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与生活是互相体恤、勉力中互相成全的。 ”

记者：说到陌生人，你确乎喜欢把不
同领域的陌生人拉到取景器里来观察、剖
析。 我之所以说他们是陌生人，是因为从
生活本身出发，人不太可能结识并深入体
察你笔下那么多不同职业或身份的人。 就
我的阅读，多数作家偏好写某一类职业或
身份，且多半是跟他自己的处境有关的主
人公。 这样有一个好处，毕竟作家熟悉自
己的领域，要写得准确深入，也能起到“一
即是多”的效果。

鲁敏：倒也没有特别去留意这个。 可

能跟我个人经历有关，我十七八岁中专一

毕业就工作，算是进入社会比较早，邮政

局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劳作方式，同时也是

一个外向的窗口，后来进入行业宣传的部

门，整天在下面跑采访，跟媒体打交道也

特别多，后来又到机关做秘书等等，总之，

本身的职业内容与接触面，多少增加了我

对“人物”形态的描摹可能吧。

记者：我有点好奇，你在写全然不同
于自身的人物和他们的内心世界时，是如
何把握的？ 如果说写作品里的人物，某种
意义上就是写别处的自己，那是不是说作
者本人也丰富多面，你把各个不同的性格
特点，还有一己的，与众不同的观察赋予
了人物？

鲁敏：对人物职业（邮差或工程师）身

份（家庭主妇或知识分子）的选择，主要是

看小说的内在生命力，什么样的人物与什

么样情境和主题， 是同向合力或反向促

动，一旦选定，写作者就与这个人物血肉

交融起来，并且把作家本人的特质和意志

与之发生深入但并无规律可循的化学反

应。 他有病，则我心口疼，他闹恋爱，则我

失眠，他失意，则我颓丧与麻木。 或者反过

来，他雪中送炭，我偏去雪上加霜；他一败

涂地，我却得意摇笔等等。

记得美国有部片子叫《分裂》，里面讲

到一个人的 24 重人格，开个玩笑来讲，写

作者也是具有多重人格的，算是写作者的

基本能力所在， 比如常常有作家宣布，他

就是他笔下的某某某。 这皆不足为奇。 奇

的是永远只写一类人或一种主题，这要么

是懒惰与贫乏，要么就是执着而勇敢的大

力量了。

记者：当然，在写作中，你也偏好某一
类人。 与这一类人相像的不是他们的职业

或身份，而是一种精神意味。 我不确定该
怎么准确称呼他们，大致可以称之为自成
一个世界的“世外之人”吧，这些人物肉身
在此处，但精神世界却在为一般人难以企
及的别处。 这或许是他们任由某种怪癖肆
意生长所致，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鲁敏 ：对 ，有一个阶段 ，我特别侧重

“精神意味”的人物。 我的写作，外人看来

似乎是有意识雕琢， 其实我自己最清楚

了，浑然无意识，我是没有办法的，一切都

取决于我当时的所思所苦。 我这个大脑，

短缺理性的部分，早期教育不好、可说是

打胎里就落下的缺陷， 我的思想能力很

弱， 可能在其它学科上早就一清二楚、成

为定论的课题，在我这没有教化过的脑子

里还是处于纠结与跌撞的迷境。 整个写作

过程，我其实就是被动地在这样的迷境里

在写。

记者： 你在迷境里被动地写他们，他
们却主动地在迷境里“迷失”。 我总觉得，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 是真正的行为艺术
家。 当然他们最后的结局都不甚美妙，似
乎证明了并没有什么“世外”，在这个世界
里终究是逃无可逃。

鲁敏：相当长时期 ，我重视精神大过

肉体与物化， 就包括在我早期的东坝系

列，物质匮乏我是不去着笔的，觉得那不

是我所认为的文学性， 就算是乡野穷僻

人物 ，依然是以情感求索 、自我认同 、生

死价值观等去淬取他们的价值 。 所以我

会写 《思无邪》《离歌》《逝者的恩泽 》《风

月剪》等。

后来我进入都市场域， 对城乡差异、

打工者低层奋斗、 房车职位等物化主题，

我是兴趣不大， 尽管那当然很有叙事性。

我还是着力于他们在“精神空间”里升坠

与腾挪。 因此有好些年，我都在所谓的暗

疾系列 （这种命名 ，是后来的概括 ）里打

转 ，打转到后期 ，或者 “荷尔蒙 ”或者 “逃

离”，都是其中的出口吧。 所以，现在又有

评论者说我开始了“逃离”主题的写作。

记者：其实，逃离也好，不食也好 ，正
因为这些人物特别，你要为他们的行动给
出充分的理由。 譬如《不食》里，主人公秦
邑在一次酒席上半醉后痛快地落了水，有
了这次特别的体验后， 就开始了节食，慢
慢发展到了不食，最后为老虎所“食”———

像是佛教故事里舍身饲虎的一次实践，最
后成了一个植物人。 而在《奔月》里，你似
乎是把小六的“失踪”，归结于家族里有这
样的遗传， 反正小六祖上远到宗爷爷、叔
公公，到她的姑姑、堂叔、远房表亲，近到
她的爸爸，通通都失踪了，所以小六没有
不失踪的道理。 这样会不会把缘由给简单
处理了？

鲁敏：看各人的理解，我的理解是与

此相反的。 小说里母亲的角色，其整个逻

辑都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内部”，她从一出

场就是荒诞角色，在这个定位下我给她加

入了对“家族失踪遗传”的开题与一长溜

例证，从她的史上家族回忆，以及小说里

其它众多的失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乱

世、饥馑、革命、迁徙、宗教、暗杀、债务、人

口贩卖等各种“具体”原因，都会导致人口

的主动或被动消失。 借着贺西南对母亲的

忍让，也借张灯之口对母亲的劝慰：失踪

不仅仅是小六家族的，更是整个人类文明

史连绵不绝的“伴生宿命”。 这也算是小六

失踪的大背景。

记者：以我的理解，你简化小六的失
踪，或许是因为你在做一种像评论家陈晓
明在《奔月 》研讨会上所说的“本质化”写
作的尝试，你意图非常直接、干脆地切入
时代的命题。 如果不简化，你的小说恐怕
会陷入“历史化”的模式里。 那样的话，你
得从她的生活、她的个性，她所处的社会
环境等各个方面展开，得出她为何失踪的
结论， 就很难把小六的失踪作为前提，去
进行带有哲理性的命题的探讨。

鲁敏：这本书里我有我的主张。 小六

的失踪，一方面讲，是属于广泛意义上人

类必然会发生的命运遗传，但上述那些都

是 “古典主义 ”的失踪 ，到了眼下这个时

代，文明绚丽到烂熟堕落，失踪亦开始进

入了具有“现代”色彩的阶段，小六这是新

的类型了。 不为任何具体的外在客观原

因，纯粹出于内部自我追问，去追问我之

为谁，谁之为我，此生何为，何为此生。 这

也是我最终敢于取名为《奔月》这个古老

名字的原因。 时间变了，风景变了，人类变

了。 失踪此事，也变了。

记者：最后再谈一点我的印象吧。 你
是少见的那种在生活与写作之间切换自
如的作家。 而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写作
久了，甚至会影响到他生活的能力。 我记
得余华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写作让他的内
心变得越来越柔软。 你不一样，给我直观，

似乎是写作让你生活能力变得更强了。 不
妨从这个角度谈谈，写作怎样影响了你的
生活，生活又怎样影响了你的写作？

鲁敏：从比较早开始 ，我所过的生活

都不是我自主选择的生活。11 岁被寄居到

亲戚家上学，很不开心，但也尽力适应。 14

岁初中毕业，我特别想接着念高中 ，却被

家人改了志愿上了中专 ， 仍然是很不开

心，但还是很努力。17 岁工作到邮局，职业

岗位跟我的兴趣也是一直是两岔，到后来

虽然到了作协工作，但又相当于是进了机

关———这些都不是我真正向往的生活模

式。 但这个过程对我是有教益的。 对我内

心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淡、近乎于无了。

也算是比较早就明白了：生活不是这

样就是那样，并非自我能去控制；就算你

可以控制，但最终那个结果也未必就是理

想之中的面貌。 就我这一路与生活打交道

的感受，是深深觉悟到，世上从来就没有

什么自由，只有束缚和定规之下的相对自

由，而由此带来的反弹力与生命力也许是

最有价值的。 我喜欢打一个比方，如果生

活是容器 ，那么我就算是液体吧，没什么

明显的脾气。 装到卡通杯里，我就呈圆柱

体，装到水壶里，我就是扁球体，但这只是

表象上的体积状态， 真正这个液体是什

么，是沸腾的苦水，是冒泡的美酒，是黑色

牛奶，是天山之水冷冲的茶。 那是看不出

的，那即是我自己。

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个回答。 一言以

蔽之：写作与生活是互相体恤、勉力中互

相成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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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版）何况人与人是如此不同，与陌
生人说话能产生深层次的交流与碰撞吗？所
以小说《与陌生人说话》的结尾：就这样，像
从福利院出来的那天一样，最终小灿又一个
人站在了大街上。她走向她遇到的第一个陌
生人：你可以，跟我说会儿话吗？ 这句话似乎
可以看成一个写作的隐喻：写作或说话并不
总是有效的，但人们还是得依赖它。

鲁敏：现实中人的“与陌生人说话”与

写作者的“与陌生人说话”完全两个概念。

前者看各人，看性格，看场域，甚至看时间

与当时的温度，比如说特别的冷，室外又

落着细雪……那真的很容易对话。 这个方

面我比你乐观。 我觉得陌生人是相当可以

说话的， 并且质量有时也会相当的高，高

过亲密的人。

记者：不管怎样，无论是生活里，还是
写作里，人之为人，都渴望有深层的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这很难，你是否怀疑过自己
的写作总能抵达人心的深处？

鲁敏 ：嗯 ，谈回写作这个通道———写

作能抵达人心的深处吗？ 这个我倒没有前

者那样的乐观。 同时，我也并不认为，人心

的深处，是写作的唯一或最终目的地。 我

们不如先谈谈写作的绳索，我们千辛万苦

地顺着它摸索，到底是要通往哪里呢？

当然这个问题一下子又显得很大了，

而且也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吧。 但我有

个基本的想法，写作与其说抵达人心深处，

不如说是通往人性深处。 虽是一字之别，但

确实是不同的追求，难度也大不同。 人心有

时仿佛是很容易到的， 它也不是我们想象

中的难以企及，有时老外婆的一碗泡饭，青

年时代的某支流行曲，电影镜头里的初吻，

黄昏中的一只归鸟，真的就会拂动人心，以

貌似肤浅简洁的方式抵达心的深处， 让人

热泪交流。 这么多的渠道之中，文学并不显

得更加的擅长或有效。 所以我常有个可能

算是傲慢与偏见的想法，觉得“触动人心”

不应当是文学的终极目的。

记者：很有启发的一个观点。 写作当
然也可以诉诸理性。 譬如读博尔赫斯的小
说，触动你的更多是智性的部分，你会感
受到一种精神的愉悦和智力的满足。

鲁敏：固然，文学在大部分的阅读与

传播中是以感性面目出现的，但就我的理

解，文学也常常会以理性、智性乃至刀霜

风剑的战斗性来立身。 此处不赘，还是说

回“人性”。

记者：哦，人性？ 人心总是关乎人性。

那就说说人性吧。

鲁敏：这个词现在被大家谈得特别多，

因为人性实在是个巨大巨大的筐， 什么都

能往里头扔，并且听上去也总是正确的。 大

概不仅文学领域会这样讲， 许多的艺术门

类、学术研究、建筑设计包括商业与营销，

究其实，不都也是在研究解剖、压榨和利用

人性嘛。 但我们做文学的，对“人性”的认领

或者说特别贡献之处， 又在哪里呢？ 我觉

得，是要对人性进行一个类似“主持公道”

的发现与“无穷尽辩护”的书写。

记者：此话怎讲？

鲁敏： 人性有根本和永恒的构成，七

情六欲生离死别爱恨嗔痴等，但也总在随

着时代、文明、教化、宗教、所处国度或星

球等各种参数的牵掣与变动，发生着极复

杂的变异与迁移。那时错，这时对。彼处大

美，此处极恶。 昨日众人唾弃，今朝齐声赞

誉。 文学的目标与工作，就是要拨开这些

仿佛是阶段性的、 风云际会性的道德处

决， 把被判处死刑的人性给解救出来，以

文学为之申诉、为之背书，为之大声吁告。

于连的野心，包法利夫人的爱欲，贾宝玉

的痴傻，阿 Q 的圆，月亮与六便士，火烧金

阁寺，等等。 文学的目的就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没有称斤论两的就势取利，没有伦常

纲目与社会性审判。 我们只有文学道德的

罪与罚、恶之花。 我们要把各样飘零与沉

沦的边缘人性，从羊肠小径给拉到大马路

上，进入到整个世界的体系———文明内核

里的那个体系。 文学总是这样的，以具象

到琐碎的人物、情节、日常，去建构看不见

的精神高地。

记者：从生活日常，一下子跳到精神
高地，一个很大的跨越。

鲁敏：这样说，也许听上去显得大了。

但确实也是我对写作的理解。 那可以举个

小点儿的例子。 如果有人跟我讲，他（她）

读《奔月》，觉得特别感动，差点儿都有眼

泪了，谢谢，我会有小小的高兴。 又如果有

人跟我说，读《奔月》，他不安而愤怒，因为

最终的结局几乎毁掉了他对于 “在别处”

“在远方”的诗意寄托。 那我会有大大的高

兴。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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