是小说的肌理和血肉，很
多女作家善于细节描写，有人对细节的展开程度甚至令人
瞠目结舌。鲁敏也是不折不扣的“细节控”。她笔下的细节
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这观察有世事练达的了解，也
是对人性中各种小心眼、小打算的洞悉和宽容。

鲁敏的小说可能与官场有关，与婚恋有关，与底层有
关，但又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官场小说、情感小说或者底层文
学，她没有让自己陷在各种潮流或者类型之中。她的文字
透过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最终又急切涌向人内心的场域，
只有这里才容得下一个复杂而敏感的主体世界。当然，“去
类型化”，就必然要另辟蹊径，甚至剑走偏锋，这意味着更多
的冒险和发现，也意味着更可能出现的创作上的瓶颈，而这
也是鲁敏小说创作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虽然人类的体
验、心灵的历险无穷无尽，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寻找具有价
值的独特经验却是有难度的。怪异之事到处都有，极端性
格容易博人眼球，但是如何叙述，以及这叙述能否带来新的
发现、新的启示，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对于想在人性领域开
疆拓土的鲁敏来说，更是不能回避的难题。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
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
小说的永恒真谛，不过越来越听不到了……”在这个趋向娱
乐化、物质化、表象化的时代，鲁敏的写作是异质的、复杂
的，也是具有反讽性和深度意识的，她对于内在世界的痴迷
和想要收藏“人”的野心，更是令人敬佩的。

■创作谈

聚焦文学新力量

烟火气重 书卷气浓
——弱水诗歌印象 □赵 勇

■评 论■看小说

生活自是虚妄的，文字也是；生活是艰涩的，
文字也是。这个排比句可以写出一长串——在
日子的艾汁与奶蜜里浸泡得越久、对文学的贪恋
程度就越高，乃至充满了一种情同手足、相濡以
沫的信任感。年岁长了，并没有变得更宽容，尤
其在获得乐趣的途径上，反而更加挑剔了，但文
字本身一直没有让我失望过：不管是写，还是读。

与此同步存在的，是写作上持续的苦闷与不
满。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就像卡夫卡
说的那样：任何灾难都可以击垮我。写作的过程
就是在不断地与各种误解、郁结、障碍、局限打交
道，疏通了A，随即又产生了B，循环往复，永无终
止——这件事命中注定、永远达不到心满意足。
每一个与写作相关的夜晚，都是艰难的，结结巴
巴的。

有时为了哄骗自己，我这么想：骄傲有多大，
苦闷也就有多大。这种骄傲不是指其本意，不是
出于性格或道德，因为准确说来，这种骄傲其实
是以自卑与绝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各种风
格、理论、流派、传统、臧否、纷争之前，我总是有些胆怯、愠怒、谨慎
于谈论文学。我像追求不到文学似的在密切纠缠着她，以一种不
敢张扬但从不退缩的方式。

如果把写作方向比作打井，毫无疑问，东坝是我的头一口井，
在2007年，它冒出了汩汩甘汁；东坝，那实际上早已消逝的乌有之
乡，令我在文字的枝桠里获得了头一次惬意而迷醉的寄栖。在人
们看来，东坝成为了我的“这一枚”邮票——是啊，这正是我心念难
舍的故土，我为之欣然，但亦在同一时间，带着一种伤感的自信，我
决定离开这已绿荫如盖的井院。

而我对城市小说的钟情也就始于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作
家，真正在乡村生活的时间其实都非常短，有的甚至一出生就在县
城、小城市，又由于后期的阅读，在古典欧美文学的基础上，深受大
量当代译作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影响，这样，不管从个人经历还是审
美训练上，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跳脱开了“乡土文学”这一重要传
统的影响焦虑，自然而直接地踏上了城市小说的道路。

自然，此路自有崎岖。以我为例，居于都市，即如同身在高山
画此山，几乎没有可能获得远观、冷静、周全的视角，因此，我的笔
触与目光常常便是局部的，带着弧度，带着变形和变态的……可
是，我又认为，这样的弧度与局限性，可能也正是一种蛊惑之魅的
存在。这一期间，我写了“暗疾”系列。N种的狂人、病人、孤家寡
人、心智失序之人、头破血流之人、心灰意冷之人，进入了我的小
说。我毫不回避甚至细致入微于他们的可怜可憎与可叹，而他们
的病态每增加一分，我对他们的感情便浓烈一分。我深爱我的这
些病人们，以致舍不得他们遭遇非议直至遭遇非命。因为我是他
们当中的一个，我病得同样的久、同样的深。我常会在小说中写
到他们的死，他们兴味阑珊地跃向虚空、他们自以为是地一意孤
行、他们宿命地踏出最后一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他们写得
死了，同时又像失去了至亲、失去了我本人一样的压抑，以及在
压抑之后所获得的奇异欣悦——我自己无法、也不愿意去判断这
样的写法，个中的高下与正谬，我只知道我的情魄为之耸动、日
月为之增色，我获得了数倍于我的我。而这，本就是我对写字的最
大寄托。

但“暗疾”亦非我久战之地。我一向如此，追求变化与动
荡，追求危险与冒犯，我反感那种咬了一块大肉就死死不放的战
略。下一步，我其实已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个沉默的影子了。我向
它摸索而去，而它也正慈爱地向我慢慢靠近。当然，极有可能就
彼此错过了，或者接上头却被我搞砸了。都没关系的，这正是有
劲儿之处。

最后，说说长篇小说。文体，有时就像无辜的风景，人们都喜
欢在它上面刻字留念。比如说：中篇小说是过渡性的、中国式的文
体；比如，长篇小说只是职业自恋与强迫症的产物；再比如，短篇小
说才是最高级最精练的大师级文体……是啊，长篇小说的声名而
今似乎显得有点可疑、易致非议、高开低走，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
崇拜和倚重长篇小说。大个子就是大个子，这一点无须多言，再多
的残次品如熊出没也无损于它的强大光芒。跟中短篇小说一样，
我在长篇小说上的练习也同样用力——尽管我也自知，艺术的才
能往往跟练习并无参数上的正面相关，但我依然孜孜于此。写到

《六人晚餐》，实际上已经是第6本了——我坦然承认这个，就像前
面说过的，我在用适合我的笨方法追求着心爱之物。

在我们的长篇样本里，跨度巨大、人物众多、故事复杂的优秀
作品，其存量已经足够丰富，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即使从生态
种类讲，我也情愿“不走寻常路”，为其增添一些现代性的品种。
长篇是一门古老的文体，却也是在不断爆发新鲜力量的文体。我
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力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小小追求。沙雕
很大，微雕很小，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美，从来就没有轻重大小之
分。我们的长篇需要更多的意外和冒险，而不是稳妥与策略。而
且，我相信，这自古就不是一条孤独之路：《罗杰教授的版本》

《邮差总按两遍门铃》《我的米海尔》《别名格雷斯》《船讯》，这
个清单其实可以列出很长，无数的前辈与同行，都在以“微雕”的
方式通往现代性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