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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 我主观上倒是没这个

用意，我就是分析人，比如说一个

人爱占便宜， 总是为自己争取利

益，我们就容易把他极端化，认为

他就是个坏人，但其实说一个人，

不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的判断，

就能了事。 就像我们小时候说这

是坏人，就一定是相貌长得难看，

留个中分头什么的。 人肯定比这

个要复杂， 所以你真要去观察和

挖掘， 还是能从他生命内部找到

一些东西的。

记者：凡事都不是绝对的。

梁鸿：就拿我父亲的生命状

态来说 ，他当然也有缺点 ，也没

少惹事， 一生也真是命运多舛 ，

但他确实让孩子上学了，他知道

知识是好的， 千方百计挣钱，也

要让孩子上学， 这就是闪光点。

再譬如 《梁光正的光 》中的 “父

亲”形象，他妻子是植物人，他那

么忠心耿耿照顾她，还把孩子照

顾那么好 ， 另外一个女子对他

又很热心 ，在这样的前提下 ，他

们有了情人关系 ， 难道就一定

能说是不道德的吗 ？ 也不一定 。

从作家写作角度 ， 主要是最大

程度赋予人物以合理性 ， 即便

他是荒诞的 ， 是恶的 ， 是不对

的 ，是让人讨厌的 ，也得是让读

者可以理解的。

记者： 应该说梁光正这个人
物有一定的复杂性， 同时还包含
一些新质， 似乎也有些符合眼下
文学界对塑造新人形象的期待。

你自己觉得梁光正是“新人”吗？

或者说，你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
想塑造一个还没怎么被书写过的
形象？

梁鸿：塑造新人？ 这个太难，

太难了。在我的意识里面，我首先

是把梁光正作为一个人， 一个男

人，一个父亲来写，其次才是把他

看作一个农民，再其次，才是把他

视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人。 我脑

子最鲜明的就是这一点。 和通常

人一样， 梁光正也有普通人的喜

怒哀乐，也有他的自私狭隘。因为

他是农民，我才要写到他种地，我

不是说要为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一

个农民的形象， 才要写这么一个

人。从我的理念上，我写梁光正跟

这个没关系， 我有没有表达好是

另外一回事。

记者： 眼下文学界似乎有写
所谓新人的焦虑。 从俄罗斯文学
里引进的这个概念， 对我们影响
太深了。我想到一个问题，当你写
到一个人物， 如果感觉跟经典作
家或当代作家的某个人物相像，

你会不会有意识地回避一下？

梁鸿： 那应该是一定要回避

的。像我的《神圣家族》第一篇“一

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我

写一个少年躺在树上， 有人就觉

得有点像《树上的男爵》那样，我

就觉得不太好， 我应该回避。 因

为文学史上已经有那个形象了，

你要是不能写出不一样状态的

话， 那就是过于鲜明的模仿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回避， 绝对得回

避，不应该去模仿。 再去模仿，有

什么意义呢。

记者：如果情节相像，但你赋
予这个人物不同的意境呢？

梁鸿：我觉得即便这样，情节

还是不能随便使用， 肯定是不使

用为好。已经有了么，你再怎么添

砖加瓦，再怎么改变，都是难以突

破了。

“在非虚构写作上，我们都还在摸索，

最好的文本很可能还没有出现。 ”

记者： 我一开始不了解你怎
么写的《中国在梁庄》，想当然以
为你是应《人民文学》杂志邀约而
写， 或是你知道其中设有非虚构
栏目， 才有针对性地去写这个题
材， 还真是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
机缘巧合。看来我们社会，或既有
的文学样式发展到这个阶段，非
虚构写作兴起势在必然， 你像是
准确触摸到了时代的脉动。

梁鸿：这本书，我是自己想写

就写了。有很多人都问过我，你怎

么会有这样的写作冲动？实际上，

我写这个看似突然， 其实是已经

想了好久了，想到一定程度，它就

写出来了。再说，我既不想写成小

说，也不想写成论文，那时候我又

不知道什么叫非虚构， 也不知道

《人民文学》 开设这么一个栏目，

没有任何范本， 最后就按自己的

想法写成了这个样子。 我给当时

的主编李敬泽老师的时候， 是十

几万字，他选载了四五万字。李敬

泽老师很有慧眼，是很棒、很职业

的编辑。我写了这个东西，都不知

道该往哪里放， 他给放到非虚构

栏目里了，两者达到了一种契合。

记者：照这么看，“非虚构热”

算是应运而生的吧。 这股潮流起
来后， 非虚构写作也一直在争议
中发展、壮大。你虽然没持续发表

非虚构作品，但一直在写，也应该
一直有所关注。 对这些年非虚构
的发展变化，有何观感？

梁鸿： 对一个文体有各种非

议， 很正常。 大家都愿意做这个

事， 我觉得很好。 只有经过充分

的、复杂的书写，你才能慢慢理清

一些东西。 这个文体还在发展过

程中，也不是你可以一锤定音的。

一个文体的成熟是要由诸多文本

做支撑的， 也需要通过很多作家

的写作实践去不断完成。 小说也

同样如此。我是觉得概念没好坏，

文本有好坏。 现在有不少年轻作

者在写非虚构， 这个文体就有希

望， 并且我相信它会成为非常重

要的文体。

记者：值得期待。但相比西方
尤其是美国深厚悠远的非虚构写
作传统， 中国还可以说处在起步
或求索的阶段， 难免存在一些缺
陷或问题。

梁鸿： 当然还有很大的进步

空间。 我们对这个文体能发展到

哪一步，都没有充分把握，我们也

不确定这种对世界把握的空间，

最终能延伸到哪儿。 我们没有像

西方一些作家， 为写一个题材能

追踪调查好多年， 真正深入到社

会肌理中去。 中国作家相对来说

还是不够严谨， 没有真正去下一

些功夫。或者说，他们对非虚构作

品内部该怎样呈现人和社会的关

系， 人和自身的关系还没有深入

的探讨，对它的边界在哪，也还没

有深入探讨。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急于下定论，说它成功还是失败，

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很多东西还

只是刚刚开始。

记者： 我们作家写的非虚构
作品，对比西方作家同类创作，在
叙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上要逊
色。像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尤其
是《寻路中国》，感觉浑然一体，叙
事非常完整。

梁鸿： 何伟他们有一个非虚

构传统， 他们的非虚构写作有自

己的模式，但也有问题，不应该完

全模仿。对我们来说，非虚构写作

还刚开么，一切都还比较新鲜。当

你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 你会

发现中国的非虚构非常有活力，

写作的形式非常多样化， 即便是

看着清新、 清浅， 也显得活力十

足。而已经成熟的文体，可能很优

雅，很完美，但没有朝气。 我是觉

得在非虚构写作上， 我们都还在

摸索， 最好的文本很可能还没有

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对于非虚构

写作而言，这是一个好时候，漫长

的摸索的过程， 它还有许多创新

的可能，也还有很多未知的空间。

记者： 要是国内已有那么一
个传统在前，《中国在梁庄》 或许
会换一个写法。除开头两章、最后
一章外， 这本书其他几章主要是
挨个写人物， 倒像是沿袭自 《史
记》里的列传体，当然这些章节归
总到一起，又有整体感。

梁鸿：对，那也是结构的一部

分，我写这部书前面没有模板。

记者：也就是说，你写的时候
也没参照过西方非虚构文学的经
典著作？

梁鸿：没有，我回避那样的写

作。要是参照他们的话，我首先就

得把“我”去掉，但就像我们前面

说的，在“梁庄”里面，我舍不得去

掉“我”，因为“我”在里面有它的

价值。我觉得，在西方文学体系里

面，非虚构相对严谨，它要求作者

情感不能太主观，数据啊什么的，

都要有明确的出处， 包括整个形

态都有规定性。 他们的非虚构也

更倾向于社会调查、 政治调查那

种，也就是关注大的社会问题，有

比较强的社会学倾向， 虽然文本

里面也表现出文学性。当年《中国

在梁庄》也是先写了，才被认为是

非虚构，也是从这里开始，我才琢

磨非虚构这个文体， 之前也没怎

么看这方面的书。 后来我去研究

了《纽约客》里面的长篇特稿，有

太多人都很推崇， 它的模式化非

常鲜明，有自己的一个套路。但我

还是觉得， 如果非虚构作为一种

写作文体的话， 更应该多一点点

文学上的新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你的代言更清晰，更准确，

更具有开放性，这才是真问题。 ”

记者：《中国在梁庄》 涉及大
量采访，你在书里除叙述外，也穿
插了不少采访实录。 仅仅是整理
录音，工作量就不小了。

梁鸿： 这两本书全部都是我

一个人完成。我觉得，人物自述部

分基本上都是用的方言， 这也是

其中最好的地方。

记者： 你怎么在写作中把方
言转换为普通话？ 估计有些方言，

在普通话里都找不到对应的词汇。

梁鸿： 确实是经过很多转化

的，也可能转化后方言没那么标准

化，但如果我不转化，我就写不出

来。 我总得表达出那么个意思，让

别人看懂吧。 所以，我不可能用原

汁原味的方言来写，那样书写都没

有可能。有一次，有人就说非虚构，

应该写原生态生活，我觉得这是瞎

扯，你怎么可能做得到？还有人说，

你凭什么为别人代言？ 我说，既然

文学的书写不可避免，譬如为农民

代言，既然他们没能力，也没机会

自己发言并为自己争取权利，那质

疑你该不该为他们代言，就是个伪

问题。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

你的代言更清晰，更准确，更具有

开放性，这才是真问题。

记者：恐怕还会有好钻牛角尖
的人反驳说， 你征求过农民的意见
了吗？他们同意你替他们代言吗？他
们又没有授权，他们只是被代言嘛。

梁鸿： 关键是你代言得好不

好，而不是凭什么给他们代言。 尤

其在我们这个社会，你怎么样更好

表达，怎么样更接近于他们本身的

状态，才是真问题。 你问其他一些

中间状态的问题，都是没意义的。

记者： 你还写了所谓非虚构
小说集《神圣家族》。 就我的阅读
而言，里面的十二篇作品，和小说
其实没有多少区别。有意思的是，

我印象中那些经典的非虚构小
说，毫无例外是长篇作品。

梁鸿： 我当时没反对这种说

法， 是因为小说里的人物有原型，

我写到的小镇也是真实存在的，这

些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

样，要写成那样很难，相对来讲，写

成人物列传的方式， 更为容易叙

述。 不管怎样，小说一条线下来大

部分都是真实的，只是从表述的方

向上看有些像虚构。不过我刚开始

写第一篇《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

空移动》，的确是当虚构来写的，我

对那个少年的描述，没法用非虚构

的方式来完成，但从第二篇《漂流》

开始，我就写了一个个人物，或者

说是一张张生活的素描，它们同时

又是非虚构的。

记者：你原来定的书名《云下
吴镇》，倒是比较能体现非虚构小
说的特点。从我的阅读看，吴镇是
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但冠以 “云
下”又像是把这个地方给虚化，或
浪漫化了。

梁鸿：很多人不同意，觉得这

个书名太小资了。 相比 《神圣家

族》更切题，意思是小人物也可以

有神圣性。 但这个也会给人感觉

太过沉重了，太大了。这是李敬泽

老师给取的，他看过里面的小说，

那天我们刚好在一起开会， 说起

书名的事情， 就在微信上一来一

去讨论这个事。 后来想 《神圣家

族》也挺好，它本身是马克思、恩

格斯一本书的书名， 这样引用过

来就是说，小人物也可以是圣徒，

圣徒也可以是小人物， 但很多人

说还是说书名起大了， 会影响读

者接受度，但我舍不得改。有出版

社说，你改个书名我们出版。我觉

得即使书名不同， 书也是同一本

书，那样相当于二度出书，有点消

费读者的嫌疑，也就没改。

记者： 我最开始看到这个书
名的时候，就觉得“神圣”这个词
真是久违了。 我们这个年代的关
键词是“解构”么，好在你的写作
是偏于建构的。

梁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名还是合适的。我写的这十二个人

物，都是生活中失败的人，是被抛

弃的人，或者说他们在某个层面被

放弃了。但我还是想赋予他们一点

光辉，尤其是德泉这个人物。

记者：这个德泉，和你塑造的
梁光正、韩孝先，这三个人物有某
种共通性。或许是他们身上残留了
一些理想主义的特质？

梁鸿：写这个人物，我就是想

传达一种想法。就是说，有些人内

部是有光的，只是没能释放出来，

或者说光被灰尘蒙住了， 穿透不

出来。 我就想弄明白被遮蔽的光

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那些看上

去很普通的人，乃至精神病人，在

他们内部都有自己的光芒， 而且

自有他们的神圣之处。 虽然他们

都是失败者、边缘者，但他们都一

直在努力追寻那么一点点善意、

尊严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也是

我觉得这个书名还不错的原因，

它和我在小说里要表达的意思是

一致的。

记者： 你写这本小说集的时
候，参考过舍伍德·安德森的《小
城畸人》、还有奈保尔的《米格尔
街》等等吗？ 细数一下，还真有不
少写小镇人物的经典作品， 要是
把这些作品里的人物“结构”在一
起，都可以构成一个“家族”了。

梁鸿：确实看了，也认真琢磨

了一番，受了很多启发。 但是，结

构可以模仿，写得好与坏，还是和

自己的个人气质有很大关系。

记者： 像奈保尔的那种简练
的笔法，轻松的语调，看似容易上
手，其实很难学到。

梁鸿： 有些东西不是你看到

就能学会的， 你得根据自己的精

神气质来调和。 我也想学那种简

单，但怎么说呢，我的表达还是偏

混杂吧， 偏粘稠， 其实也不是粘

稠， 我自己感觉是我在语言里面

要表达的方向比较多。

记者：诺曼·梅勒的《刽子手
之歌》这部非虚构小说，也是表达
方向很多，但梅勒有非同一般的驾
驭能力。 读有些经典作品，会让你
觉得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不
可能只是因为能力和才华还不足
以达到。 梅勒能在他的作品里，把
人物心理挖掘到那样的深厚宽广，

足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

梁鸿：是，那要看你的写作能

力，得需要你经过长期准备，还需

要你有强大的智力， 强大的知识

量，强大的写作能力，那绝对不是

一般作家能达到的，只有像梅勒这

样的天才作家才能到达这个高度，

包括写《冷血》的卡波特，把采访和

分析融合得那么好，他们确实写出

了很伟大的作品，中国作家里没那

么大能量， 没那么大智慧的强度，

也没那么强大的激情支撑，还不足

以写出这样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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