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做的， 是为一个人
或一群人在这个时代的
纷繁的感受和想法赋形，

使它获得某种问题意
识，呈现出某种形式。 ”

记者：我们谈茅盾，谈当代作家的缺
失，实际上都涉及一个怎样理解和把握总
体性的问题。 你在这本书里谈《子夜》的时
候，也谈到茅盾在这部小说里，在探索一
种全新的总体性结构。

李敬泽：对。 《会饮记》涉及文学问题，

但其实主要不是谈论文学问题。 对我来说，

受限于身份和生活， 很多东西都从文学谈

起，当然也会谈到文人、知识分子，但究其

实，我想做的，是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这

个时代的纷繁的感受和想法赋形，使它获

得某种问题意识，呈现出某种形式。 所以

与其说《会饮记》是谈文学的书，不如说它

是一本宽泛的、关于时代精神状况的书。

记者： 要深入把握时代精神状况，首
要的问题恐怕也是把握总体性。 在《机场》

一篇里，你谈到卢卡契的“本质”和布洛赫
的“现象”，联系到当下的现实说，据说现
在只有现象，已无本质。 没有本质支配下
的普遍联系，当然更没有卢卡契的“整体
性”和总体性。 但没有了对整体或总体的
想象和信念，未来从何谈起，希望从何而
来？ 你的这个说法意味深长。

李敬泽：是的，不仅是文学，中国文化

和精神都有一个总体性问题。

记者：总体性又是怎样体现的？ 总体
性指的是对当下现实要有总体的把握，还
是说由此对人类或社会发展趋势，要有深
入的观察与洞见？ 总体性与文学又构成怎
样的关系？ 还有，重提总体性与我们当下
倡导回归现实主义是否也有内在的联系？

不管怎样，假如《子夜》在对总体性的把握
上对当下写作有启发， 而具体到写作，年
轻作家恐怕还是更认同张爱玲的影响。

李敬泽：世纪之初，福山说，历史已经

终结。 但现在我们都看到，历史没有终结。

中国自 1840 年开启现代性进程以来到现

在，经历了很多变迁，分了很多阶段，但总

的来说是一个连续性进程， 是同一条河

流，我们现在也处在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之

中，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认识

总体性。 你有一个总体性视野，面对这个

时代的生活，才会有真的、具有历史纵深

的问题意识，看清这个时代人们面对的各

种特殊的境遇与状态。

记者：如你所说，我们现在的文学面对
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变化深入
我们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当中。 显见地，这个
时代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大量的写作资源。

相比而言， 当代西方作家可没我们这么幸
运。 问题是我们的文学，就像你几次三番提
到的那样， 没有表现出有这个能力去充分
地把握这个变化，认识这个变化，或者是写
出能够和这个变化相匹配的作品来。

李敬泽：有些欧洲国家，几十年都没什

么大的变化，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很适合养

老，所以写来写去全是一个馒头的血案。 反

过来，跨语际的、少数族裔的、第三世界的作

家成为世界文学的活力所在，原因其实也简

单，因为他们经历着社会生活的巨变，个人

命运也是颠沛不定，所以有东西写啊。

记者：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前不
久去世的奈保尔。 他就是这么一个作家，

使得虚构和非虚构不再判然有别，而且他
的写作视野也非常开阔。

李敬泽：虚构和非虚构是不能截然分

开的。 奈保尔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但

比起《米格尔街》，我更喜欢他写印度、写

非洲的非虚构作品，从中能看出吞吐庞杂

经验的能力。

记者：某种意义上，是旅行拓展了奈
保尔的写作地理，虽然旅行能否打开人的
精神世界也是因人而异。 巧合的是，今年
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主题也是“旅行的
意义”。 可见，如今全球化了，旅行越来越
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

李敬泽：奈保尔是旅行，不是旅游。他那

些非虚构作品，也不是游记。 旅行是一个面

对陌生的世界不断深入的对话过程，同时也

是发明自己、创造自己的过程。 旅行让我们

认识世界，也重新建构自我，这意味着你要

走出感受和思想的舒适区，面对不舒适的事

物。 《会饮记》中也写了很多旅行，之所以要

写，就是为了还原和推敲这种不舒适。

记者：倒是想到你在谈及非虚构时曾
说到的一个词：深度的还原能力。

李敬泽：所谓深度的还原能力 ，其实

就是想象力。

记者： 我想很多人会把想象和虚构，

把想象力和虚构的能力等同起来。

李敬泽： 这可能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想象要大于虚构。 它是一种在事物间建立

崭新联系，从而呈现新的图景的能力。 所

以，写小说要想象力，你搞学术或开一家

公司可能都需要想象力。

“死知识的意义越来越
有限，重要的是见识，要
把知识用来建构和拓展
我们的见识。 ”

记者： 你的写作实际上跨越多个学
科，我想你的成功，或许在于你把知识转
换成了别的什么，从你的写作中能感受到
一种智慧的愉悦。

李敬泽：知识，特别是人文知识，现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信息， 开放的、

共享的，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

中隐含的权力。 掉书袋、炫耀知识，快成了

一件很 low 的事情。 过去记忆力好，倒背

如流，很了不起，现在手机一搜，什么没有

啊。所以说，死知识的意义越来越有限。我

觉得，重要的是见识，要把知识用来建构

和拓展我们的见识。

记者：重要的是怎样利用知识。 很多
学者都有一个本雅明似的梦想，写一本全
部是引文的书。 我想，他们也不见得想借
此炫耀自己怎么博学多识。

李敬泽：写全是引文的书 ，靠的主要

也不是知识，而是靠的把这些引文关联起

来的见识， 说到底靠的是你的世界观、方

法论。 比如《会饮记》最后一篇《邮局》，我

写了三个法国人建的邮局，一个在胡志明

市，在西贡；一个在阿尔及尔；一个在北京

东交民巷。 单个看它们，没什么太大意思。

你把它联系起来看， 就构成了一个图景，

从中能看出法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的隐

秘结构。 西贡的那个邮局，你感觉它的原

型就是教堂，它是世俗的教堂。 它与殖民

政府 、教堂比邻而立 ，就是一个 “三位一

体”啊。 而且我后来在网上查阅它的设计

者，意外地发现，他竟然就是埃菲尔，那个

设计了埃菲尔铁塔、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埃

菲尔。 他设计西贡邮局的 1890 年，恰是资

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是法

兰西帝国的全盛顶点。 再看阿尔及尔的那

个邮局，名字就叫大邮局，非常壮观，外观

完全是摩尔风格， 你能看出那时的法国

人， 有一种探究和整理世界的狂妄和激

情，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就是民族的，就是

“我”的。 再转到东交民巷的那个邮局，完

全是另外一种画风了。 这个邮局很不起

眼，就是个小平房，在原来法国公使馆的

右侧，左侧则是教堂。 我上网搜了一下，这

座邮局 1910 年开业，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曾被用作川菜馆。 有意思吧，你能看

出法国人在北京远不如在西贡或阿尔及

尔那么自信。 所以说，重要的是，在碎片之

间建立联系，形成一个结构。

记者：事实上，这其中贯穿了一种史
的意识，或者说知识考古的意味。 像《青鸟
故事集》《咏而归》，书名都出自典籍，里面
讲的一些故事也可以当作是一种考古 。

《会饮记》里也有一篇《考古》，“他”在国家
博物馆里的思考，还有你曾在谈论诗歌时
谈及的“未来考古”，让人印象深刻。

李敬泽：有史的意识，当然不是为了

研究历史，我又不是历史学家，但我们看

事情，看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历史的

维度，需要一种史学的方法。 这就像侦探

一样， 你起初看到的只是一些信息碎片，

然后你慢慢把它们拼凑起来，找到逻辑和

结构，最终形成一个图景，也就把案破了。

记者： 你的写作有史的意识的同时，

还贯穿了一种国际视野。 实际上你的写
作，还有工作都跟国际接轨。 前不久，你在
贵阳参加了 “汉学家文化翻译国际研讨
会”。 以你的判断，中国文学在当今国际上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李敬泽： 文学作品在世界上的流通，

不像一双运动鞋那么简单，它涉及的不仅

仅是作家写得好不好， 也不仅仅是翻译，

还涉及到复杂的权力关系，还有文化资本

的作用。 坦率地讲，在后边这些方面，我们

都不占优势。 更何况，很多国家还有自己

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 你要改变它，真

不是一时半会的事，这需要时间，需要水

滴石穿的工夫。 举例说吧，中国作家的书，

在美国影响就很有限。 但实际上，美国的

阅读市场就是很内向，他们不怎么看外国

文学 ，看的话也就看点欧洲的，这其中还

是以英国为主。

“‘喧嚣’和‘沉默’确实
是我执念甚深的两个
词，对我来说，它们不是
两个词， 而是两重同时
并在的生命情境。 ”

记者：你和同时代人一起经历了改革
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年轻一代也毫无违和
感。 我读《会饮记》和《会议室与山丘》，读
到你对时尚的敏感和解析。 今年是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你的同龄人毕飞宇在今年上
海书展开幕式上做了一个演讲，说到一些
让他记忆深刻的有趣的往事，诸如喇叭裤
改变了对身体的认知； 通过阅读普希金、

雨果， 变更了自己的精神结构；《百年孤
独》让汉语小说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又广泛
的变革，等等。 他还说了一句：我们是改革
开放的成果。 估计你有同样感触的吧。

李敬泽：我们从根本上是被改革开放

塑造的。 1978 年，我 14 岁。 改革开放对我

来说，就是成人礼啊，要一一列出印象深

刻的事，不知要列上多少条。

记者： 阅读肯定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注意到 《会饮记 》里 ，你几次提到两本
书：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和远藤
周作的《沉默》。 它们对你影响很深吗？ 而
且书名里的“喧嚣”与“沉默”有着某种对
应关系， 倒是印证了我们时代的某种征
候。 你反复提到这两部书，有隐喻意义吗？

李敬泽：被你这么一说 ，这两本书还

真是有对应性。 这两本书我熟读过，也都

比较喜欢。 “喧嚣”和“沉默”确实是我执念

甚深的两个词，对我来说，它们不是两个

词，而是两重同时并在的生命情境。 最近

出了本评论集， 题目就叫 《会议室与山

丘》，也是“喧嚣”与“沉默”。

记者：想知道你是怎么读书的。你的博
学很大部分该是来自你广泛的阅读。 你的
通识也该是来自你的融会贯通。 但我也想
以你的身份，该是很忙的吧。 怎么做到不耽

搁阅读和写作呢，是不是有什么秘笈？

李敬泽：哪有什么秘笈，书在那里，读

就是了。 我读书比较杂，兴之所至。 早年

间，也啃一些“必读书”，名著经典之类，没

读下去，会有负罪感。 现在不会了，我想那

就是没缘分。 好书是读不完的，你要想把

世上的好书都读完，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

吧，买都买不完。

记者：你在《会议室与山丘》中 《声音
与历史》一篇里说到毕飞宇是人类生活的
“力学家”，用这个定义来说你自己也很合
适，你对批评的“力学关系”就有很深的直
觉和洞见。 当然，读你的作品，听你的评
点，感觉畅快之余，我也会有点小小的不
满足。 我能触摸到你的锋刃，但你确乎很
少亮剑，以致对你的锋芒所指为何 ，都要
费一番思量的。 是因为考虑到你的身份，

还有权威性，你发言特别谨慎吗？

李敬泽：我不认为我是权威 ，也从来

没这么自我定位。 就文学批评来说，我明

确地知道，自己所知是有限的，自己的判

断也是有限的。 所以既审慎，又知难，从来

不会沾沾自喜。 当然，对自己的学习能力，

我还有一点自信的。 面对这个时代，我至

少不封闭，我始终是敞开的。

记者：你在《会议室与山丘》序言里说
的“批评之难”，还有另一句话：批评生涯
就是在不可能中修行，求一线可能。 说说
为何取这么个书名吧。 我刚听到这个书名
时， 误以为你倡导经常坐会议室的人，很
有必要越过山丘，看看外面的风景 ，难道
是要求评论家们做田野调查吗？

李敬泽：你的理解也不错啊。 我是整

天开会的人，批评家就是会多，所以会议

室在这里是指对话的场所和情境。 当然，

批评行为本身就是对话行为，大概没有一

个批评家会说我的批评是只写给自己的，

你做批评，一定是既和作者，又和公众对

话，既和文学传统对话 ，又和这个时代的

经验对话，这是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 你

甚至可以说，批评家自己就是个会议室。

记者：批评家自我对话 ，跟文学圈里
的人对话，实际上都不够的。 这就得看看
能不能越过“山丘”了。 你在这本书里也算
是做了一个示范，我看第五编里，就有几
篇谈了收藏、绘画。

李敬泽：我们深陷于会议室 ，有时会

只盯着文学，但实际上，文学的问题只是

大时代里的一个小问题，或者说，很多问

题，就文学谈文学是谈不清楚的，我们要

跳出去看看，除了会议室，还要有山丘。

记者： 至少你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了。

你总是能跳出一定之见，给我们不一样的
启发。 你近年出版的书，像《青鸟故事集》

《咏而归》，还有《会饮记》，都给人感觉既
是文学的，又不止是文学的，不断给我们
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 因此特别想知道，

你接下来还会写些什么。

李敬泽：主要在写《春秋传》———也没

想好名字，姑且这么叫吧。 以前出过《小春

秋》，都是短文，是读《春秋》、读历史的边

角余料，是小菜。 这本《春秋传》就相当于

正餐，是“大春秋”吧。

记者：你好像是对春秋时代有特别的
兴趣。

李敬泽：春秋时代是中华民族的轴心

时代。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信念，就是

在那个时候奠定的。 那是一个类似“荷马

史诗”的英雄时代，里面的人物，一个个都

是巨人。 无论读春秋还是写春秋，都是一

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记者：你有这个热情来写春秋，想必也
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关系。 读《小春秋》，我就
不时感叹，那时的人们竟然是这样知人论世
的，跟后世的人们大异其趣啊。 我们的确有
必要回到源头上去思考一下我们的传统。

李敬泽：春秋时代是我们民族 、我们

文化的初心， 现在大家都在谈传统文化，

我觉得，回到初心，回到春秋去，这是认识

我们的传统、同时也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

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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