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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欢愉与戏剧化变异
!!!鲁敏作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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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特别请到了作家鲁敏! 她最近

出了一本我个人认为特别好的小

说集"""#荷尔蒙夜谈$% 里面的

故事很有趣% 今天的讨论就主要

围绕这本书!

韩敬群!!荷尔蒙夜谈"开头那
篇写得非常好#我看到了鲁敏在困
惑之中寻找她的创作突破的方向$

我在!大宴"这篇里面已经看到了
她的努力方向#包括!当我们谈起
星座"里也有类似的努力$ 这一代
作家中很多人确实在面临着一些
问题#这也是鲁敏的困惑$ 困惑很
重要#困惑真不用紧张$ 有时候不
困惑意味着实际上我们是顺着已
有的轨道在滑行$但是是不是要去
寻求一些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艺术就是克服困难#是战胜自
己内心困惑的一个过程$

赵天成!我在读的时候%很有

阅读快感% 但又不是像读通俗小

说那种完全的快感! 如果要去做

解读%又感到不好分析! 直到我看

到何平写的#散说&荷尔蒙夜谈'$%

他认为#荷尔蒙夜谈$是一个不太

彻底的小说%首先是写(色)写得不

够彻底! 当(色)写得不够彻底的

时候% 人的绝望也就写得不够彻

底% 这个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就没

有得到完全展开! 第二个 (不彻

底)%是说鲁敏爱护自己作为作家

的公众形象% 所以她只会把这种

题材当成对于叙事的解放% 而不

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解放! 因此%

当故事情节摆荡到马上就要逾越

社会规范的时候% 它会迅速收回

到日常生活里面% 收回到现实主

义的逻辑里面!

梁鸿!这几年&

$'

后'的女作
家都处在变的时期# 人到中年#写
作那么多年#都希望有特别大的变
动#那么怎么样变% 它涉及到你对
世界的看法# 涉及到你对人的看
法#当然包括具体对性的看法$ !荷
尔蒙夜谈"本身就包括了你对性的
看法(对身体的看法和对身体在人
身上位置的看法$ 但有的时候#我
觉得故事对于作者思考的承载有
点太明显了#比如!荷尔蒙夜谈"讲
的中年危机#我觉得中年危机是我
们个人的事#但是当你把这个投射
到人物身上去的时候#会发现人物
的思想太单一了$

我非常喜欢作品里庞杂的信
息# 各种知识的混合( 生活的混
合# 并且对生活的纹理抓得越来
越深#从!九种忧伤"到!荷尔蒙夜
谈"#很多时候那种生活的褶皱是
追查不到的# 或者说它需要作家
把这个褶皱一层层地展示给读
者$ 因为城市生活并没有那么简
单$ !荷尔蒙夜谈"虽然算是一个
短篇集# 但是展现了城市生活复
杂而多维的面向$

杨庆祥! 鲁敏的短篇里面有

很多灵光一闪的话%这样的一句话

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建立在了

非常细致的纹理之上和对生活的

观察之上!

对于作家来说有一个更高的

要求就是你能不能把这种戏剧性

转化成为一种更高的戏剧性%把它

变成一种文学的戏剧性而不仅仅

是新闻的戏剧性!

李壮!为什么&

$"

后'这代人会
对身体特别感兴趣% 这其实是一代
人的写作真空#就像是一个很孤单
的个体卡在两套巨大的齿轮之间#

左边的齿轮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有
漫长强大的谱系#但是这个时候已
经在慢慢地瓦解#力量已经不足够
支撑作家通过写作寄托他全部的
东西$ 于是另一边的齿轮是个人纯
粹内心的(私人经验的东西$到今天
为止这种纯粹的个人经验化的写
作#也已经出现了危机#这代人不仅
是&

$"

后'还包括很多&

()

后'#他们
都卡在中间# 通过身体的经验来连
接这两套不能够完全咬合的齿轮#

然后分泌自己的荷尔蒙# 以使这两
套磕碰的系统能够在这里逐渐运转
起来#并逐渐形成完整的东西$其实
在这本书里# 我觉得鲁敏又往前更
推进了一步# 就是开始没有了那么
多的束缚# 但背后的东西却更加深
沉更加无助了$

刘大先! 鲁敏写到的身体我认

为是不完整的%就像脚*足一样是部

分的身体% 这个部分的身体可能是

仅仅体现在欲望上面% 应该还有我

们所厌弃*憎恶的东西在里面%我觉

得可能还没有写出来! 因为身体没

法靠精神*靠理智*靠情感来使它完

整! 更多时候我感觉到鲁敏确实有

一种自身环境给她带来的舒服感%

就是真的没法进入到肮脏的东西!

最近#猜火车$电影续集出来了%#猜

火车$ 第一集里面有一个人爬到肮

脏的马桶里面% 还出现大海般的景

象%我觉得要有这样的东西%在肮脏

里面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李剑章 !这部小说虽然叫 !荷
尔蒙夜谈 "# 但其实是反荷尔蒙
的 $ 正如这本书上写的 #&用文字
的虚妄来对抗生活的虚妄'$ 从小
说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 )如
果单独只有荷尔蒙的话 # 并不足
以让小说当中的人物免于空虚 (

无聊 (幻灭 #何况更多的时候荷尔
蒙也只是一个傀儡或借口 # 真正
在背后发挥作用的是金钱和权
力 $ 其实 #真正让人幸福 #让人有
存在感 (归属感 (价值感的分泌物
并不是荷尔蒙 # 而是多巴胺或内
啡肽$ 可惜的是#小说当中的许多
人物选择了荷尔蒙 # 放弃了简单
纯净的幸福与归属感 # 于是毫无
疑问地暴露在金钱与权力的杀伤
之下$ 他们获得的是一时的虚荣#

付出的代价轻则是长久的痛苦 #

重则是人生的毁灭 $ 这些人决绝

地选择了荷尔蒙#荷尔蒙也负责
地把他们推下深渊$

陈若谷! 我觉得不应该只是

看(荷尔蒙)%应该是看(夜谈)这

两个字! 这里面至少有一半的篇

幅写的是选择死亡% 我们对于死

亡的理解肯定不是因为身边突然

有一个人倒下断气%(死亡) 是在

阅读中和想象中产生的% 死亡应

该作为一种符号式的理解! 我觉

得人生的第一大意象就是坟墓和

废墟%那种烟消云散的感觉!只有

把死亡符号化% 才能够去理解我

们所有讨论(诗人之死)题目背后

的以启蒙或其他现代思想意识为

主导的思维!

樊迎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
的文学和影视都是靠&青春'市场
来支撑# 我们依赖这个庞大的群
体# 也是因为我们依赖一种所谓
的年轻和希望# 依赖一种共鸣和
经验的共享# 因为每个人都曾年
轻# 这是我们寻找归属的一种方
式$ 但鲁敏的这几篇小说# 给我
的感觉是充满着对这种安全感和
社会融入的排斥# 充满对社会的
不信任#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直
接放弃# 这种不信任和放弃带来
的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孤独(隔
绝# 但鲁敏的犀利在于小说在这
种孤独隔绝中体现出的可怕的坦
然#一种理所应当$

李蔚超!(俗世的欢愉)特别像

现在社会的主流"""现世安好! 这

部小说中的人物要么是在现世安好

的基础上%寻找一种不同的东西%借

此来摆脱自己的中年绝望+#荷尔蒙

夜谈$,- 要么是想着向现世安好的

状态来发展+#大宴$,! 尤其是#大

宴$这个小说%它特别像我们时代的

同构%而不是一个寓言或反讽%它讲

的是狂欢式*沉醉式的故事%但是其

中的人物又都在呼唤权力% 且这种

权力是不需要显现的% 只要它本身

存在就够了% 而这一切正是我们这

个时代最大的特征!

杨庆祥!所以我觉得中国当
代作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征候性
问题#就是要高度锻炼自己的社
会学想象力$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
社会学想象力 # 就是要有他者
心$ 这个他者心不是读佛经练就
的#他者心是你真正和那些人生
活在一起$

徐刚! 这是非常典型的短篇

小说的写法%追求非常尖锐*非常

戏剧性的东西!通过精巧的构思%

最后有一个情节的扭转! 我们能

够非常轻松地被调动起来% 被代

入到情景中% 最后在结尾的时候

了解到故事就这样了!

这个小说当然非常颓丧%确

实能够写出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个

体% 能够非常切身地感受到一种

情绪! 当然还是在刚刚李蔚超说

的框架内% 但是她能够把它做到

一种极致% 然后来探索一种边界

的可能性! 我是觉得这是鲁敏的

小说非常可贵的地方!

沈建阳!我发现有几个东西
其实在作家那里是像&原乡'一样
存在#像童年(乡村(青春(还有爱
情$ 这些东西最后没办法被说成
一个特别完整的爱情故事$童年(

乡村(青春(爱情#可能再也找不
回来#可能那个故事再也说不圆#

但是那个东西一定是美好的#我
感觉作品一直有这么一个情感结
构在$

谢尚发! 整个小说集看似以

性为话题% 但却带来更多沉思的

东西% 性只不过是把当下的生活

困境给展现出来的那个突破口!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福柯"""性事

不是说古往今来怎么处理性经

验% 而是要揭示性是怎么被压抑

的% 如何在话语权力的覆盖下丧

失了正常言说的可能! 这些小说

同样会让人想起萨特的 #存在与

虚无$%尤其是最后一句话.(人是

一种无用的激情! )其实%这部小

说集里面% 许多性的话题也可以

做萨特式的理解% 说白了就是一

种无用的激情的消耗!

乔叶 !鲁敏的小说 #我基本
上都读过 # 我主要说问题的所
在$首先#说!大宴"的问题#她是
很努力想扩张自己文学表达的
领域$她扩张和现实的逻辑性解
决的问题#还有她中心思想模式
的问题#我觉得我这方面甚至更
突出$ 我们看着不太一样#但实
际上是在一条线上 $ &

$"

后 '有
相同的成长背景#我们有很多共
通的东西#包括中心思想的模式
性问题#对某些想当然的题材的
偏执性选择#还有戏剧性夸大的
问题$

陈华积!在小说集当中%鲁敏

集中处理各种性的话题% 写出了

一种蝴蝶效应式的小说! 恰好通

过我们这样一种最为日常的性的

书写% 跟社会结构结合起来打通

精神!小说的整个思维结构%体现

了题材的稳定性% 特别是呈现这

个社会深层结构当中精神隐患的

东西!所以%鲁敏的小说是非常关

注精神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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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家来说

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就是你能不能把这

种戏剧性转化成为

一 种 更 高 的 戏 剧

性! 把它变成一种

文学的戏剧性而不

仅仅是新闻的戏剧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