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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爽：从“个体故事”切入日常生活
本报记者 袁欢

2015 年，一个很糟糕的冬天，郭爽独

自在冰天雪地的德国走了二十多天，从南

到北。 彼时的她怀揣着对古老格林童话的

热爱，踏上陌生的旅途，去做一场场关于

童年幻想的梦。 历经四年，她的非虚构新

书《我愿意学习发抖》出版，从童年记忆出

发，与十来个异乡人相遇，讲述当代普通

德国人家庭的故事。

2013年，面对职业转型，郭爽有两个选

择，去英国深造，或参加德国“无界行者”项

目，鼓励德国年轻人去中国调查写作，同样中

国年轻人也去德国参加相关写作。 她于是提

交了《解锁格林童话———一个中国“80后”的

寻找》项目。 比外部因素更为重要，或者说真

正驱动郭爽的其实是小时候父亲买的童话

书。 “《格林童话》是一个礼物，其他我印象深

的、 也是礼物的有：《安徒生童话》《十日谈》。

现在想起来有点奇怪，他送的书里，大多来自

欧洲的口述或者写作传统。 ”即便是成年后，

父亲的礼物依然摆在书架上， 时不时地被翻

阅。 郭爽着迷于其中的幻想、魔法，她喜欢格

林童话里那些住在森林里的勇敢的年轻人。

“童话里有最基础的人类价值，有对自

然和神灵的想象与和谐相处，而童话中的黑

暗、暴力、宗教、训诫，跟现代性密切相关。 ”

随着对童话这门叙事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

她开始意识到打动人的并不是因为童话是

“写给孩子看的故事”，它自有其谱系。

一个叫汉斯的德国人，帮助郭爽确立

了童话在叙事艺术中的位置。 汉斯是法兰

克福大学青少年文学中心的创立者，两次

德国之行，郭爽都与他见了面。 他推荐郭

爽阅读更多关于童话和幻想文学的书，也

让她明白了童话的伟大之处。 与汉斯的交

往被郭爽写进了《吹笛人答应我也能见到

一切奇观》。 “故事会在不同的民族间流

动，比如小时候听的狼外婆，是一个外来

的故事。 但故事流动到哪里，就会本土化、

生根发芽。经典的童话一定是多义性的。 ”

《我愿意学习发抖》中，每篇由“指路人

的话”“抵达日记”和正文组成，是文学的呈

现形式，而最初，郭爽的打算却不是如此。

她在“后记”中直言自己的第一次探访是失

败的， 直到与德国女性特蕾莎成为朋友并

触碰到彼此的伤痛， 她的寻访和写作才真

正开始。 过程就像被她一个个划掉的笔记

本上的“已完成”，之后敞开自己 、交托自

己，把自己作为容器去接纳和等待。

特蕾莎和郭爽之间，初见时，是彼此的

镜像，是对方所渴求的样子。 “但事实上，并

不存在一种理想生活。 而我跟她之间最特

别的关联在于，我们进入对方心灵的钥匙，

是我们相信童话和奇迹。 ”特蕾莎向往郭爽

身上的自由气息， 而郭爽则向往她们和土

地根深蒂固的联系。 和很多迁移中的中国

人一样，郭爽只知道自己的籍贯是河北，却

从来没有去过， 对于出生地贵州以及待了

十几年的广州，情感倒是更浓一些。

特蕾莎就像是她一直等待并相信的

非虚构写作所需要的 “timing”，郭爽认为

就如卡波特花了四年的时间写作《冷血》，

三年的时间自我修复，但没有办法，非虚

构的时间真实且在流动，没法虚构。 “当我

第三次去德国，哈米特（书中的人物）的烤

肉店已经被拆除，有人告诉我他去了一个

餐馆当厨师。 我却没有办法再写了，我的

时间截止在那里。 ”

在非虚构的写作中，郭爽将“我”放入

其中。 而这一点，同样引来一些不同的声

音，比如真实性会否因为“我”的加入而不

客观？ “真实永远是非虚构写作者悬在头

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你只能通过你的良

知，让一个受访者和自己说真话。 如果有

人觉得我写的不是非虚构，我觉得我更坚

持写作的突破，如果一贯的循着传统的写

法，我认为不值得我花四年的时间去做。 ”

她说自己努力的目标是非虚构小说。 “我”

的加入不仅让她的非虚构书写具有了更

强的进入感，这类训练对她的小说创作也

有极大帮助。 在郭爽看来，与非虚构不一

样的是， 虚构需要自己去建构一个时空，

并且可以自我终结。

“我是一个极度依赖人物的写作者”

这是郭爽给出的对于自身写作的定位 。

“很多时候写一篇小说都是为了去写一个

人， 心中有这么一个角色画像的时候，我

就会拼尽全力写他，想让他在小说的世界

里被赋予一种生命。 ”与之形成映证的是

她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

焰》， 大多数人会将目光投注在小说中的

小人物身上 ，比如鲍时进 、丁小莉 、章美

玲，采访中有一个提问是年轻作者关注小

人物，是否有其时代特性？ 郭爽的当下反

应便是说：“我不太愿意称他们为小人物，

如果从角色的社会地位、阶层去判断一个

小说的质地，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归类。 祥

林嫂、孔乙己、翠翠、曹七巧，都是没什么

社会地位的人，但我们不会说鲁迅、沈从

文、张爱玲的小说是写小人物的小说。 ”

那么 ，或许可以用 “个体故事 ”类似

的中性词来解释郭爽笔下所描写的这些

带有她生命经验的故事。 郭爽说到这本

书的结构时， 引用了译者林晓筱的评论

“无数晦暗时刻在各色光的照耀下显现

出来的锐化边缘。 因着对人物极度的依

赖性， 郭爽很难将人物的来路与去路一

刀斩断， 她由此打趣道：“就我的体质来

看，我可能更适合中长篇小说。只有浸泡

在那个世界里够长， 我才能捕捉到那些

细节的部分。 ”

1984 年出生的郭爽，成为专职作者的

时间才两年，是名副其实的“新人”，她也

并不避讳说自己是经验匮乏的一代人，而

此前十年的记者职业经历所引发的垂直

落差， 让她在讲述他人故事的过程中，那

些在历史中浮沉的人与事，面目清晰了起

来，她逐渐有了倾听自己的欲望。 “即使在

写历史，我也在通过日常生活去切入。 我

更欣赏四两拨千斤，或者说，不那么刻板

地去看待、讲述历史，才有可能重构和解

构，才有人精神的自由。 ”

在德国火车上写的一段未被摘录书

中的日记中 ，郭爽写道 ：“现在理解乔伊

斯的 《尤利西斯 》写那么长 ，只写一天的

事 。 因为我们的生命看似短暂 ，但整个

一天里发生的动作已经足够足够多 ，如

果加上思想的流动 ， 加上文笔的纵横 ，

或者缪斯附体后的奇迹 ，那真是写一本

书的容量 。 这样的记录动作 ，就是接近

生活日常的机会 。 ”同样的体验在采访

之际 ，也在真实地发生着 。 郭爽参加了

单读的 “水手计划 ”，当天刚结束在日本

长崎的又一天暴走 ，被不断摄入的大量

信息冲击着 ，她也仍在等待那个属于她

的时机的到来 。

新锐出发

“此情可待成追忆”

刘绪源先生追思会在沪举行

本报记者 金莹

3月 13日， 正是乍暖还寒的

天气，天地逐渐苏醒，也勾起人们

许多温暖的记忆。 这一天，是文学

评论家、 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

的诞辰。 上海作协的金色大厅内，

赵丽宏、秦文君、梅子涵、陈丹燕、

胡廷楣、周锐、任哥舒、简平、周晴、

谢倩霓、梁燕、陈苏、张弘等刘绪源

的生前好友与同事、出版社编辑、

作者、读者，纷纷忆起与刘绪源的

交往， 共同追念这位让大家既尊

敬又想念的朋友， 和天堂里的他

共度一个美好温暖的生日。 追思

会由上海市作协新一届儿委会主

任殷健灵主持。

2018年 1月 10日，刘绪源因

病去世， 中国文学界和批评界，尤

其是儿童文学界， 痛失一个真挚、

清醒、独立的声音，但他闪闪发光

的思想和真知灼见却永远留在每

个人的心里。 “儿童文学的价值首

先是审美。 ”“像卢梭一样‘发现儿

童’， 将儿童期也尊视为一种真正

的人生，让儿童毫不心虚理亏地享

受这段人生。 ”……这些集结在《儿

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文心雕虎》

《儿童文学思辨录》《美与幼童》等

专著中的文字，依然启发着当下的

人们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和认识。

“文气如兰香长在，掩卷深思

怀绪源。 ” 作为刘绪源的生前好

友， 赵丽宏特别写下诗文赠念其

夫人归依玲女士。 是的， 斯人已

逝，但精神长存。 就像这次追思会

的召集令所写：“对一个人共同的

思念，是有力量的，是美好的。 因

了这共同的思念， 我们再一次感

受到先生的学养、为人、气质的魅

力。前行路上，我们不孤单。 ”追思

会上， 好友们深情记起昔日的点

滴交往，忆起他真挚的文人气度，

真诚的治学姿态， 以及他讲真话

的独立精神， 他的学术良心和文

学担当。 让更多人了解到一个亲

切而真实的刘绪源。 “他一生就是

一个读书人，博览群书，一边读一

边思考 ， 静静地追求自己的理

想。 ”赵丽宏与刘绪源因文相识，

结下了 40 多年的友谊， 在他心

中， 刘绪源永远是那个博学而单

纯的“书生”。

“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肯

定也很希望我们快乐地回忆起

他。 ” 陈丹燕说起记忆中的刘绪

源，“在我心里， 他一直是一个快

乐、温暖、单纯、真挚的人，像个小

男孩一样， 脸上也一直挂着孩子

般的、害羞而真诚的笑。 他同时也

是个勇敢的人。 他有很多卓越的

见解， 但从来不会拿这些见解来

压迫别人。 同时，他不会为很多文

学界评论的习气所左右， 始终坚

持说真话， 所以我一直叫他堂吉

诃德：很瘦很高，敢于也乐于和风

车战斗， 一点都不在乎别人怎么

想他，因为他心中是有真理的。 可

惜的是，这样的人，在我身边好像

变少了，像他那样的评论，今天也

是越来越少。 他离开这个人间，我

们的损失比他大。 ”陈丹燕情动言

表。

怀念一个人， 同时也是怀念

他的精神，在对逝者的追念中，我

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他真

实、敢讲话、瘦弱的身体比很多健

壮的人都要大， 他身上有一股干

净、正义的气质，他的头永远是抬

着的，而背却是挺着的，这可能正

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缺失的精神。

这样的人，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少，

少到几乎找不到， 我们在这里想

念他，谈论他时，是不是需要学一

学他的这些特质。 无论是我们的

世界还是我们的文学， 都需要这

样的气质和精神。 ”梅子涵说。

“文心雕虎”本是刘绪源为《中

国儿童文学》杂志所写的专栏，自

2000 年第一期起，一直写到 2008

年末， 坚持了九年。 后来杂志改

版，专栏转移到本报持续，深受广

大读者喜爱。 老作家任溶溶为此

还特意写信给责编，深赞和击赏，

期待这个专栏能一直开下去。

回忆起当初约刘绪源写 “文

心雕虎”的往事，秦文君谈到他为

人的热忱和治学的严谨，“他这个

人是求完美的，要么不做，做的话，

就一定要做得最好。 为了写这个

专栏，他花了大量的工夫”。 同时，

“他是一个非常清澈的人，也是一

个值得信赖的人， 他的心思基本

上都是跟书、跟文字，跟文学有关。

我们在私下也有争论， 彼此都坚

持自己的见解，但他对我的评论，

是诚恳的、值得信赖的评论，从没

有掺杂自己的私心， 他的为人和

评论都非常纯粹。 这些品质虽然

说起来简单， 但要在这个俗世中

始终保持心中的净土， 是非常不

容易的。 ”秦文君感慨。

刘绪源对后辈真诚的帮助、鼓

励和提携， 也一直被那些称他为

“老师”的年轻人铭记于心。 汤汤回

忆起自己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刘绪

源就夸了她的 《到你心里躲一躲》

和《别去五厘米之外》两个童话，让

她紧张忐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

了。 “刘老师是我最喜欢和敬重的

一个老师和前辈，他对儿童文学的

晚辈有过很多不遗余力、无限真诚

的帮助和鼓励。 直到现在，有的时

候， 我写了一个自己挺满意的作

品，想发给刘老师看看，这时心里

就会一空一疼，噢，刘老师不在了。

有的时候，遇到一个事情自己难以

决定，就想问问刘老师，这时心里

又一疼，唉呀，刘老师不在了。 无论

是他的为人还是为文，他都像一座

灯塔，在他的照亮里往前走，我就

知道我该走往哪里， 我该怎么走。

我觉得刘老师在那边的世界里一

定会很快乐，也会不孤单，因为他

知道我们大家都在想着他。 ”

追思会上， 归依玲女士将刘

绪源的一部分藏书捐给了上海宝

山区图书馆。

 刘绪源的一部分藏书由其夫人归依玲女士（左一）捐献给上
海宝山区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