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瀚!当自我确认被怀疑取代
本报记者 何晶

如果一个人在他所有的小说里都依赖

!我"的第一人称叙事#要么对自我非常确

信#要么对自我产生怀疑试图自我解析#年

轻的郝瀚无疑是这样一位写作者$ 作为今

年%西湖&杂志第五期的新锐#他的小说即

是从!那就是我"的新鲜感到!那不是我"的

怀疑感的变奏$ 因为对自我确认的逐渐崩

坏# 促使他在小说里不断将内心触角向外

延伸#其间迟疑'游移'随意'不确定#寻求

着!何以我是这样"的答案$

郝瀚将这种找寻放置在多层次的叙事

空间和时间里来进行#所以不难看到他在小

说里常用非线性的复调叙事#产生繁复立体

的叙事风格# 也追求叙事空间的再度扩张#

常展示陌生空间#几乎每篇小说都涉及相对

异质的地方$ 在这种找寻中#一种无可解脱

的幻灭感构成了他写作的内核#但郝瀚说这

种幻灭感是良性的#因为这是个体在怀疑中

确认自我的必然结果$

记者!!浣溪沙"是个词牌名#将它作为一篇
小说的题目# 甚至还有另两部以词牌名为题的
小说构成!词牌三部曲"#当古典词牌名被用在现
代意味小说里时#是期待二者同构出什么吗$

郝瀚!我本科毕业论文叫做%论冯延巳

词中的生命本体意志&# 而且我实在对易安

居士无感$ 原因现在看来非常荒诞$ 仅仅是

因为我在 !"#$年的某一天突然冒出一个念

头#想写!词牌三部曲"#我很喜欢%浣溪沙&#

此外还有%忆江南&!见"朔方#!"#$%&$#以及

刚完成的%蝶恋花&这三个词牌#于是就有了

这三个小说#仅此而已$

如果我再解释下去#可能会落入个人神

秘主义圈套之中$ 对我而言#自我阐释往往

发生在写作之后#写作的动机安排不是先验

或经验带给我的#而是一种超验式的#也就

是说写作过程完成后我才知道自己为何这

样写#我需要时间和思考理解自己的东西$

我无意追求一种古典意涵# 高中时一

直写一些诗词#总觉得应该自己生在宋朝#

我的文学启蒙就是先锋小说# 后来追本溯

源# 又看了很多先锋派们的外国师父$ 但

!%&' 年之后#随着自己的变化#很难写出

通篇超验式的东西#我写下了%忆江南&#标

题指向故事和人物动作的# 马奇追忆自己

在江南的往事#最近完成的%蝶恋花&#仍是

指向故事#蝴蝶恋慕花朵#意味着是一场无

果的'错误的爱情$

记者!%浣溪沙&讲述平凡人如何游离在纠
缠的男人!女人!社会关系之间的故事#但本质
上是一个个体的单向度的故事#这是!我"的内
心触角在向外延伸时的各种迟疑'游移'随意'

不确定#是个体对自我的一种向内探索'自我
确定( 这是对你所说的!那就是我"的新鲜感被
!那不是我"的怀疑感替代的某种呈现吗$

郝瀚!我是个重度国产摇滚迷#谢天笑

去年出了张专辑#叫%那不是我&#之前他披

头散发扯着脖子喊#这张却很素很安静$人

到中年#逐渐怀疑自己主体性了#从地下跑

到地上#谢天笑还是不是谢天笑了$我听了

很有感触$ 也就是说之前作品中的自我确

认#现在是逐渐崩解的$如果说之前是对我

是怎样的探索# 那么现在大概是我为什么

会变成这副德行$

记者!不难看到%浣溪沙&里的时间和
空间错致的叙述流程# 小说随着叙述者的
记忆'梦境'幻想呈现多层次的结构#由此
带来叙事节奏的繁复立体# 这是你小说叙
述风格的一个相对准确的概括吗$ 更进一
步# 你期待自己的小说叙事结构呈现出一
种什么样的样式甚或是审美$

郝瀚! 我承认繁复立体确实是我的叙

事风格#更准确地说#是非线性加复调叙事$

玩弄时间是现代电影最重要的表征之一#我

们就看最傻的商业片#真的很难找到任何一

部从 (到 )平铺直叙的电影# 就是蒙太奇

思维#蒙太奇意味着时空的重组#现代观众

即便每天看综艺节目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培

养这种思维#所以多说一句#这种对于控制

时间的迷恋自然而然渗透进我的电影剧本

里# 我常担心这种时间游戏会限制受众#老

师往往会说(!你别总把观众当傻子) "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我!转行"之前就已

经根深蒂固# 我甚至无法忍受那种从 (到 )

的小说# 自然永远不会写出从 ( 到 ) 的小

说#这当然很偏激了$ 可能对于我来说#没有

非常平庸的故事#只有极其平庸的说故事者#

所以我一定要突出叙事话语*结构程式#可能

我总觉得自己的故事平庸吧* 但我更期待自

己能拥有大巧若拙'无形无色的结构#让结构

服务故事+其实这是句场面话,$ 我可能会一

直坚持技术主义美学# 只不过故事会越来越

丰富漂亮吧$ 我始终以为写小说尤其是中短

篇是个手艺活儿# 而且这个手艺真的可以学

来的#但写作的后天习得也仅限于此了$

记者!曹海英说#你也许是在以一种特异的
情感经历为依托# 以内化的方式来隐喻和影射
凌乱困顿的现实生活) 我想这里的现实生活应
该指涉的是你的个体的现实生活# 由此带来了
这个问题*年轻写作者的写作题材#为什么总缠
绕在个人的生活经验上呢$ 甚至巨大的现实生
活# 一切都内化为甚至是缩小为自己的个体情
绪的表达)

郝瀚! 我生在东部一座毫无历史与文

化特色的滨海小城#家庭完整'升学顺利#

十八岁之前都是过着!+% 后 "这一代最普

通的城市生活$自我成年以来#基本在辗转

求学中度过#至今仍在象牙塔中$也就是说

我对于这个时代*社会*历史*人性的认知基

本来自书与想象#有时我甚至羡慕那些!非

正常"的人生#可以写出诸如农村'苦难'民

族'战争甚至残酷青春$这些想法看起来很

幼稚#但我确信至今#故乡*家庭*原初经验

对一个作家几乎可以说是半壁江山了#但

特别遗憾的是# 这些对我而言都是温吞的

开水#甚至都不具备加工价值$

所以可以弥补的只有不断有意识地补

充人生经验# 不断有意地去经历各种奇奇

怪怪的事和人#比如我酷爱旅行#酷爱每个

陌生地方的方言' 风物与人到了走火入魔

的地步# 对自己要求是来过就一定意味着

生活过#像复习高考一样旅行#之后我常常

去认各种各样!老乡"#各个城市的土著#可

以与之大侃特侃各种生活细节而不露怯$

另外#就是虚构技术的自我培训#但我绝

不相信# 哪怕是最顶级虚构技术可以替代一

切#我不会相信博尔赫斯这种!图书馆式"作家

的神话可以再次复制$ 在我写作的第一阶段#

我有意识训练自己的虚构技术# 甚至到一个

非常夸张的地步# 为了应用一个结构*叙事技

术#去硬生生填充一个故事与一堆人物$ 在这

个阶段#即便现实再大#我也是熟视无睹的$

!%#, 年之后 #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写

作$ 逐渐意识到故事*情节的重要性$ 由于

自己的现实就不是很肥大#挑挑拣拣之后#

就只剩那么一小块了# 我可以无耻地承认

确实只是个体小情绪# 指向混乱的情感生

活$那时候就已经非常焦虑了#因为当所有

写作技术都熟练掌握后# 没有人生经验作

为支撑会非常痛苦# 当时就想自己为什么

不去挖煤种地'山上下乡'打鱼拾荒* 我曾

有一段非常危险心理时期# 那时候为了获

取一段写作素材# 我不择手段地让自己去

经历某些事情#甚至可以是感情#这不仅是

写作的本末倒置#也是人生的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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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早期作品# 总是更多地
带着这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直觉和精
神烙印) 郝瀚是河北秦皇岛人#就学于
宁夏和北京#但是他的作品却隐约透着
江南味道) 我以为#这味道来自他幼年
家学古典诗情的浸染#而小说中有意无
意流露出的对诗意江南的向往#也体现
着这种情怀) 这种南向的心理#在郝瀚
的小说里反复出现#甚至成为一种浓郁
的情结) 血脉里的诗意#成长中的无奈
不满#南方似乎幻化成一个文学上的地
理方位#成了他的精神出口#甚或心灵
寄托)故而#我所说的北人南相#不只是
相貌和性格#还可以说是作品的气质)

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仍可看作是

作者本人的某种投射#放大重现着作者
的内心体验+内在世界) 对北方枯荒冷
寂的厌倦#对远方的期待#总是令!他"

一次次出走#一次次寻觅#甚至一次次
受伤#因此或深陷或顿悟) 迷途中的遭
遇#未果的感情#对生活的无所适从'不
安和怀疑#在出走'寻找'迷失中#终还
是无法摆脱深深的孤独绝望)郝瀚的文
字一再透露了他少年的沧桑)

郝瀚的小说并不以情节和故事见
长#一直以来#他的小说都更像是语言和
情绪的狂欢)在他的作品里#时间不是线
性的#而是一种镶嵌式的#时间的进出#

总是随着叙述者的记忆梦境幻想而呈现
多层次的迷叠状态) 时间的繁复使得原

本简单的故事变得立体繁杂# 变得令人
眼花缭乱起来) 对于时间的驾驭能力#对
于时间逻辑自圆其说的能力# 实际上也
是一个作家文字表达和想象力的体现)

从这一点来说# 郝瀚对于小说文本是有
其独到的知觉和解构能力的)

郝瀚这两年的作品# 有了些许变
化) 就情节和故事场景来看#小说多了
些以前少有的日常生活的气息#也更强
化了文字的视觉感#这种变化#大约跟
他年龄增长和见识丰富有关#而据他所
说#跟就读影视导演专业关联更大) 日
常生活的底色和视觉感在增加着他小
说的厚度#这既是岁月的赐予#也有他
欲把小说写得更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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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去过

草 原 的 城 市

人# 对草原的

第一印象可能

还停留在腾格

尔歌曲中描述

的那般( 蓝蓝

的天空# 青青

的湖水# 奔驰

的骏马# 洁白

的羊群$ 而对

于生于斯长于

斯的草原人来

说# 草原不止

于这一个个符

号# 尤其是游

牧民族# 他们

在特殊的环境

里形成的崇拜

自然' 顺从自

然的信仰是刻

在骨血里的 #

草原不仅是他

们的故乡 #更

是承载他们所

有生命意义的

归宿$

!在 #+#-

年到 #+!0 年

期间# 七百余

布里亚特蒙古

族牧民从贝加

尔湖畔向东迁

徙$ 他们赶着

牛羊# 唱着牧

歌# 穿过霜天

和绿野# 落脚

在呼伦贝尔锡

尼河草原 #至

今已繁衍至八

千余人$"这是

作家艾平记忆

里额布格 +老

祖父,的秋天风景$在由上海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新散文集 %聆听草原&

中# 她以充满爱意的眼神关注包括

人在内的所有草原上的生灵# 从一

棵牧草到一头羊羔# 更以细腻生动

的文字描写着草原上的每一个褶

皱#每一片草叶$

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现存的少

数仍保存着游牧生活方式的地方之

一$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与草原的

世代相处中# 他们自然摸索出了一

套生存法则$大型的游牧中#马群排

在前列#羊群中间#最后是牛群#因

为马吃草尖最嫩的地方# 羊吃第二

段#牛吃第三段#这样草根不会被破

坏-狩猎时要主动放走幼崽和孕兽#

风雪肆虐时就在蒙古包里待着..

!古老的游牧民族# 不停地迁徙#为

的是保留草场再繁育的能力# 他们

的思维围绕草原的永续利用# 绝不

会让它一下子消失殆尽# 这跟现代

的环保观念是契合的$再者#在茫茫

无边的草原上#人是渺小的#游牧民

族发展至今#形成了最明显的特点(

他们敬畏自然与生命$"艾平认为游

牧民族是与草原最亲近的人# 理解

他们如何看待草原才能真正走进草

原的核心# 而不是像观光客们拍出

的照片那样#缺乏风景的深度$ !写

草原的文字很多# 从早期的革命文

学到知青文学#再有赞歌式书写#现

在又有汉族人叙述的关于草原的历

史与故事$ 这些作品都存在某种声

音的代替倾向#大多是外来的#在呼

兰贝尔长大的我#在写作之初#就试

图避免这种倾向# 进入游牧民族的

语境# 用他们的眼光去聆听草原的

声音$ " !下转第 ' 版$

本栏目与"西湖#杂志社合办

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