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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开始
到现在! 都是以
虚 构 的 手 段 在
写作 !虚构我认
为 是 具 有 巨 大
的 空 间 也 有 巨
大 的 力 量 与 难
度 !但不管怎么
样虚构 !它最根
本的还是体现 "

映 射 出 人 间 与
人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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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邮局那
&'

年里!还做过
劳资统计员"后来做行业报记者!

做秘书等# 其中做秘书的时间比
较长!有

(

年!做得还蛮好的$ 我
所在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五千多
人!活动很多!要写各种各样的文
稿和动员报告% 慰问信或者是剪
彩致辞$ 我内心里好像有一个角
色扮演的强大功能! 替局长写文
稿的时候!就立刻变成一个局长!

有所谓俯瞰全局的角度吧$ 比如
说要做一个裁员动员报告! 我会
把裁员这件事说得所有人都会觉
得我们企业就应该裁员" 并且他
就应当主动离开" 去开始新的人
生&&我写出来的这种稿子会蛮
有感染力的!有一次局长还说呢!

我念你的稿子恨不得停下来说这
个稿子写得真好啊$

秘书做到第八年的时候!有
一天在办公室! 我在

#$

楼工作!

南京鼓楼! 很高的地带! 在那个
#$

楼可以俯瞰南京城!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下面走路! 我从窗户里
看外面!看到很多人的头顶!我的
想象力又开始发作了!这些头顶!

可能是幼儿园老师!可能是警察!

或者是小偷!或者是送水工!各种
各样的人在走$ 我觉得我也是其
中的每一个人! 我跟他们所有人
一样走在下面! 我的头顶跟他们
所有人的头顶一样$ 像在大海里
面沉浮一样! 我觉得我不能忍受
在这里写公文了! 我要到人群里
面去!当然不是跳楼了!我要找一
根绳子! 通往下面走的每个人的
内心去$我不想在这个办公室里!

从一个科员%主任科员%小处长一
步一步地下去! 我觉得绝不应该
如此!绝不应该像一张薄纸一样!

把我的人生走到头$ 我应该纵身
到下面! 很贪婪地拥有每个人的
人生$ 正是这种贪婪让我觉得我
应该写小说$ 所以我在邮局工作
#'

年 !成为了一个很成熟 %很老
练的职员! 但是最终做了一个很
不成熟% 很不老练的选择' 写小
说$

现在我经常碰到年轻人来问
这个问题! 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
一个建议! 看我适合不适合抛弃
现在的生活去专门写作( 其实这
个判断最终肯定会由他来做!但
以我前面个人的经历来看! 除了
技术上)大量阅读%必要的写作训
练*"经济上)如果一无保障!我觉
得还是要三思* 等通常的考虑之
外!我觉得一个人的天性里!要有
点戏剧化和神经质的部分! 可能
会更有利于写作$ 包括我与同行
交流的体会来看! 多少也是会有
这种特点$ 神经质的部分用得好
的话! 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
作家!当然到后面!神经质的这部
分也会慢慢消耗掉! 那也会需要
别的东西来刷新和支撑$

三

接下来! 我想说一说我的写
作实践! 像是做一个写作者的活
体解剖' 一个作家如何处理生活
中非虚构的部分! 然后一步步变
成笔下的虚构的部分$ 我会举两
到三个例子来谈一下$

我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小说
集叫做+荷尔蒙夜谈,!这个集子
里有八九个故事和荷尔蒙有关!

一两个故事和荷尔蒙的关系不是
那么明显$ 比如有一篇小说!叫
+大宴,! 写请客吃饭的$ 我发现

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交往方式!导
师和学生交往的方式是吃饭!朋
友和朋友!异性和同性!大家好像
都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交往"

才存在!才会对话和交流!所以吃
饭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有位老同学也经常约我吃饭!

我这人特别怕吃饭!约了好长时
间未果$ 我后来想想不好意思!

我反过来约他!可是我也约不到
他!连续约了两到三次$ 他那段
时间总这么回答我' 对不起!我
今天等一个重要的饭局$ 我说这
怎么回事$ 他说我正在约一个黑
社会老大吃饭!时间对我来说是
很被动的! 我一直在等回话!但
是我一定要请他吃饭$ 他的声音
压得特别低! 显得神秘又兴奋$

这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我不
知道他最终有没有请到$ 但他当
时讲的这句话'请黑社会老大吃
饭 $ 让我听了以后心中特别一
动! 我感到我也想去这个饭局!

也想去跟那个老大认识一下
&&我仔细回味了一下我的心理
活动! 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一介草
民的某种不安全感"盲从感!和对
强权的投靠投机意识$ 然后我就
此演绎了这么一个小说! 把请神
秘人物吃饭! 给弄了一个特别庞
大的饭局!本来一桌人的饭席!后
来一传十! 十传百! 无数的人赶
来!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拖家带
口!想在这个饭局上结识大人物!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请他来办
事情$ 我就把这个小说写成了闹
剧! 最后变得像婚宴那样铺天盖
地的一个大宴$这篇小说!就是来
自生活中朋友的一句话! 变成了
这么一篇小说$

再讲一个例子! 讲生活中的
外在力量! 有时候对具体的写作
困境! 会有一个挽救与推动$ 在
+奔月,之前!我的上一部长篇叫
+六人晚餐,$ 当时! 我写得非常
不顺利! 写到中间段的时候卡住
了!当时写到了七八万字!我记得
我不论是到北京出差或者是到哪
里出差!整天把电脑背在身上!我
总幻想着是不是路上灵感一通就
把小说写下去了$我当时写的+六
人晚餐, 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厂区
的街头少年!随着整个产业转型!

而被抛入了悬置"尴尬的境地!是
一个通俗意义下的失败者$ 我在
小说里开始写到他的死! 但就是
一直没有找到他的死亡方式$ 对
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 主人公的
死亡方式也是我的重要资源!我
不会让他说心脏病发作" 或像吃
东西卡住了死掉了等! 我要让他
的死亡赋于某种意义! 这是作家
的想法! 不是什么高级的想法$

但是!因为一直想不好!就卡在这
里!卡了有一年多$后来直到有一
天!

!)&*

年
$

月
!(

日!记得那天
我在安徽黄山! 突然手机上接到
短信!有人问!你好不好!有没有
出现什么状况! 还安全吗( 我觉
得好惊讶! 赶紧看新闻才知道这
一天!我所在的南京"我所住的那
个小区发生了一个大的爆炸事
件!化工厂的爆炸!因为我家离厂
区只有

!+'

公里左右! 所以他们
担心我在家里面出事情! 我赶紧
心急火燎地往家里面赶$ 还好我
在外地! 如果在家的话有点小残
了也难说$ 我看到我家里面的落
地玻璃全都碎了! 厨房的冰箱和
门!被飞起来的凳子砸坏了!我要
在厨房的话恐怕就会受伤$ 于是

我开始收拾"扫玻璃$我听到对门
也在扫玻璃! 我似乎听到了整个
小区的人" 整个街的人都在扫玻
璃" 听到方圆

!%'

公里的所有被
爆炸涉及到的人家都在扫玻璃$

就是我在扫玻璃的时候!突
然心中一颤"特别地兴奋$我真高
兴我是在扫着玻璃" 我希望我的
玻璃永远扫不完$因为我想到了!

我应该让我的主人公死在一场大
爆炸中!死在被飞来的玻璃里!然
后他顺手扯过一根尖玻璃来就把
动脉给割了! 这个人当时正好有
一点想自杀!因为很失败!因为当
时这个厂子倒了! 他的爱情也出
现了大问题!他正想借这个时机"

离开这个被时代齿轮所抛弃所辗
压的生活$所以就这么个细节!使
我的整个小说复活了! 并使我的
整个小说获得了

(",

以上的价
值$ 我推倒很多篇幅! 重新开始
铺垫一个大爆炸! 开始有了一个
倒计时的时间节奏和核心事件!

也改变了人物的命运! 改变了爱

的方向与死亡的重量$因此!我们
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可
能对别人是无效的!或者说对别
人是有伤害的! 或者说事实上对
你本人也有伤害!但另一方面!当
他变成写作资源的时候! 又具有
某种化伤害为动力的价值! 并且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价值$

四

说到我新近出版的 +奔月,!

它跟前面几部作品的创作路子不
太一样$ 在生活中并没有像上面
这样具体的"影像式的反射!只能
说是曲折的" 混合的一种来自生
活的诱因$ 它最深层次的动力来
自对生活的质疑$

不知道读者朋友有没有想
过! 你们对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
选择" 所达到的每一个目标和获
得的每一种占有! 是有着非常确
定性的感受!还是说带有着怀疑!

觉得可能是一种偶然性' 你选择
这个专业而不是那个专业! 选择
的是这位导师而不是那位导师!

你跟这个姑娘成了恋人! 而不是
另外一个$生活中的事件!虽然是
你千方百计经营而来的! 但并不
见得是我们人生中最恰如其分的
选择! 说不定只是一种物质文明
标准化之下的-高度复制性.$ 你
和你的邻人是一样的$ 你和你的
同事是一样的$ 你和另一个城市
的某人是一样的$ 你们家冰箱里
放着同一个牌子的花生酱! 床头
柜里面是同一个牌子的内衣!女
孩在美容院整成同样的双眼皮!

孩子在上同样的奥数培训班&&

你过的不是你的生活! 是高度复
制下的模具式的生活$

我怀疑很多人会有这种疑
惑!我讲几件小事情$

新浪上有一条很奇怪也很出
名的微博! 是一个早就死去的人
留给世界上最后一条的微博!他
的意思是说我死了!到那边去了!

你们好好地过!大概是这个意思!

一条临终的留言$ 但是很奇怪的
是!这最后一条微博上有竟有

-(

万之多条的转发留言! 一个很庞
大的数字$ 我很耐心地一条条翻
看这些人% 为什么会有兴趣在这
里留言! 其实他们跟已故博主完
全不认识% 也不是过来对这个人
表示悼亡之意!完全不是!他们是
把这里当成一个树洞! 讲生活中
的不如意! 平庸感与厌倦感///

我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 我卖够
保险了$我厌恶做

../

$我不想对
每个人笑$我很烦!每天都一模一
样! 但没有勇气离开我现在的生
活$ 你很好!你做到了这一步!我
真羡慕! 想拜托你能不能告诉去
往另一个地方!会不会变得更好!

有没有不同的世界$

前一段时间有个玩深潜运动
的女生!很优秀!国内知名大学毕
业又到国外留学! 不仅有很高的
学位! 在国际深潜界也是排名很
靠前的高段位! 但有次在勘测水
底旧长城的深潜中意外出事!后
来在网上% 知乎上形成了非常大
的讨论$大家在探讨她的死亡$生
前这个女孩子总说! 我在淘宝上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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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买一件大衣! 但是我
花

&'

万买一个潜水设备!我在国
外辛辛苦苦做项目挣来的钱!都
来买潜水设备了$ 如何评价她所
选择的生活以及最后所抵达的终
点!且另说!但我顺藤摸瓜翻到了
这个姑娘的主页! 有一句话很挺

打动人$ 大意是'-我在做科研%休
闲%或生活中的一切!都觉得那只
是表面化的0我1在行动!只有当我
深潜到深水区的时候! 一片黑暗
之中!在那里我才觉得我的存在!

感觉到我这个人 $ 我是唯一的
我$ .

再比如!大概是一两年前吧!

我看到一个新闻! 江苏无锡有一
个驴友去西藏旅行! 中途发生了
意外!不知道坠崖了还是什么的!

他脱队了$各方面力量出面!前后
花了

&'

万元!终于辛辛苦苦把这
个人给找到了$结果他在哪儿呢(

他在藏区一个很普通的小旅馆里
头平安无事地待着! 他非常尴尬
地承认'其实我是有意消失的!我
想借着这个巧妙的机会离开我原
来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就是想去西藏待着! 和我原来
的生活一刀两断$

这些例子是互不相干的$不知
大家听了有什么感受&&但在我
这里! 它们都成了某种催化剂!在
我的心里产生了各种化学反应!最
后混合推进%诞生出+奔月,$ +奔
月,的内容其实跟上面几个故事并
没有任何逻辑关联!但精神上是有
某种内在性的$那实际上就是人对
自我存在与自我身份的永恒质疑'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当然我是用了比较世俗的故事线'

我写了这么一个平常的都市人!她
做了一个决绝的打破!真的离开自
己的生活!离开她的丈夫%情人%母
亲%闺蜜%同事!以无名之躯去往无
名之境&&具体这里就不做详细
地展开了$

五

所有上述这些话! 都是以我
本人与我的创作为活体! 所进行
的一个回顾与分享! 最后我想讲
几句关于这个题目$ 其实我最初
的题目是+我以虚妄为业,$ 后来
有读者说! 这个题目是不是太灰
度了$其实!虚妄不是一个灰色的
词啊$ 虚伪的虚!狂妄的妄!加在
一起既不虚伪也不是狂妄! 它是
中性的$

这一方面是我的一个! 讲大
点儿!是世界观$人生是转瞬即逝
的%随时可以终止的$ 对每个人%

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的$ 从这个
角度而言!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很
虚妄的$但这并不是悲观主义!如
果你能看到%明白%牢记到一切都
是无为之为! 才可以认识到自己
所做的事情的本质的部分! 而不
在意其表面化的泡沫的部分$ 我
只会去关注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
事!在这微渺的一生里!过一个相
对结实的生活! 做我最愿意做的
事情%并且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做$

所以虚妄是我的世界观! 一个积
极的世界观!可以让我更专注%更
有激情地去写作$

同时!这也算我写作上的一个
方法论$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以
虚构的手段在写作! 虚构我认为是
具有巨大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力量
与难度!但不管怎么样虚构!它最
根本的还是体现% 映射出人间与人
性的色彩$当然了!我的色彩可能并
不是那么暖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我
大概得从-青.色往后数了!我可能
是偏冷色调的! 甚至是灰色的部
分!更斑斓多义%含混的部分$ 我觉
得任何一种色彩!都很有价值$

!本文为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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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文新论坛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