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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烨!小说最难的部分"恰恰在开始写作之前
本报记者 何晶

在小说里编造故事!扭转现实"对某

些写作者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乐趣"#西湖$

杂志 !(#$ 年第四期的新锐魏烨正是如

此% &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我非常喜欢

虚构% 虚构的取材显得自由开放乃至混

乱"小说涉及的经验漫布在作者人生的细

碎角落里"藏匿在创作冲动之下"甚至构

成创作冲动本身% '这一切吸引着他%

但魏烨的虚构并不是凭空想象"&无

论你如何虚构"都需要材料的支撑"而这

些材料不可能先验存在于你的大脑

里()*要么是从你的生活中直接萃取"

要么是对其他文本的二手转化'+他的所

有作品都基于现实" 尽管很少在作品里

挪用现实经历" 但大多会从生活经验里

提取某个元素"构成小说的起点,现实经

历提供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口子,

因为如此偏好故事情节的发展"甚至

是叙述下去的某种动力"魏烨的小说常常

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反复推演甚至推倒重

来"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方向

性的问题, 魏烨自陈"这一切的缘由只有

一个***&在写作中探索未知的事情',

记者!不妨从虚构谈起!你说自己之
所以写小说"是因为非常喜欢虚构"而你
写小说的一个习惯则是只写想象出来的
事情! 这和很多基于生活经验的写作不
同!为何是这样的#由此而来的一种担忧
是"源于想象的写作何以持久#

魏烨!想象并不是空想"从我个人的

认知来看"想象力是有很大局限的"经常

会依赖已有的经验, 只是我们平常在讨

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所侧重"比

如有些作家会用最切身的经验作为素

材"甚至直接挪用记忆里的故事情节"让

人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直接窥测他的人生

经历,这种写作侧重的就是经验,而侧重

想象的写作"也只能从经验出发"只不过

它更多的是去推导去试验" 就好像我在

打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 我可以尝试各

种各样的玩法" 而不是走过去触发一段

剧情,它的优势在于未知"时常会有超出

意料的惊喜-而缺点也在于未知"我可能

会推导出自以为是或索然无味的情节,

当然"你提到的担忧也是存在的, 当

我准备开启一篇新小说的时候"我往往得

耗费大量时间"在脑子里做测试"就像爱

迪生试灯泡的传说"试试这个元素有没有

意思"那个人物能不能触动我"直到试出

属于这篇小说的灯丝"然后天就亮了, 至

于说何以持久"就像我上面说的"再怎么

想象也需要生活经验作为支点"毕竟灯丝

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想要能够持续地

尝试.持续地创作"那可能还需要收集更

多的零件"这一点和注重经验的写作并没

有太大区别,

记者!$西湖%上的三篇小说"从某种程
度上可以窥见你小说的一斑" 尽管熟悉种
种理论及小说技法"但你似乎不以结构&叙
事的炫技为要"小说的面目清晰&直接&敞
开"更多的是在情节设计&故事本身上着力'

魏烨!因为炫技其实并不炫,我所能

想象到的所有结构.叙事上技巧"都是别

人原创的"经过二三四五手的转用之后"

流入到我手中,

但我不是在否认结构叙事的重要

性, 巴尔扎克那一代就已经穷尽了所有

情节套路"我们现在也是在不断重复"而

重复的价值" 在于你是否给套路注入了

新的内容,结构和叙事也是如此"只要它

能把内容本身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它就

是有效的,换句话说"炫技本身是为内容

服务的,就我目前所写的内容"我看不到

玩结构和叙事的必要" 直接简单的呈现

反而要更真诚一点,

记者! 何焜说你小说的两座桥梁是幽
默和荒诞"(虚度七种%可能更明显一些"但可
能(热垫圈%更有代表性"因为它显得更含蓄
一些) 换句话说"你是在看似正常的故事里
暗藏着这些玄机"由此就更意味深长一些!

魏烨!应该说不仅是特质"这些东西

本身就是我写作的理由, 就拿/热垫圈$

来说"我之所以写这篇小说"就是因为经

常听到人抱怨说冬天马桶圈太冷坐下去

屁股凉飕飕"当时我就想"如果一个人早

上起来坐到马桶圈上" 发现马桶圈是热

的"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种

感觉非常有意思" 所以才有了写作它的

冲动, 接着我想到" 这个人必须是独居

者"否则一个热马桶说明不了什么,情节

就开始向外延展了,

记者!这种幽默与荒诞之下"似乎隐
隐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的疑问"无论是(故
居%里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网络发酵
变异之下人被逼到绝境"还是(热垫圈%里
的人的命运的偶然性"或是(虚度七种%里
直接显示的人如何虚度时间"你小说兴趣
的落脚点似乎还是人的生存问题!这和你
对自身处境的思考是否也有关联#你想在
小说里怎样解释人的生存本质#

魏烨!对我来讲"情节最根本的推动

力"就是人的焦虑,我其实没有能力去写

那种不痛不痒温吞水的故事, 我写小说

的时候"人物必须处于强烈的焦虑当中"

他必须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小0就

像垫圈发热1"但却直接牵扯到他生活中

某一个具体且坚硬的困境%而这个困境"

很可能就直接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观

察"比如说/故居$"它的直接来源就是互

联网上弥漫的对于熊孩子的厌恶情绪"

本来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情绪" 但在

网络的煽动下无限放大% 前段时间网上

就有一些案例" 有网友直接把网络上热

传的那些对付熊孩子的方法付诸实现"

结局可想而知%

但我得说" 我并没有想在小说里面

解释什么"这好像不应该是小说的功能%

我之所以会写这些东西" 纯粹是我觉得

这些东西应该是吸引人的" 起码是吸引

我的%看到一个小孩往文物马桶里撒尿"

作为管理员的我应该怎么办2 这个念头

一浮现"我就立刻代入了进去"并处在一

种持续不断的焦虑当中+ 之后所涉及的

网络传媒等事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在小说里解释什么" 我写小

说"反而更像是在寻求一个解释+

记者!这三篇小说其实是你研究生时期
的作品"虽然这个时间也没有过去多久"但你
暂时没有新作了!当然小说写作的断续都很正
常"却有一种感觉"似乎你并不是不想写"只是
在探索未知的路途里还没有下一个目标!

魏烨!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过了一段

时间总要暂停"整理一下+过去创作比较

随性"冒出什么点子就写"有时候并不太

好的点子也会尽量完成它" 好处是练了

笔" 坏处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

产出状态"作品时好时坏+ 我现在觉得有

必要沉淀一下" 稍微在前期准备上下功

夫"给自己摸索和建构一套稳定有效的写

作思维方式+ 最基本的"就是如何寻找点

子"如何判断一个点子能否诱发一个相对

完整成熟的故事+我不想或者说不擅长直

接挪用人生经验"所以有时候一篇小说最

难的部分"恰恰在开始写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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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室友关系" 魏烨跟我
之间" 发生过不止一次关于小说
的对话!

时至今日" 我们不得不感谢
读研为我们赢得的这段时间 "一
段似乎只为了写作&阅读&讨论而
存在的时间" 不受外界事务的侵
扰& 因其纯粹而注定要在生命中
留下印记的时间! 已经记不清我
们一起讨论过哪些电影了" 它们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区间带" 可以
肯定的是" 那些时刻成了一种必
不可少的滋养" 它们经常在讨论
中被魏烨拿来与小说作类比 "在

他那里"纯文学与类型文学"商业
电影与文艺电影"不需要被彻底地
二元划分!

这正是为什么"你会在阅读魏
烨这三篇小说的过程中感受到某
种混杂的气质!毫无疑问"(故居%&

(热垫圈% 可以归为一类"(虚度七
种%属于另一个阵营! 幽默是连通
他两个小说阵营的一座桥"而荒诞
则是另一座!(虚度七种%里的七个
故事不是充满细节的生活事实"是
简化过后的生存样本"却是对荒诞
性的高度提纯 " 带着对 67 世纪
*发现非理性的哲学+的嘲弄"一些

人名, 著作名还有真实存在的组
织 &游戏被变形放置其中"虚实交
错"一本正经却又荒诞不经"但在
审读过后"它们最终无疑指向了这
样一个方向-在难以把握&难以理
解的世界面前"肯定行动的意义)

回头去看魏烨这一系列作品"

我觉察到" 我们终究需要依靠小
说 &依靠写作&依靠持续不断的输
入和输出"找到在这个无法跳出的
世界里自己的位置)这或许是对无
意识地弥散在这三篇小说里的生
存疑问的回答-继续阅读&行动"那
种属于自己的力量终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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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 33这些诗是儿童接

触诗教的第一窗口" 对孩

子来说" 它们的音韵朗朗

上口"背起来顺溜好玩"但

这些诗到底为什么好呢 2

又为什么要读诗呢2 则需

要4我们5也就是家长和儿

童共同探索+ '& 月 ) 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

明做客志达书店" 从多首

具体诗篇入手" 以讲故事

的形式" 和小读者们一起

读诗+

&在诗歌这一由语言

所构拟的空间里" 我们有

另外一种样态的生存+ 诗

固然取材于生活" 却更多

地体现着人性中美好的向

往"人情中美妙的趣味+简

单地说" 诗总是在追寻生

命的完美的可能性" 并以

最精致的语言形态来呈现

它+在诗的世界里"生命以

优美的姿态自由地舒展+'

骆玉明认为读诗陶冶性

情"可分为三个阶段6第一

阶段是童谣阶段" 牙牙学

语的孩子完全不懂诗歌的意思" 摇头晃脑地

跟着音律背诵起来"大多源于孩童的好奇心-

到了第二阶段"孩子逐渐长大"觉得再如小时

候那般背诗有些幼稚"他们不再满足于天真.

童趣式的快乐"此时"就进入感受诗歌的情感

美和语言美的阶段+ &家长要加入进去"自己

要对诗歌产生兴趣" 和孩子一起体会诗歌中

的共同情感" 将诗内化为知识结构" 成为人

格.审美养成的一部分+ 家长更应懂得择诗"

以讲故事的形式传递给孩子诗歌的美+ '同

时" 他指出现代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一个问

题"比如家长将孩子一股脑送去培训机构"而

文学教育高涨的市场需求使得教育培训机构

所承担的教育功能本身带有双重性" 有人将

其视为完全的生意" 文学教育又绝不能完全

受市场牵制" 它需要怀着责任感与良心的人

去从事+ &当我们变得成熟直至面对死亡"我

们需要把一首具体的诗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

背景中去理解+大自然处于无限的循环中"所

谓春花秋月何时了"人本来也处于循环中"可

人一旦有了自觉性" 就从无限循环中跳脱出

来"会老"会死+这就是读诗的第三阶段"小朋

友目前不会理解" 我们成人之后才会思考死

亡对于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 因为儿童以童

真的眼睛看待世界"儿童的世界色彩丰富"而

诗可以让这份丰富变得更深更远+ '

不同于西方的诗学理念" 中国人历来重

视诗歌对人的精神养成作用+ 而在现代教育

体系中" 诗歌教育大多以语文课本中零碎的

诗篇存在" 市面上的一些诗歌读本又多以主

题式或低幼版本出版+为此"同济大学教授刘

强携手骆玉明共同主编了 &中华少儿诗教亲

子读本 '丛书 "该套丛书共 ## 本 "以 /诗经 $

/楚辞$.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等七个段

落"系统反映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同时

也将现代.当代.外国诗歌与中外童诗作为重

要焦点"以时空交织的形式"多元地展示中外

诗歌的交流.互动及演变历程+ &我们从时间

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通过对古(今.中(外

经典诗歌作品的系统梳理" 甚至以大学的知

识结构要求" 精选出适合 '(#$ 岁孩子学习

和7亲子共读5的诗歌作品近千首"加以整理

和导读"使广大青少年读者对古今.中外的诗

歌发展史.诗人.流派.佳作等有一个相对全

面的把握" 对古今诗歌的艺术创造过程有一

个相对深切的体会" 也对诗歌的现状及未来

有一个基本的审美观照与憧憬+ ' 刘强介绍

丛书的特色+

除了丛书之外" 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

和同济大学出版社还将在一年内陆续举办

#! 期提倡&亲子悦读'.以古今中外不同时期

经典诗歌的导读为主题的讲座+ 本期讲座正

是系列讲座的第一期+

新锐出发

本栏目与"西湖#杂志合办

魏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