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是一种关于凝视的艺术

个超前设置？ 比如说一个罪案故事，我
们都可以把这两部小说，看成是一个以
罪案故事为内核的小说吗？ 这样的理
解对不对？

孙频： 罪案是一个小说的壳，

它包着一个核，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救赎。

傅元峰： 关于救赎这个话题，

就是谈到罪的时候，罪的层次和它
救赎的途径，在小说当中设置的途
径以及它的未完成性，这些都有非
常大的可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美
学张力，一会我们还可以就其他的
话题继续讨论。我们来看下一个问
题。

孙频：我从 2008 年写小说到

现在有十二年 ，这十二年 ，我自

己回想 ，觉得我的小说里有一些

母题 ，尽管我后期小说发生了一

些变化 ，但是有些母题 ，它一直

在我小说里能看得出来 。 比如说

罪与罚的问题就是我小说的母

题之一 ， 我觉得我对这个母题比

较感兴趣的原因应该是与我个

人对世界的认识有关的， 但是这

个世界观的形成又非常复杂 ，涉

及到了一个人的原生家庭 、童年 、

故乡、这么多年的成长经历 ，所有

这一切综合成了一个写作者的世

界观。

如果一个人只写完全的黑 ，

完全的暗 ，这样的小说还是不能

称为一种好的艺术 ，它是密不透

风的暗 ，意义不大 。 但是救赎 ，我
也不是刻意去用救赎来迎合什

么人的趣味 ，而是我觉得在这个

世界上 ，与罪恶紧密相连 、完全

不可以分割的就是救赎 ，它们是

像孪生姐妹一样相伴而生的关

系 。 人性中比较恒久的东西就是

罪恶与救赎 ， 它们是时刻相伴

的 ，只有这样 ，人类的情感才有

了这么多的纠结 ， 也有快乐 ，然

后这种纠结的情感又推动着人

类一代代往前走 。 这样总是会有

希望，有活着的乐趣和期盼所在 。

至于说，那种罪恶感从何而来 ，这

与一个人从小到大成长所看到的

世界有关系 ， 我觉得是一种命运

感，就是说，它不在我的能力范围

之内，不是我想关注什么 、想写什

么就能决定的 。 这就是命运的成

分，我生来如此，因为我的世界决

定了我的写作。

傅元峰：救赎就是你小说的一
个美学内核， 也是叙述的动力，你
的小说整体的美学的观感我觉得
是琥珀色的，故事情节有可能在阅
读到某一阶段的时候突然明晰化，

就像一个罪案的故事，它可能已经
提前明晰了，但是在预测到这样一
个隐秘的事实的时候，我觉得你的
小说对于阅读还是有吸引力的，可
能就是在故事情节之外的存在。

我也在考虑救赎这个问题，你
小说里的救赎，其实并不是一种解
决办法，所以你从来不是单纯地指
向哲学或宗教，当然你的小说中包
含这些元素，但并不是非常简单地
将它交给宗教一类的救赎去解决。

另外， 你刚才用了两个概念来
表达， 你小说存在的形态就是表达
和表现，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你并
不是做一个信息的介绍， 你是一种
表达， 这可能和你小说 《鲛在水中
央》当中的书，和在《天体之诗》当中
的诗的存在，也有联系。孙频式的救
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救赎？本雅明
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谈到救赎时刻
往往是死亡带来的， 如果不是死亡
带来的话， 那可能我们是从时间之
网， 或者说从时间的线性当中摆脱
出来，来到了一个空间里，我们离开
了这条河流，从时间变成空间，这也
是一种救赎。

以前我读你作品的观感是，救
赎的方向是前所未有地打开了一个
心理空间。就心理空间的摹写，在新
文学这么长时间的延续历史中，很
少有作家做到你的这个程度。 但是
在最近的这些创作中， 我发现心理
空间已经不是救赎的唯一的去向
了，可能掺杂了一些其他的内容，你
是怎么看待我的这些想法的？

孙频： 我前期的小说在心理

空间里面滞留比较久 ，有那种偏

向于内化的 、内倾的寻找 。 我现

在的作品 ，那种内倾化 ，那种向

内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减少 ，只是

形式上有所不同 。 有这个变化可

能是因为我之前的那种过多地滞

留在心理空间上 ，会让小说显得

有点狭窄 ，不够开阔 。 所以我就

想办法要把我的空间更打开一

些 ，甚至有一些空间是与我个人

完全无关的 ，但我觉得我的那种

内倾化 、内向化 ，还有那种诗意

性还是存在 。 但是这几年的写

作， 我会去写更多的生活和更多

的人物 ，我会试图把一些与我气

质非常迥异的人物写进小说 ，也

就是说 ，之前你也许能写的是与

你本人气质相近的人物 ，因为你

了解他 ，但是我现在就试图写那

些 ， 与我差异非常之大的人物 ，

来打开小说更多的空间 。

傅元峰：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
变化， 多了一些外部切入的途径，

而且是非常谨慎的。 在心理空间里
的穿梭和在梦境里的穿梭有一种
跳跃性，这种跳跃性很容易就能成
为一种可以习得的技术，所以你现
在转向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复杂的、

更加有挑战性的小说美学的区域，

它也确实增厚了小说中美学的蕴
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同学
的感想和思考，再对一些问题进行
阐发。

傅元峰：在《天体之诗》中，孙老
师也尝试了非常多的叙事角度，尤其
是在主客体之间，也就是叙事对象和
叙事主体之间， 有一些混淆的美感。

可能它就形成了一种多声部，也就是
人们经常在小说中读到的复调。

孙频：傅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

话题很有意思。在我近两年的小说

中，我在试图做一些探索 ，这个探

索偏向于文本的呈现形式。比如说

在《天体之诗 》里会体现的相对明

显一些， 它出现了一些副文本，也

就是说，小说有一个副调子 ，里面

有一些非虚构的成分， 即采访，还

把李小雁的诗歌镶嵌进去，使它能

构成小说的一个副文本。这是因为

我觉得那种单纯的、从头到尾的叙

述有点呆板，所以试图把这种副文

本嫁接进去，然后同时把这种现在

和过去、现实和梦境 ，述说与回忆

杂糅在一起，希望这个小说能呈现

出一种多维度的面向， 如你所说，

有那种梦幻的气质。

傅元峰：副文本，一个非常有趣
的概念。 它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在
《鲛在水中央》这部小说中，我觉得
我同时读到了一个人的非常隐秘的
孤独的山居生活，另外，在《鲛在水
中央》当中，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叙事意象。我和孙老师还谈到，这些
诗应该都是她自己写作的， 她说是
的，是角色化的，是按照主人公李小
雁的文化水平和文学修养的一个仿
拟。 这就非常像《红楼梦》文本当中
出现的大量的诗文的作者， 他们背
后潜在的作者，却只有一个。也就是
说写作， 在小说当中衍生的一种创
作，它包含了一种角色化的成分。所
以我很想和孙老师继续聊一下有关
这方面的话题。就是近似于《瓦尔登
湖》 作者梭罗的那样一种山居的生
活的存在，还有梁海涛（《鲛在水中
央》的主人公）和范老的关于书的交
往，以及在《天体之诗》当中的李小
雁的诗歌创作。 诗、 书以及自然之
美，那种孤寂的自我审视。当然这其
中可能也掺杂一些关于罪与罚的潜
在的话语。那么这些非常独特的、令
人玩味的叙事意象， 孙老师是否可
以再给同学们谈一谈？

孙频：嗯，好的。 我们都知道，

小说和故事是不一样的，小说它是

一种艺术。 刚才傅老师提到的《鲛

在水中央 》 里面的那种山居的情

景，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生活或是这

种情景离我个人比较遥远，我之所

以把它写出来是因为我内心一直

对其有一种向往。这种避世感也不

是说我具体要逃避什么，没有具体

的可指性。 (下转第 8 版）

我读《天体之诗》和《鲛
在水中央》 最大的感受是，

真实和虚构都不需要确定，

也没有必要确定，这种对虚
构的包容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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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傅元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对话人： 孙频（青年作家）

您觉得写作时，一个作
家更应该注重什么？ （自己
表达的语言、 传递的思想、

对人物的悲悯还是……？ ）

如何在写作中保持主体性？

《天体之诗 》和 《鲛在
水中央》 都有关于人的救
赎的问题， 您为何对此较
为热衷？

傅元峰：孙频老师的作品我觉得
凸显了主体意识。你比较喜欢第一人
称，是吗？ 在转化为第一人称之后，读
出来的效果就和以前读过的一些作
品很不一样了。就这两个问题你能不
能解答一下？

孙频：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形

式与内涵要有一个结合 ，只有形式

没有内涵 ， 或者只有内涵没有形

式 ， 我觉得我进入不了小说的场

域 。 进入场域 ，需要你语感上是正

确的，需要恰如其分的语感 。 然后

在小说的内涵上 ， 也就是思想性

上 ， 当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去表现

这个思想性的时候 ， 你也觉得这

个小说写不下去 ，就是进不去 。 所

以我觉得这些思想 、内涵 ，包括小

说的结构 ， 一些适当的技巧都很

重要 ，缺一不可 ，它们共同构成了

一篇小说 。

第二个问题 ，我理解的主体性

就是说 ，小说的核心是什么 ，它究

竟想表达什么。 无论我用什么样的

语言 ，用什么样的调子 ，什么样的

叙述方式 ，都是为了把这个核心能

够很好的包起来 ，但同时又能让人

品味到核心 ， 又不是一眼看出来 。

这就是傅老师刚才提到的耐读性 。

一个小说有没有耐读性就是看你

有没有把表达的主体很好的 、很

巧妙地隐藏起来 ， 它是必须存在

的 ，但它不是赤裸裸地摆在那里 ，

也就是说 ，通过文学的 、艺术的各

种手法 ， 把它很巧妙地安置和隐

藏在那里 。

傅元峰：我现在来总结一下孙老
师的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孙老师
认为这个同学提到的关于文学的分
门别类的要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她都
非常重视。 她在回答的时候用了“走
进去”的说法，一篇好的小说在孙老
师的观念中是一个立体化的、不会终
结的行程。 在写作中、在阅读中，这个
行程都不会终结。一篇好的小说要提
供行程的流线型。 另外，孙老师觉得
就语言来说， 它不应该是平面的，这
使我想到《聊斋志异》中的《画壁》，这
个墙壁在什么时候是可以走进去的。

我发现很多所谓的著名作家，一辈子
的创作语言都是平面化的，不可以步
入的， 孙老师的语言是可以步入的，

具有生命迹象。一部经典作品在语言
方面的本质，我觉得是应该呈现出不
断生长的生命迹象的，《红楼梦》就是
有生命迹象的小说。

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中， 她提到
了在小说中要包孕一个内核， 是不是可
以理解成为在故事情节方面的一些，让
你在你的语言生长过程中有安全感的一

一部小说有

没有耐读性 ，就

是看你有没有把

表达的主体很好

的、 很巧妙的隐

藏起来。

好的小说 ，

蕴涵的力量 ，以

及其中最不可

言说 、又最动人

的一些东西 ，是

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