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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就是切割生活的“钻石”

李柳杨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对时间和
人产生错觉的时候。而人与人之间产生的
错觉和摩擦， 就是小说之火点燃的引线。

小学生觉得幼儿园的学生太笨了，怎么能
连最简单的 6 和 9 都分不清呢？ 走入社
会的人觉得学生太单纯了，一点儿也不知
道生活的艰苦。父母与子女、男人与女人、

妻子与丈夫、上司与下属……世界上每一
种对应的人物关系之间都有偏颇。生活就
是一个有无数切割面的钻石，从每一个人
物所对应的角度去看皆会不同，而小说的
情节总是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诸如此类
的偏颇和误解当中。 没有误解和偏颇，小
说就没有了戏剧性，没有了奇情和引人追
思的部分。 在我的处女作、由上海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对着天空散漫射
击》中，《完美一生》《盐荒》就是这个向度
的代表，充满着奇思妙想和由事物之间的
错位造成的魔幻感。

写短篇小说看起来非常容易，实际上
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无数的计算和考量，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尽量让生活这个
多角度多棱面的大钻石得到更多的展示。

最好的小说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横截面，

因此无论写小说怎样设计、怎样计算和考
量，最终还是要从当下的生活出发。 所以
什么是当下的生活呢？ 解释这个问题将又
会引出另外一个话题 。 每个人都或多或
少地沉迷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当
过其他的人，哪怕一天、一秒，我们也无法
切实地感受到当另外一个人的感觉。因此
其实描绘一个小说里的人物，也是在创造
一种自以为的 “幻境 ”，当我们在想象别
人的生活的时候， 就离小说里面的某一
个人近了一些。 我不能在一篇短篇小说
里展示很多的东西， 但我可以通过很多
短篇小说去展示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角
度： 和老公闹离婚闹了 15 年的维维、吸
毒的洪嫦姑、失去丈夫微雪以及反叛的少
年。 人物群像，也是我在这本书里所尝试
的东西， 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面孔和人群，

写出他们的所求和倾诉。

我还试着去描写不同的人，有人穷苦
有人富裕，有人年老有人年少，生活和经
历各不相同， 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
生活中挣扎着努力着， 在这个时代的迷

局里沉沦着 。 有时候我们乘坐地铁 、公
交，从城市的这一端横穿到另一端，每一
站都会上来 、下去一批人 ，而在这个城
市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规划 ，南边是钢材
城 、纺织厂 ，接着是职业学校 ，然后是城
区动漫城 、商贸中心 ，再接着可能是文
化中心、科技园……每一站上来的人的情
貌、精神状态、收入都有很大不同，但是绝
大部分的人，他们过得好不好、沉闷或者
欢乐，都是能从眼睛里看得出来的。 在这
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里，尽管南边和北
边千差万别，但大部分人和城市之间都有
共同的特点，他们穿过这个时代统一的轨
道，拥有这个时代共同的压力。 所以尽管
每一篇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各不相同，我也
尽量会在他们身上找寻相同的命运和气
质，使得他们既有相互贯通、串联的地方，

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美学特点。就
好像一颗钻石，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它
的纯度都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我对自己还有一个要求，便
是不仅仅要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最重要
的还是要有思想和心灵。 小说不止是会讲

故事， 世界大部分写小说的人基本都能讲
故事，而会讲故事未必能引人深思的。 思想
和心灵是一切艺术和文学创作的底蕴，钻
石切割得再好，钻石本身的品质不行，再好
的技术和工艺都是白搭。 思想和心灵是用
来给作品本身打底的， 全都不是技术层面
的事情，还是要看作者本人的修养。 有很多
人说写小说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写作训练出
来的，我不否认这一点。 但在阅读过更多的
书籍之后， 我有时候也觉得， 作者通过读
书、通过各种方式训练，也许可以提高自己
的领悟能力、以及对文字的把控能力，甚至
可以净化心灵，拥有美妙的灵魂，但如果在
此基础之上还想让小说充满诗意， 也许还
需要点天赋。 这大概就需要看看老天的意
思了！ 这本书中的作品，有的偏写实，有的
像民间故事而有的则像是寓言， 都代表了
我在不同向度上的探索。 写小说不是将石
头扔到某个人、 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个故事
上，而是将石头扔到湖里去，波光粼粼的湖
面和深不见底的湖水， 才能使得故事本身
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拥有结实的诗意
和映照一切人类灵魂的可能性。

海上词人汤敏女士， 近将新旧词作五百余

阕结集成册，自云“尽书个人生活状态”，故而取

名《自语集》，即将出版。 我有幸先读为快，欣悦

之余，颇有联想。

诗与词， 其诞生一先一后， 其形式一工一

散，其内容一直一曲，其风格一庄一谐，以至于

称其一男一女也不为过。 确有许多人士认同词

的性质，总体上偏向于女性化，尤其是参差错落

的句式，最宜于感性思维的表达和表现，也诚为

绝大多数的女性所惯用和多用， 至于用词的婉

曲，题旨的幽渺，更是不在话下。 千年以来，虽因

时代更迭、题材扩增以及词家个性的原故，词常

会发生向诗、赋、文靠拢甚至变异的情况 ，但这

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为正体。 可见对词而言，女

性化绝非一个偶然的比喻， 而是一种必然的神

会， 其妙在于， 与历代主流词作及词论既有关

联，但非吻合，又不是那么的精确，由此反而产

生了某种意会且又心悦的情绪， 营造出更多赏

词乃至填词的心愿。 必须留意的是，词的女性化

仅指人的一部分性格气质与词的一般化创作思

维的结合，并非指人的个体性别及倾向，也非指

词的具体内容及风格，所以轻柔坚韧也好，温婉

雄强也罢，均可以入词，均可以成好词，但须有

散碎的意象、跳跃的思路、隐曲的意涵与唯美的

样态……即女性化的感性思维所主导、 所呈现

的一切，是词的性情本质。 如果一个人的性格气

质与词的性情本质相契合，或是一辈子，或是一

瞬间，都必定是与词最亲近的那个人了。

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与生俱来。 词本因乐而

生，附曲而作，但从明代始，乐曲逐渐流失，词开

始剥离，至彻底独立，成为单独文体。 简而言之，

千年前“倚声填词”，而今是“依牌填词”。 所谓的

牌，大致指向文字格律，也几乎无关于音乐了。

有人认为， 当代填词仍应按照词牌所指的曲调

来决定填词的基调，此言固然有理，但词与乐的

脱节使其至多部分兑现，而且难言准确。 以我之

见，在词牌与乐曲分离已久、无法再度黏合的现

状下，填词者既不能重现其音乐性，那唯有增益

其文学性。 这也是明清以降以至现当代人填词

的致力目标和主要价值所在。 这诚然是个大遗

憾， 但也是一个大机遇———填词早已不是附属

于音乐的二度创作，也不是所谓的诗余，而是一

种女性化创作思维主导的， 具有修渺审美特征

的独立文体，是当代人借古之形式、发今之情思

的一种特殊的“格律诗”。

词的小众地位，当数现下为最。 敦煌曲子词
“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

之怡情悦志， 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

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语），表明初时“文

臣武将，边使番酋，医师工匠，商贾乐人，伎女、

征夫、怨妇……无不有词”（任二北语）。 仅在千

年之中， 词便从民间的俚俗小调变为酒客的余

兴漫写，变为艺人的弹奏歌咏，变为文士的托意

寄怀，在此期间，词不断地趋于小众化，直至如

今。 其实宋代以后， 无论与乐粘连还是与乐分

离，词都已过了她的全盛期也即大众化时代。 时

代发展不可抗拒， 社会审美难以改易，“一代有

一代之文学”乃是今人不敌古人的根本原因。 不

过今人填词的好处在于， 可以一边欣赏她最美

时的画像，一边袭用她的姿态、仿制她的衣裳，

尽管不能再度成为流行，但还是那么的美，有一

种昔犹胜今的美。 以我之见，当代填词者的主观

目的及客观效果， 并不是在现实中改变词在当

代的小众地位， 而是在意识里恢复词在古代的

大众地位。 其中有的致力于延续俚歌、艳曲、诗

化、骚赋等某种细分化传统，但更多的是效仿词

在某个阶段中的某些名家作品。 一部词史，从小

令到慢曲，从单纯到繁杂，从婉约到豪放，从抒

发感怀到显示学养，包括以诗入词、以赋入词、

以文入词等，已极尽了所有变化，好比一幅完全

展开了的《清明上河图》，供今人从容择取。 汤敏

自幼爱词， 因世事蹉跎， 直到晚年方才初试填

词， 以词自况， 用词将自己重新拉回了青春时

代，恍若再度一生。 其取大致在这幅“清明上河

图” 的中段略靠前些， 既摆脱了单纯的吟风弄

月，又避免了繁复的铺排陈叙。 从创作内驱力的
角度看，这类“自语”可由易安词直接上溯到敦

煌歌辞，由此可见，汤敏在个体的创作范畴中也

实现了词从小众地位回归大众本源的效果。 这

与当代古体诗人继承“言志”的传统相类似，可

以对等视之。

朝见花开满树， 暮数星繁胜雨。 好景俱当
时， 莫嫌迟。 花见非关花事， 星数未因星
止。 生有梦萦回，以词追。 （调寄《一痕沙》）

本集体例值得一提，乃是以唐圭璋《唐宋词

格律》所录的词牌为序的。 以我之见，此举应该

不是为显示习词的依据或填词的系统性， 而是

为明确词牌作为一种文体形式的重要性。 确实，

数十年的教育使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已成为固

化了的定式，比如“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

具有反作用”，且以这种定式去观照和对待一切

事物，包括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这对中国古典艺

文来说，恐怕并不是适宜和适用的。

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诗骚到汉赋唐诗 ，到

宋词元曲，再到明清小说，每当一个文体成熟并

盛行之后，其形式往往对内容具有选择、改造的

决定性作用。 不惟文学，古典戏剧、书画、工艺乃

至建筑以形式决定内容或曰以形式等于内容的

情况，则更为常见和多见了。 如此表述，绝非片

面突出古典艺文中形式的地位和作用， 刻意忽

略内容的意义与功能，而是表明，形式既可以稳

定和发展内容，也可以限制和束缚内容，正因中

国古典艺文的形式过于强大和稳固， 当时代和

社会发生巨变， 旧形式在新内容的要求下因久

久难以适配而在整体上落后甚至被淘汰了。 从

时空总体看， 中国古典艺文的形式与内容在地

位上大致平等， 在作用上大致对等， 既互相成

就，又彼此难为，当其中一方有了突破，必会带

动另一方出现相应的变化， 其主动或被动的地

位不断发生转易，彼此缠绕、主客互换、纠结竞

争、共同发展。 这是十分缓慢的过程。 作为当代

词人， 汤敏知晓形式对于词的意义、 价值和作

用，填词时注重恪守格律，结集时更以这种体例

对古典艺文的研究和创作者作了提醒———若以

几十年来所接受的哲学观念来对待几千年来存

在的传统文化， 比如将形式与内容作主次的划

分，既不利于今人对古典艺文的认识和认知，且

很容易出现对传统精神继承与弘扬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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