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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写作就在于想在某一刹那呈现自己
长篇小说新作《四象》近期推出

本报记者 傅小平

“写
小
说
就
是
召
唤
，它
召
唤
出
来
某
种
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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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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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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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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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意
味
的
时
候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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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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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显
现
出
来
。
”

记者：你的长篇新作《四象》要说复杂，在于其中
包含了比较多的隐喻， 好在这些隐喻也不是无迹可
寻。 读到“夏”部分第三节里主人公韩孝先的独白，我
感觉像是读到了题眼。 他说：“我就是个容器，圆鼓鼓
的、可以伸缩的容器，它们都跑进来，直接安坐到自
己的位置上。 ”“它们的声音就是我自己发出来的，我
就是它们。 ”“我是一，一生二，二生万物，我是我，我
是所有人。 ”通过这几句话，你相当于把为何让韩孝
先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做了富于合理性的解释。

梁鸿：这是韩孝先的疯言疯语，也是我最喜欢

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写的，但我其实翻过精神病

人的资料，还有一些档案。 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天下

所有人，或者说他们有时会产生这种幻象。 所以韩

孝先会说，我让天下雪，天就下雪。 天也果然下起雪

来了。 实际上，天这时候暗下来了，天本来就是要下

雪了。

记者：想到韩灵子说的那句：天亮了，天亮起来
了。 我看见了另一个世界。

梁鸿：我原本设想是大地翻转，地下黑暗的时

候，地上是光明的。反过来也是。但我后来发现这样

颠倒太难往下写了，有些技术细节没法处理。 所以

我就放弃这么写了， 只是取了其中的象征意义，包

括在小说开头“日从西升”的话里。 我让韩孝先说：

“白天黑夜不分了。白天是黑夜，黑夜也是白天。 ”这

句是第一稿的，是实在意义上的“颠倒”，后来我改

成是韩孝先抽象意义上的疯言疯语。

记者：那譬如“人让世界的形象显现”这句呢？

我乍一看，还以为又是韩孝先串用了《圣经》里的
话。

梁鸿：句子是我写的。 写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

出来的。

记者：你是否会有意识地写一些带点哲理性的
话，拓展小说阐释空间，也可以让主题得到进一步
深化？ 但凡学者写小说也擅长此道。 我觉得即便是

像“只有把一切都忘了，才能活下去。 ”这样比较普通的话，也带有主
题性。

梁鸿：没有刻意为之。 因为韩立挺一生非常矛盾、纠结。 他想当

一个纯粹的圣徒，其实没有做到，而且应该说背叛了信仰很多次，他

就觉得那是他的污点和羞耻，所以老觉得要受惩罚。 我写这句话，是

一个泛指。

记者：《四象》我读着觉得多少触及记忆与遗忘的主题。

梁鸿：应该说，这部小说里几个人的记忆，都带有强烈的痛苦意

味。 他们都想忘掉过去，韩立挺是想忘掉自己曾经背叛了信仰，韩灵

子是希望忘掉自己童年少年的经历，她父母很可能是抛弃了她，但她

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依然希望得到爱，得到关注。

记者：韩灵子这个人物，是读着让人怜爱的。你通过写她的成长，

她与父母的紧张关系，倒像是表达了一点女性意识，虽然不是小说要
表达的主题。

梁鸿：我还是想赋予韩灵子逻辑性。 她和韩立阁、韩立挺一样都

是被抛弃的，所以，她特别渴望被拥抱，不管是谁，只要有人抱抱她，

就觉得一切都好了。 韩孝先也是被抛弃之人，也想得到爱，但小说里

每个人都没有得到爱。 我想赋予这些人物一些永恒的意味。

记者：你说到永恒，再来对比当下，引用“空心人”的说法，也应该
是有所指的。 反正等到韩孝先被鼓动进城后，你的讽刺性话语就喷
薄而出了，这部分表达比较情绪化，也比较主观化。

梁鸿：这部分可能对现实的批判性比较强，我主要也不是反思

现代性，而是对现代社会里那些所谓的传统元素有反思。 在我们眼

下的现实社会里，有些糟粕的东西，以非常荒诞的，极为愚昧的方式

出现。 很多人不是不明白它的荒诞，而是精神太空虚才导致他们明

知荒诞也选择相信，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讽刺他们。

记者：你出过一本学术著作《“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
美学的嬗变》。你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呼唤“灵光”吗？进一步
的问题是，还有可能让消逝的“灵光”重返吗？

梁鸿：我觉得“灵光”需要呼唤。 本雅明提出这个词是想表达，只

有灵光闪现的刹那，我们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就好像树枝摇曳在山

间，我们在一般时候看到树枝就是树枝，山就是山。 你前面说这部小

说里面有召唤，我觉得写小说就是召唤，它召唤出来某种形象，像树

枝，山，还有光影等等，当你赋予它们以某种意味的时候，小说才拥有

了某种神圣的，精神的东西，意义才会显现出来。

“我骨子里，还是那个村庄的女孩子，保持了对世界的好奇，

包括对质朴生活，对那条河的热爱。 ”

记者： 你的另一本学术著作
《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其
中“外省”的概念，应该说借自巴
尔扎克《人间喜剧》吧。 在中国当
下语境里，以“外省”这个角度来诠
释城乡冲突与融合， 倒或许是适
宜的。

梁鸿： 对， 我当年写博士论

文， 把这个词作为学术语汇来使

用，就是从《人间喜剧》里得来的

灵感。但这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也就是说如果北京、上海是中心，

那么其他地方就是外省。 如果说

欧洲、美国是中心，那么中国是外

省。 应该说，西方文明进来以后，

也包括城乡距离拉大以后 ，“外

省”与“中心”这两个概念在不断

进行博弈， 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变化。

记者： 你给我感觉不光是在
学术的意义上使用“外省”这个概
念， 这个概念也多半融入了你深
刻的生活体验。 你也是一步步从
“外省”到了“中心”。 应该说，刘震
云、周大新、李洱等河南籍作家，也
经历了一个相近的过程， 驻京豫
籍作家可说是蔚为壮观。

梁鸿：还挺好的。 在北京有那

么一拨作家，来自同一个地方，你

想到的时候还是觉得挺亲， 会感

到比较温暖，也有亲近感。 我觉得

我们河南籍作家有一点特别好，

大家都非常勤奋， 平时不怎么交

往，但一年一般会聚一次，也没什

么要求，反正是谁有时间谁去。 而

且， 河南这帮作家之间不搞圈子

化，没什么同仇敌忾之类，大家也

没觉得需要抱团取暖。

记者：我不怎么了解你早年的
经历， 尤其是你刚到北京时生活境
况怎样， 但你现在应该生活很不错
了， 而你的写作总的说来还是偏向
于写底层经验。 你会否觉得有反差
与不适，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该如何
保持精神与写作的自适？

梁鸿：对我来说，其实没那么

难。 我当然也享受现在的生活，但

我骨子可能还是属于乡野、 大地

的。 我一想到我故乡的那些人在

吃吃喝喝，我就特别想回去。 我在

精神上还是更接近那一拨人，那

样的场景让我更兴奋， 也与我的

心灵更为贴近。 所以，我要离开这

种看似安逸的生活， 回到那个原

初的世界，并不是非常艰难，有时

我甚至是迫不及待想回去。 我骨

子里，还是那个村庄的女孩子，保

持了对世界的好奇， 包括对质朴

生活，对那条河的热爱。 这在我是

自然而然的事， 并不需要做很大

努力才能达到。 因为我骨子里就

是这样一个人， 但我也得对当下

现实生活有承诺， 比如要照顾家

庭、孩子，这也是我这些年非虚构

作品写得少的主要原因。 这是我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记者：虽然说个人很重要，但
我觉得世界发展应该是某种合力
的结果， 而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
移的。 你珍视的写作也可能只是
对你个人很重要， 不见得对别人
就那么重要。 人生在世， 渺如尘
烟，更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这大概
也是人之哀痛的一个重要缘由。

“哀痛”也是反复出现在你笔下的
核心词汇。

梁鸿：我很喜欢“哀痛”这个

词。 我觉得我骨子里是个悲观主

义者，童年少年的经历、感受太深

刻，不管我现在过得如何好，但那

一部分还是更深刻地影响我。 当

我拿起笔去写作，去审视的时候，

那些相对沉郁的东西总会浮现出

来。 当然，我也很信任这种沉郁的

感觉。 我记得克尔凯郭尔说过一

句话，“幸福是一种否定的状态”。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一般来讲，

我们在处于幸福状态的时候看世

界，看问题会相对肤浅。 只有当你
比较沉郁的时候， 你才会对世界

有更深刻的盘查， 也对自我有更

苛刻的省察。

记者：你看着明朗达观，但读
你的作品，感觉哀痛沉郁，才是你
的精神底片。

梁鸿：是这样。 可能还是情感

的原因吧。 我觉得童年、少年对人

的影响无知无觉但根深蒂固，你

后天怎么改变，要突破都很艰难。

梁
鸿

“写作就在于想在某一刹那呈现自己，是对你的
存在形象的一种表达。 ”

记者：你的作品区别于很多作
家的地方，也在于其中有光，而且还
不是陶渊明式的 “仿佛若有光”，是
当然得有光。 你写小说一般是不发
议论的，但《漂流》里有一句，应该说
你忍不住才说的———“生活就是这
样。 ……它让人绝望，但又成为念
想，成为生活还在继续的一种象征，

提醒着我们对时光流逝和生活常在

的熟视无睹。”这句话似乎可以看成
是你写作的状况。

梁鸿：一个人为什么写作，我

觉得就在于想在某一刹那呈现自

己，呈现出自己的形象。 写作也是

对你的存在形象的一种表达。

记者：是这样，写作在写各式
人物的同时， 实际上也是在写自
己。 你的写作总体上给我感觉，你

是想尽力赋予人物一些正面的价
值。 所以他们即使最后失败了，也
给人一种辉煌感。就好比有些作家
哪怕写一个人最后成功了，你都还
是能闻到一丝颓废的气息。这里面
是能透出作家主观倾向的。你是主
观上自己挖掘一些正面的价值，或
是从生活内部找出一些有意义的
东西吗？ （下转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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