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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我遇见历史本身"遇见诡异神奇
本报记者 傅小平

长篇新作!姑娘寨"出版#接受本报专访$$$

!写作 的 奥 妙 就 在
于 " 它不单是经验
的"还是超验的#

记者 $读 !姑娘寨 "就像是走进了博
尔赫斯笔下 #小径分叉的花园 $%觉得真
真假假&虚虚实实 %不知道会把你引到什
么方向' 而且正因为其中写到的马老师%

也就是你自己 %还有虚公 &李亚伟 &默默
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而你写到的帕亚
马 &别样吾等人物 %又像是通灵的 %能沟
通真实与虚幻%特别的活灵活现%所以尤
其让人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真实的 %哪
些是虚构的(

马原$ 那是因为你的思维比较理性!

你看这本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对我

来说!并没什么真假!虚实的分别" 我写真

实的人!是因为有了缘分的引领!我到了

这儿" 最早就是默默招我来西双版纳的!

我来了以后!又碰到了虚公!我们的生命

理想很接近" 他在这儿买了一块地!他把

我带到这儿来 !结果他最终没来!我倒是

来了" 但现在看来我和南糯山的缘分!远

远比和他们的缘分要大! 因为和他们!一

年也就见一两回" 我和南糯山多年里几乎

是天天在一起" 当然了!我说缘分是因为

我写的时候全凭直觉" 我这个小说!其实

是没有故事的!我在写的时候!对于后面

要写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记者$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完全靠直觉(

马原$ 我想说的是! 写作的奥妙就在

于!它不单是经验的!还是超验的" 而且!好

的写作一定是超验的" 我能理解你的疑问!

读我这样天马行空的小说! 也许有极少数

读者一读就毫无障碍! 绝大多数要没有碰

到一点疑窦!他们读的就不是我的小说了"

记者$那你是不是也凭直觉把最初各
自独立的两个中篇组合在了一起(

马原$ 我一开始就想写成一部长篇!

因为#十月$催稿催得急!就先以中篇的形

态发表!所以分成了两个中篇% 实际上!这

本书应该有三个部分! 只是童话的这一

块!因为先出了单行本&砖红色屋顶 $!给

剥离出去了% 当然!我当时写的时候!对于

这本书日后怎么组合! 其实也没想清楚%

但我喜欢这种三三结构! 有三个方向!一

个是现在时!一个是过去时!和历史连接!

还有一个是童话%

记者$你说到三个方向 %我就想你的
写作迄今主要就涉及了三个地理位置) 西
藏&汉地%还有就是云南西双版纳) 这个地
方显然拓展了你写作的空间)

马原$到了西双版纳!也就相当于多

了一个参照系% 这会出现一个怎样奇妙的

情况呢' 打个比方说!( 和 ) 之间只能有

一种关系 !如果加入 *!这个关系就大大

拓展了! 就有了 ()((*()* 和 ()* 四种

关系了% 这样一来!我这个视野一下子就

扩大了% 你要留心(细品!你就会发现三角

形无比奇妙% 它的外延无穷大!它可以组

合成四角形(八角形!还能组合成圆形!因

为圆形其实就是无数个三角形% 而且!用

三角形几乎可以解析所有的图形% 你再设

想一下!一个或几个三角也可以组合成棱

镜!阳光穿过棱镜!就能分成七色!是不是

也很奇妙' 那么!我从汉地!到了藏地!又

到了哈尼地!其实是在无意中走出了一个

三角% 而藏地与哈尼地的同和异!可谓一

目了然% 只要是一个有能力的观察者!他

就能把这三者立体联通起来!你要是让三

角形立体起来!本身不就是一个苍穹' 它

的每一条线上都有无穷的点!这就是我写

作的基础% 我的写作不过是在这些点的任

一点上发生位移!由这个位移!可以生出

特别奇妙的关系%

记者$为什么是位移%而不是跨越( 位
移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空间的改变%但并
不意味着有某种质的变化) 我看到过一个
评论说%89 多年前%马原对小说的思考就
已经到达了他自己的尽头) 还说%你的小
说语言%经过这么多年的潜伏之后%竟然
没有明显的改变)

马原$有文字记录就是厉害 !你可以

把过去的作品和现在的拿来对照 % 到现

在!我有近五十年的写作了% 前几天宁肯

还说!他和&十月$的另一个副主编谈到我

的小说!要是陌生的读者!根本看不出来

我有什么变化% 我也的确没太多变化!要

总是有非常大的改变!那说明一个人的写

作还在不断进化(演变的过程里% 我写作

上的变化! 是从 +,$! 年去西藏以后开始

的% 也是在那个阶段!我明白我的写作一

辈子都离不开神鬼人% 我的题材(兴趣(方

法论(价值观!包括我这一生写作的关注

点(角度(重心!也应该说就完成了% 有人

说到了&纠缠$等小说!我回归现实主义!

开始接地气了% 其实我那些核心的东西依

然没什么变化% 马原还是以前那个马原%

%真正伟大的作品 "

难道不应该是深入
浅出的吗&

记者$按一般的理解%所谓先锋%就是
要求作家不断给自己设置写作的难度%要
让自己有变化和突破) 你一直没什么变
化%那你还先锋吗( 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
问问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看#先锋*

或+先锋文学*这个概念(

马原$先锋文学是文学史家提出来的

一个概念!它不是先锋作家提出来的% 这

些小说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该给

它按个什么主义! 索性称之为新潮小说%

这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位!指的跟

原来的小说不一样% 当然也有人说是结构

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现代派小说!相

比而言! 虽然当时已有先锋小说这一说!

但都淹没在其他几个称谓里% 这不!人类

有一个习惯!到了世纪之交!想方设法要

给一个世纪做个归纳总结嘛% 文学史家们

在回顾文学百年历史的时候!力图找一个

最准确的概念!就把当年那些小说定位为

先锋文学% 所以!先锋文学作为一个概念

被广泛接纳!还只是近二十年前的事% 说

白了 !我们和乔伊斯 (普鲁斯特 (弗吉尼

亚)伍尔夫(罗伯*格里耶(约瑟夫*海勒他

们干的是同一件事情 ! 我们都在求新求

变!都在突围% 因为十九世纪文学到了一

个巅峰!你没法超越啊!你只有另辟蹊径%

我们都是一个个个体!也没什么共同的纲

领! 每个人都朝着某个未知的方向前进%

你能想象!创新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就好

比是开着盾构机挖隧道! 前边并不明朗!

开挖过程中会遇到什么! 你也是不知道

的%最关键的是别搞错方向%当然!也会碰

到失败的时候!要是碰到会形成泥石流的

山体! 你盾构机挖到那里就算是作废了!

随时都会有坍塌的可能%

记者$你刚才谈到乔伊斯,普鲁斯特%

他们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有开创性的作家%

但我知道你对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持否
定态度的)

马原$我否定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创

作和阅读作对! 他们的创作在破坏阅读!

是阅读的障碍!阅读的敌人% 就我个人来

说!我尊重阅读(崇拜阅读% 我把吸引读者

阅读! 当成我们这个行当生存的基本前

提% 也就是说!你的写作首先得是益智的!

有趣的!其次才是有个人风格的% 他们把

这个顺序颠倒了过来% 从这个角度看!你

会发现这些前辈的创作是不合格的% 你倒

是说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你

看完了吗'

记者$没看完%看了前面两三卷 ) 而
且%还重读了) 就这本书来说%我觉得看完
不看完没那么重要) 因为从哪一页读进
去%你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启发)

马原$好吧!我是没看完!你可以有你

的看法% 反正!我觉得他们的作品!不服务

于阅读!而是把阅读变成了学问!一门毫

无意义的深入深出的学问% 但真正伟大的

作品!难道不应该是深入浅出的吗' 深入

浅出这个四个字!包含了四个层面!谁都

希望做到!但要做到实在太难!要我说几

乎没有!做到了!是一种神迹%

记者$实际上%你的小说%尤其是前期
的小说并不好读) 更准确地说%就算好读%

也并不好懂) 走近你的叙事圈套%估计很
多读者都会有眩晕之感) 但你不是把吸引
阅读当第一要义的吗(

马原$我当然希望读者都读我 !都喜

欢我的作品% 但如果我的作品!对读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因此不喜欢我!我

也没办法% 我只能说我的段位不够高%

记者$不过%你回归后写的小说%的确
更好读了) 尤其是像!纠缠"!黄棠之家"这
样更接地气的小说) 但有批评认为%你这
样的写作没有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在于% 你没有处理好形而上与形而下%

或说经验与超验之间的关系)

马原$我不这么看% 要有读者这么觉

得! 我认为是他们没有得到好的阅读训

练% 你比如说!&纠缠$就是一部绝对形而

上的小说% 你刚进入阅读的时候!你会觉

得它挺形而下的!但读着读着不知道什么

时候!你就上了一个电梯!或上了一个飞

行器!它就到了形而上的境界了% 你总不

能说!一部小说里!没有一个清晰的故事!

没有一个熟悉的经验!那才叫形而上吧'

记者$你前面说到%!姑娘寨"不讲故
事) 但实际的情况是%小说里讲述了不少
耐人寻味的故事) 我想%你这么说%是因为
你对故事%持有别于常人的理解)

马原$ 故事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定义!

其实任何一部小说里! 都不可能没有故

事! 无非是有讲的故事性强不强的区别%

但我觉得!故事只是一个小概念!它要有

头有尾有情节% 我说没有故事!是因为我

的小说不是靠情节来维系(推动!我用一

套更复杂的方法!去完成叙事% 我的故事

都在我的叙述里% 所以!我提供给读者的

故事都是不一样的! 马原讲的所有的故

事!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记者$部分原因在于%你发明了一个
#叙事圈套*) 我有时想%一些概念&符号%

不见得那么准确%却会因其有广告般的神
力%让人印象深刻)

马原$叙事圈套是吴亮发明的一个概

念% 我和吴亮早年是怎么交往的呢' 他知

道有一个叫马原的写小说的人- 他讲的故

事不太一样!在他的叙述文本当中!他是

一个目击者!还是一个旁观者% 他也是一

个向导% 他就说过去那些评论的章法都失

效了% 他要写评论!心里有很多疑问!就说

要用一个星期和我聊% 他知道我喜欢喝汽

水!每天就提了十瓶八瓶汽水来% 今天来

了!明天又来!就跟上班似的% 他是功夫做

到家了% 功夫到了!做出来的评论就是不

一样% 你看他有怎样的归纳能力!他把我

的叙述分成了八个层面!从里面总结出一

个很大的系统!有点复杂!要不是有丰富

阅读经验的人!估计看了他的解读之后还

会觉得云里雾里%

%我喜欢遇见的方法
论"特别会给读者有
代入感&

记者$我倒是被!姑娘寨"的时空概念搞
得云里雾里)在小说的两个部分%即讲述主人
公#我*%亦即马老师在姑娘寨隐居时的奇异
故事部分% 和交织其中的哈尼族人的英雄故
事与历史传说部分出入) 我虽然隐约感觉这
是两个不同时空的事% 但感觉却是两部分处
于同一个时空) 它们是怎么结构在一起的(

马原$我是这么想的!马老师隐居这

部分!是一条横线% 同时马老师是一个串

场的人物!他撞到了另一条纵线!也就是

帕亚马这条线!这个纵线就是哈尼族人的

历史% 这就是说他撞到历史里去了!所以

就遇见了四百年前的人物%

记者$你说的#遇见*有意思%它也不
同于网络小说里的穿越) 穿越不仅需要机
缘%还需要一定的媒介) 但你的遇见%像是
就凭着一种缘分的牵引) 而且你在这一点
上也很独断%遇见就是遇见了%感觉不需
要什么逻辑%也不需要什么理由)

马原$我比较喜欢遇见的方法论% 我

小说里的主人公总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

事% 钱德勒的小说里也有各种各样的遇

见% 这个方法论!我觉得特别会给读者有

代入感% 在&姑娘寨$里!马老师遇见了整

个故事!他在这个事件中并不是特别要紧

的一个人物!但正是他把这一个个事件串

联了起来! 这一点和我早年的小说很像!

我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很多是以

遇见的方式结构起来的% 当然!这不是寻

常意义上的遇见!不是早上起来出门后碰

到什么的遇见% %下转第 !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