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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奔月》里，我读出了人与人之间的
陌生与隔膜。 无论是贺西南，还是张灯，都自以
为熟悉小六。 直到小六失踪后， 他们在共同的
追索中，才发现小六有为他们见所未见的另一
面。 才发现小六之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只不
过是一个 “熟悉的陌生人”。 耐人寻味的是，小
六也是在“与陌生人说话”中，对自己有了新的
认识。 后来， 读了你的短篇小说 《与陌生人说
话》，还有你写在同题书扉页上的寄语，“写作就
是与陌生人说话”，倒是提醒了我，“与陌生人说
话”，确乎能体现你写作的重要面向：你试图进
入陌生人或“熟悉的陌生人”的心灵世界，并给
人一种类似于豁然意识到什么， 意识到后又不
由感到震惊的阅读体验。

鲁敏：写作的外在呈现形式，也可理解为就

是在纸上说话，而假想拟定中的说与“何人”，会

决定到写作的基本调性所在。

与熟悉的人，比如与亲朋友爱，会有耻感或

道德束缚， 不免诸多保留与抑扬。 与古今中外

的同行前辈说，会交织着征服攀比的野心以及

与之相伴的怯意。 与业界内相关对象说， 比如

编者、媒体、书评人，会有审美规训、社会学或媒

体传播的自我暗示（哪怕是无意识的）。 与批评

界、汉学家乃至世界文学场域说话，又会伴生文

学史站位意识、代际担当直至东方叙事想象等。

这里面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扮相，会用假嗓子。

记者：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小说，乃至非虚
构文体， 都很难直接用真嗓子说话。 因为写作
不是生活本身，倒像是对生活的一种模仿，或是
一种经过过滤后的呈现。 而就说话这个行为而
言，人们在日常生活里说的，也的确很难原封不动搬到作品中去。

鲁敏：当然，文学性的说话，无疑总会有扮相与假嗓。但区别就

在于什么样的扮与什么样的假。

所以要真的是与“陌生者”说话，彻底和绝对的陌生，迷雾中完

全看不见的面孔，你也同样以一个蒙面、隐匿不可见的面目与其对

话。 这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纸上说话”，排除掉身份与体味、摘干

净欲求与期待。就好像在空房间，在地下室，又好像在大广场，在地

下铁，黑暗中向无数张开的耳朵说。这种对话，激越开放自在，遮蔽

的会显现，次要的会上升，强大的也会落潮。

当然，这样的“与陌生人说话”，不排除也会有扮相与真假嗓

子，但这是纯粹文学意味的扮相与虚造，是技术主义的，是出于气

氛，是出于爱与痴，是出于梦幻的灵感，以假面与假嗓去最大程度

地接近另一颗陌生的心。

记者：写作时如此，写作之外呢？当作品发表后，你会想象它们
以怎样的方式与陌生的读者见面吗？

鲁敏：当被问及（常常会被问到）：你在开始一篇小说时，你会

想象到，这是为谁写的，谁将会读到它。不知别的同行如何，我确实

一无想象，就连“读者”，对我来说都太过具体了。非要说的话，我甚

至会觉得，不读的那部分人更是我想象中的“陌生人”，他们完全不

在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这个场域，他们是真正的外部世界，是生活本

身，是衰老的记忆，与亮闪闪的未来。我所试图诉说的对象，就是这

样终身所看不见所遇不到的人。

记者：当然，人其实都希望打破人际阻隔，内心里都有“与陌生
人说话”的渴望，但也都会怀疑这样的说话，如果不是出于实际的
需要是可能的吗，是必要的吗？ （下转第 4 版）

“我想表达的正是不可概括无可慰藉的人生迷境。 ”

记者 ： 关于你的长篇小说
《奔月》，感觉你是从生活世相出
发， 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命题，

然后一步步论证它的合理性和
可能性 。 这样首先碰到的问题
是，得让怎样的人物来承载你的
命题？ 最后你选择了小六，或反
过来说是小六选择了你。 我想知
道，你构思时是怎么考虑的？

鲁敏 ： 这个问题经常被问

及 ， 也经常以不同的方式来回

答 ，这样反复的回答中 ，感到一

种背时般的孤独，一种仿佛是与

阅读审美惯性为敌作战的疲惫。

从中也能看出我们对长篇文体

的考察与度量标准。

比如说：对“中心思想”的期

待。 大家一起跟着主人公小六辛

辛苦苦地出走、 折腾了一大通，

然后又回去，又没回得去……请

问你到底是想讲什么、要证明什

么或得出什么结论。 如果我说，

我并没有确定和高明的结论。 这

就显得好像很不合理。

记者：因为小说带有一定的
预设性，读者对“中心思想”有所
期待，也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一
些所谓的深刻命题，是否是评论
家们的过度阐释？ 或许小六无需
承担这样的使命 ， 她只是想逃
离 ，逃无可逃之后 ，又回到日常
生活里。 就像是霍桑小说《威克
菲尔德 》里的主人公 ，有一天突
然离家出走了，他在离家很近的
街上租了房子 ， 一住就是二十
年。 又有那么一天，他晚上不声
不响踏进家门，像是从来没离开
过家。 去追问他为什么离家，又
为什么回家，都看似多余的。 当
然，如果说小六承载了“我是谁”

的深刻命题，我倒是倾向于雷达
先生的一个判断： 她无力承载，

她进行的或许只是“带有游戏性
的、戏谑性的一次逃离”。

鲁敏 ：再比如说 ，对主人公

的“智性”或“高大”的期待，我们

不大能够忍受一个 “失败者”或

“平凡人物”。 而我从一开始的写

作初衷，就决定小六绝对不能是

一个高级或深刻的厉害人物，那

她很可以走宗教或哲学路线了。

决不是，她就是一个中等站位的

女人，你看我在前面的写字楼白

领与贤惠妻子的定位上，就是这

么坐标她的。 她就是街头的路人

甲乙 ，就是你我他 ，只是比我们

稍许勇敢一点点，她迈出了我们

永远走不出的这一步。 她不是命

题承载者，她是不畏去程的探求

者，她代表我们所有人。

记者：如你所说，实际上我也
怀疑， 在我们这个为娱乐和消遣
所定义的时代里， 是否真有什么
人物承载得起这样严肃的命题？

姑且认为你在小说里融入了形而
上的思考，也不妨看成一种反讽。

鲁敏： 人们对长篇通常会有

诸方面期待， 就好像期待一部电

影似的：大结局、并且最好是偏暖

调性的。希望看到人物的攀升，而

不能忍受对原点的回归。 希望人

物得到成长与收获， 而非无悟之

感、不获之获。希望看到生活从无

到有，而不能接受从有到无。

因而， 我所感到的一种孤独

与疲惫， 大概是因为人们对终极

意义或超人的痴心妄想， 以及对

存在与虚无的定规之见吧。

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
你一开始设定的书名《逸》也很贴
切。“逸”可以是“逃逸”的“逸”，也
可以是“旁枝逸出”的“逸”。 它没
那么形而上， 不会导致小说必定
要承载什么的联想。 要是把视点
适当下移， 也能看到小说包含了
另一些有价值的命题。 有评论家
认为， 你写出了当今爱情生活非
常严重、普遍的问题：人们还有没
有能力建构爱、守护爱？

鲁敏：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

种解读。 虽然《奔月》的着力点不

在“爱”上面，但人物行动与相互

关系所致，自然就产生了这么几

对男女。 我对成人世界的爱情是

悲观的，觉得爱情也经历了从古

典到浪漫到现实到现代、后现代

的路径，爱情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已宣告结束了 。 当下时代的爱

情、哪怕是幼儿园的初恋都进入

了成人练达期。 哪怕有时我们也

会看到死去活来的爱情，但他们

真正所爱的大约也并非对方，而

是“爱”的这个感觉，处于“恋爱”

之中的自我。 因此，在《奔月》里，

就发生了这些与 “对方 ”无关的

爱情，从发生到高潮到退潮到终

止，皆是如此。 生活中也常有所

见所得所感，成为上述情状的有

力佐证。

记者： 我也因此联想到你作
品的一个关键词：虚妄。因为你出
过一本题为《我以虚妄为业》的散
文集，也因为读你的小说，时不时
会碰到虚妄之墙，更因为《奔月》

中的小六为逃离虚妄， 结果是逃
不出虚妄，她费尽心力重构生活，

却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重演了
原有的生活， 等她想回到自己的
原点，却发现回不去。倘是套用石
黑一雄一部小说的题名， 看到这
样的结尾真可谓“无可慰藉”。

鲁敏：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正

是这种不可概括无可慰藉的人生

迷境。我写的就是作为人，即使在

异度时空之下也无法挣脱的本来

面目；写的是我们这短促一生里，

对另一条“林中小径”的不可确证

与不可触碰。

“我是谁”，这不是新命题，也

永远不是过时问题， 它不是数学

题， 可能倒是化学题———不同的

时代、 不同的写作者以不同的方

式在不断刷新， 然后又通过读者

的阅读来进行个体解读， 各自认

领各自所属的角色困境， 认领生

命与生命相遇的虚无与偶然。

记者： 读小说集 《荷尔蒙夜
谈》，也有同样的感觉。樊迎春说，

从其中的几篇小说里， 读到了文
学作品中常有的孤独、 隔绝。 还
说，作者的犀利在于这种孤独、隔
绝中体现出的可怕的坦然， 一种
理所应当。 包括她提到的《大宴》

中对容哥这一不明身份的人的崇
拜，并非出自盲目或非理性，恰恰
是一种理性思考之后的经济人的
行为；《坠落美学》 中对牛先生按
顺序追逐空姐的理解和默认，对
外遇和出轨的宽容淡然。 如此种
种，看似轻描淡写，却给人一种沉
默的绝望感。

鲁敏： 这几年我的确是有点

“冷色调”的写作，也不至绝望，算

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吧， 就像

切苹果一样， 一般都是像花瓣那

样直过来切， 但如横过来当中剖

切，会看到不同的纹路。正确的事

情，大家做得够多，也写得够多。

乖谬失误的事情， 我不妨来认真

写写，不仅要写，还要以平和、包

容稍微带点纵容的心态去写。 文

学是特别宽广的怀抱， 对所有的

孩子，固执的、不开心的、恶作剧

的、闹脾气的，都会抱在怀里，倾

听和理解他们所发出的“这一个”

声音。

记者： 想到你的另一篇小说
《火烧云》，读后印象比较深。这个
短篇讲的姜女士在世俗生活里遍
体鳞伤， 想要借上山当居士来重
整自己的人生， 最后不明所以地
死在了山上。 一位男居士却因为
姜女士的出现， 最终下山不当居
士了。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也是
有关逃离的故事， 同样不怎么美
好的收场。 你在处理类似的故事
时， 是有些决绝的， 属于反汪曾
祺，反废名一路的。 何以如此？

鲁敏： 我是非常喜欢 《火烧

云》的，谢谢你提到。

讲到这种决绝与反叛， 大概

时间和年龄是根本原因。 四十五

岁的人、二十年的写作，已经没有

办法再“顺着写”与“写得顺”了，

因为我早就不这么看待世界与他

者、看待自我和写作了。我现在总

是处于希望“不顺着写”以及确实

“写得不顺”的阶段，我相信背道

而驰与缘木求鱼， 相信人始终不

会被理解的隔阂， 相信理想与现

实的冰炭不同。

而具体到此篇， 所谓 “不美

好”的收场，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美

好。 该散的散了，该收的收了。 这

就是美好。不仅“生”是美好、“得”

是美好。死与失也都是。我觉得这

里的两位居士，生死互换，去留互

换，真的各得其所、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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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写作与生活是互相体恤、勉力中互相成全的
本报记者 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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