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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松：在中国漫长的叙事传统中寻找创新转化空间
本报记者 袁欢

《隐》 是作家赵松时隔三年推出的新

作，在这本书中，他尝试回到渊海般的中国

古典叙事传统中， 以现代小说的手法来写

历史事件。 “对于《隐》来说，《左传》既是源

头，又是最根本的障碍，它必须穿过《左传》

留下的诸多空隙， 去触及某些只有通过感

应与想象才能触及的东西———春秋时期的

人是如何活着、如何想象和行动的。 ”

八个故事，是赵松在《左传》的文本空

隙中，找到的那些“确定之壳以外的难以

言说的部分”，他尝试以一种独特的语言，

去追溯春秋时期那些当事者的思维方式，

以此丰富故事的真实感， 但对他来说，他

要的不是“故事新编”，而是“赋予取自《左

传》的那些人物以新的生命状态和更多的

想象余地”。

从 2007 年的《空隙 》到现在 ，赵松一

共推出四本小说集， 写作速度算不上快，

他一直处于对小说语言的探索中，认为每

本小说都应拥有属于它的语言状态，他警

惕流行的模式化写作和陈词滥调，对此赵

松说：“对于我来说，小说的语言就是小说

的一切， 而不只是小说得以实现的手段。

就像一个活着的人一样，语言就是小说的

骨肉血脉气息和灵魂。 ”

从《左传》到《隐》，要有类似
于“移貌取神”的变化

记者：《隐》以现代性的手法来叙述《左
传》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原本是补《春秋》

里的“微言”，写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赵松：要说这本书的写作契机 ，应该

说源自这些年来对《左传》的不断阅读，以

及这个过程中对其所涉及的春秋时期一

些人物及其命运的浓厚兴趣，还有对 《左

传》叙述方式的反复琢磨。

我希望赋予取自《左传》的那些人物

以新的生命状态和更多的想象余地，而导

致他们存在的，则是我为他们制造的语言

状态，我需要有某种清晰的陌生感在这语

言里， 因为我要做的不是改写 《左传》故

事，而是透过它那确定之壳，去探索后面

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如果说《左

传》 作为史书是为了指证某种确定性的

话，那我的《隐》则是为了创造不确定性而

存在的。 我希望通过这些不确定性，能引

起人们对《左传》所涉及的人与事的重新

认识与想象。

记者：它与你此前的《积木书》《抚顺
故事集》似乎很不一样。

赵松：到目前为止，我的四本小说在

形式上都有不小的变化，这其实也是很自

然的事———每本小说 ， 如果它是能成立

的，那它就是个有机的生命体，就应该是

以跟别的作品不同的形式呈现在那里。

《隐》的“新”，其实就是围绕着它的生

成需求而来的语言状态的变化，因为说到

底，我很清楚的是，从《左传》到《隐》，要做

的并不是给某些故事换个表达方式，而是

要有类似于“移貌取神”的变化。

在之前的《抚顺故事集》里，我关注的

主要是基于记忆的个人性、模糊性和重述

变异性特质，对所谓的虚构与非虚构界限

的消解。 而在《积木书》里，我主要关注的

是最为日常也最为个人化的“看”，这个行

为本身经过语言转化后所产生的对视界

和世界的重构———“看到的现实” 如何变

成“语言的现实”，而在这个“语言的现实”

的对应下，“看到的现实”又是如何从确定

无疑的整体化状态变成充满不确定性和

可能性的碎片化存在的。

对于《隐》来说，《左传》既是源头，又

是最根本的障碍，它必须穿过《左传》留下

的诸多空隙，去触及某些只有通过感应与

想象才能触及的东西———春秋时期的人

是如何活着、如何想象和行动的。

记者：整本书读完给人一种开阔、辽远
的感觉， 我想这跟你反复提到的小说语言
有很大关系，评论家李伟长曾称之为“富有
现代性、形式精致且富有力量的书面语”。

赵松：在《隐》这本书里，我希望能有

一种看起来有些陌生的语言状态，对于一

时不习惯这种状态的人来说，甚至有可能

会觉得有些 “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

觉？ 我想主要是因为我想把自己对《左传》

阅读中关于语言的一些想法放到这本书

里加以实践，希望以某种陌生的硬度来建

立距离感以及某些意外的迫近感。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小说的语言就是

小说的一切，而不只是小说得以实现的手

段。 就像一个活着的人一样，语言就是小

说的骨肉血脉气息和灵魂。 单纯地说“语

言”，无论日常意义上的，还是普通书面意

义上的，都是跟生成小说文本的语言有着

本质的不同。 要想让一本小说存在，就要

找到只属于它的某种语言状态。

比如我在写《抚顺故事集》的时候，首

先明确的就是尽量避免使用东北话，因为

我从小是听奶奶的山东话长大的，而我姥

爷是河北吴桥人，姥姥是锦州人，在我的

口语里， 虽然听不出山东或河北的味道，

但也跟抚顺的东北话有些微妙的区别。 其

次明确的是要用一种相对中性些的书面

语言而不是更口语化的语言状态来写这

本小说，就是朴素一些，平实一些，但又并

不简单的语言。

而在写《积木书》时，我试图寻找一种

既不是口语也不是书面语的语言状态，我

希望它始终能有种流动的却又是不经意的

内化美感， 有朋友说它里面有些部分读起

来甚至像诗，我觉得这符合我的想法，虽然

我并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写某种介乎小说、

散文、随笔、诗、日记之间的文字，但从整体

上说， 它又是小说的范畴。 对于小说家来

说，实际上只有两种语言的可能，一种是属

某部小说的语言，一种是陈辞滥调。

我要的不是 “故事新编”，而
是那些人物的新的存在状态

记者：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篇文本是
《夏》，因为夏姬。 你写了一位具有“通灵”

气质的神秘女子，她并不像后人笔下所写
的那般“红颜祸水”。

赵松：我觉得秦代以后 ，对春秋时期

的认识和理解就开始有了偏差，而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个偏差越来越大。 用后世

历代的眼光看春秋时期的人和事，就有了

太多先入为主式的误解与错判。 因为后世

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当时的道德诉求为依

托来看春秋时期的人与事的，进而完全无

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态、道德要求，尤其

是风俗习惯。

春秋时期不同诸侯国在上层贵族的

道德要求上是相近的，因为有周王朝的礼

仪教化，但在风俗习惯上则有相当多的差

异，这主要跟各国的种族渊源有关。 像夏

姬这样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子，《左传》里提

到与她相关的重要事件有多次，涉及到的

各国贵族重要人物也不少， 他们为了她，

简直有种前仆后继的感觉，为什么？ 只是

因为她长得美丽么？ 显然没那么简单。 那

么我就基于这样的怀疑，展开了对她的想

象与重塑。

再有就是我认为春秋时期至少在贵

族层面对女性的道德约束还是比较宽松

的，而不是像后世那么苛刻，这一点从《左

传》里就能看出来，尽管没有正面去写女

性贵族， 给予等同于男性贵族的重视，但

基本上很少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归咎式道

德评价。 所以基于这样的思考和想象，我

希望赋予夏姬这个人物以某种神秘的内

涵，尽量靠近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来呈现

这个女性形象，从而破掉后世那种粗暴简

单化的描述。 我不敢说我写的夏姬就是真

实的， 但我敢肯定后世的描述都是假的，

是充斥着对女性的偏见与恶意的。

记者：再说到《隐》里现实时空中的那个
年轻人，他不是一个“常人”，这有点让我联想
到中国文学中的“痴人”“傻子”这样的角色。

赵松：我写的这个现代社会里的年轻

人，其实是个有明显的自闭症倾向、沉湎

于幻想的人。 他是个富二代，父亲去世后，

家族企业被很多人所觊觎，而他则完全无

力去应对这些复杂的变化，就像浊浪翻滚

中浮沉的一个草茎，只能活在自己的封闭

世界里，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他周围的人

都是欲望膨胀到无限度、 充满侵略性的

人，而他甚至连欲望都很少。

这一点，或许跟鲁隐公有某种相似性。

这也是我写这个人物的初衷。 即使时隔几

千年， 没有权力欲的人的悲剧命运可能会

是相似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几乎失去

了意义。 在任何时代里，在任何社会里，没

有权力欲、没有贪欲的人，却又出现在某种

权力的中心时，处境与命运是差不多的。

记者：因为取材自古典，可能容易让人
联想到“故事新编”，它来源于传统，却也不
完全回归，显然，你添加了更多虚构的部分。

赵松：我从一开始就并不是想换个方

式讲已有的故事，而是要让那些人物呈现

出跟《左传》所叙述的有很大不同的生命

状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的本来

就不是“故事新编”，而是那些人物的新的

存在状态。 虚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需

避免的，唯一的要点，就是传达我想象中

的真实感。 我必须要重构那个世界，以及

其中的人物，在想象中，我看着他们或她

们说话或沉默，行动或静止。 我想象他们

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事物会吸引

他们的眼光和心， 想象他们的感觉方式，

以及情感的波动。 我希望他们给人的感觉

是活着的，也是神秘的。

记者： 几个故事大多跟战争有关，与
战争相关的人也陷入了历史发生那一刻

的悲情中。

赵松：确实，《隐》里八篇小说，有六篇

是与战争有关的。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因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才是义的，而

“礼崩乐坏” 的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

侯出”，周天子的权威与礼制形同虚设，所

以无义战。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春秋时

期的战争本身，就会发现，大部分春秋时

期的战争，其实还是要依托某些道德诉求

的， 带有对诸侯权力新秩序的维护意图，

除了那些大国灭掉小国的战争之外，有很

多战争是以维护权威和惩罚为目的的。

春秋时的战争规模用现在的眼光来

看其实是非常小的，交战方能调动几万人

就算大规模战争了。 而且战争的参与者是

贵族，而不是像后来战国时期那样 ，平民

也可以参战了。 战争中也很讲究礼仪，不

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杀戮敌人。 诸侯之间的

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突显实力与维护权

威，一方打败认输顺服了，另一方也就收

手了，一般不会赶尽杀绝。 说到底，周王朝

的权威体制虽然名存实亡了，但各诸侯国

之间的宗族渊源关系还是盘根错节地存

在着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战争属性 ，并不意

味着战争本身不残酷，恰恰相反，即使是

在《左传》那样简约克制的描述里，我们仍

然能清楚看到出战争过程中的残忍程度。

也就说，在春秋时期的战争里，既有讲究

克制的一面， 也有非常冷酷无情的一面。

我从中看到的，是与人性共存的野性。 但

这种野性是建立在对勇猛的崇尚之上的，

而又并不是像战国时期战争中那种冷血

嗜杀的状态。 那么在这种对勇猛的贵族式

崇尚中，我看到的其实是某种悲剧性的倾

向，尤其是把那些具体的参战贵族的表现

联系起来看时，就会更明显了。 那些参战

贵族们在意的是勇于赴死的状态和过程，

而不是杀戮的程度。 有时候会觉得，他们

死得如此的轻易，鲜活的生命在一瞬间就

戛然而止，似乎与生离死别之类的日常情

绪毫无关系。 在处理这些战争场面时，我

选择的是冷调的，尽量不带有任何情感成

分的，以抵近某种我认为的真实的状态。

接续传统 ， 不管有多么艰
难，都需要自觉地去尝试

记者：你曾谈及关于“小说文体创新”

这一问题的看法，“在今天要想创新小说
文体，就只有回到自己传统中去寻找活性
基因才会成为可能。 ”这个说法跟《隐》有
所呼应，而此前有评论家认为你的小说受
到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较大。

赵松：关于小说创新这件事，我觉得在

欧洲差不多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已

经趋于平静了， 追求文体创新的小说家仍

然还有，只是再也没有像法国“新小说”那

样影响强烈的现象了。 而法国新小说的实

质，就是反对一切陈词滥调、反对一切墨守

成规。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他们的创新传

统，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福楼拜那里。

我在大量地阅读西方小说之后，最大

的感触，就是西方小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

世纪的兴盛， 自有其自身特殊的语言、文

化背景、思维方式。 不管我们有多么喜欢，

总归还是会有管中窥豹的感觉，或者说隔

了一层的感觉。 甚至哪怕我们精通了某种

西方语言，比如英语，也不大可能从根本

上消除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那种“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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