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成两半的写作：我是如何写小说的？

林培源

从高中初拾小说到现在 ，我

写作的年份几乎是我现在年龄的

一半。 十余年的时间里，我的写作

分成了两半， 衍化出两种不同的

类别（风格）：一类带有些寓言和传

奇色彩，注重形式、结构和叙事技

巧。 在这类小说身上，虚构文体和

现实之间呈现出一种扭结的姿

态， 小说的切入视角通常是反常

识的， 它赖以维继的运行机制甚

至违反了现实生活的逻辑； 另一

类小说， 则带有传统现实主义文

学的基调，注重讲故事、塑造人物，

利用工笔和细描， 尽可能地摹写

人物的心理、行为和情态，并且带

有地域小说的色彩。 这里的地域，

指的是我生于斯、 长于斯的潮汕

地区———具体而言， 是地处粤东

的潮汕小镇。 我将这一类小说归

为“潮汕故事”，它们被辑录在一部

名为 《小镇生活指南》（中信出版

社，2020年）的“潮汕故事集”里。

这两类小说，就像林中分叉的

小径一样延伸开来，它们从同一个

起点出发，试图抵达不同的远方。

如果说第一类作品侧重于

“小说”， 那么它试图把握的是小

说这一文体所包孕的 “文学性”，

并借此打开小说形式所承载的空

间。因此，它会有意无意地沿用元

小说、不确定叙事者等技法。在这

类小说身上，形式并非凌空虚蹈，

而有着坚实的现实经验作为地

基。 换句话说， 形式只是作为一

种显在的标志， 并最终变成一个

包着内核的果壳。 用《哈姆雷特》

的台词来形容， 它宣称的是这样

的姿态———“即便我身处果壳之

中，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

这类小说比较典型的有 《白

鸦》《神童与录音机》《诞生》《消失

的父亲》等（均收录在小说集《神

童与录音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2019 年）。 以《白鸦》（首发《青

年文学》2014 年第 7 期，《长江文

艺·好小说》2014 年 8 月刊转载）

为例，这是一篇典型的“反常识”

的短篇小说，何为“反常识”呢？简

单来说，就是其叙事的起点，是有

悖现实逻辑和日常认知的。

谈及“反常识”时，文学史上

有一系列小说会跃入我们的视

线，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博尔赫

斯《小径分叉的花园》、卡尔维诺

《分成两半的子爵》、科塔萨尔《万

火归一》 ……这类小说以笃信无

疑的姿态告诉读者： 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的事，在虚构文体中是

可以“真实”发生的———人变成甲

虫（《变形记》），虚构和现实相互

重叠（《小径分叉的花园》）、人裂

变为两半 （《分成两半的子爵》）、

身份互换与时空错位 （《万火归

一》）……诸如此类的“反常识”既

挑战了我们的日常认知， 同时也

构建起文学独特的“真实”。

《白鸦》是篇“概念先行”（此

处并非贬义）的作品，它的灵感来

自对“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的

反拨。小说写的是叙述人“我”（一

个少年郎） 的父亲与一只浑身白

色的乌鸦之间的故事： 白鸦进入

“我”的家庭，在我父亲这个鸟痴

挣得名声的同时， 又隐藏了 “祸

患”。 小说写了“我”眼中的父亲、

白鸦，以及在瘟疫（禽流感）背景

下爱鸟成痴的父亲与乡民之间的

对抗。小说用了许多魔幻的笔法，

将白鸦塑造为既神秘又神奇的形

象， 但它其内聚焦的还是世道人

心。 《白鸦》将这种神秘主义揉成

齑粉，洒进小镇之中，它写了日常

生活的“不可能”和“可能”，也写

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悖谬与溃

散。 当然，这一切若要成立，最好

是借儿童的目光来窥视。 这位叙

事人远离成人世界非此即彼的道

德评判， 同时又是故事的见证者

和转述人， 他赋予这个亦真亦幻

的寓言性故事以存在的合法性。

因此，在这个“反常识”的小说中，

视角的选取，故事如何开端，就显

得极为重要了， 它们需要慎重地

考量，最终落到细节之中，每一处

针脚，都要精巧、密实。

接下来的问题指向了“反常识”

写作的对立面，即“常识性”写作。

何为“常识性”写作呢？ 它的

标志之一是没有 “颠覆和挑战读

者的认知， 而是在现实的缝隙中

揭开普通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

注重日常生活的情感、 体验和细

节的描摹与刻画”（《现实主义的

“常识”与“反常识”》）。 这一类小

说指向了我们惯常认知中的现实

主义文学，它侧重的是“故事”的

一端———如果我们将小说这一叙

事性文体比喻成天平的话，那么，

它的一端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既带有西方近现代小说的特征，

也离不开中国“小说”的传统），另

一端则是读者津津乐道的 “故

事”。 在这里，我将小说和故事略

作区分，小说家可以是“讲故事的

人”，但“讲故事的人”却不一定是

小说家。 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伴

并行的关系， 一旦小说试图脱离

故事的束缚，它就会在形式、叙述

和语言等方面进行变革， 做出种

种有违故事惯例的惊人举措来。

这方面，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

市》或许是个突出的例子。

然而不讲故事的小说， 就是

好小说吗？ 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绝

对答案。

在“常识性”或者说传统现实

主义的小说中， 我们往往会在记

住故事的同时， 记住某些动人的

细节。 多年前我曾读过张万新的

短篇小说《马口鱼》，一方面你可

以在里面读到延续自沈从文那一

脉的小说腔调， 另一方面它又是

自成一格的， 主人公对马口鱼的

痴念， 带有些志人志怪小说的意

味，这是很让人难忘的。这样的小

说，读多少遍都不觉得腻烦。它有

一个无法复制的好故事， 而好故

事的标志之一是可以被复述并口

口相传。甚至，当它脱离小说这一

形式时， 作为单纯的故事也是非

常迷人的。这时候，好故事就长出

了翅膀，自由自在地飞翔，它想栖

息在哪里，就栖息在哪里。

《小镇生活指南》 中收录的

10 篇小说 ，大致上是些遵循 “讲

故事”原则的小说，它们带有很强

的“常识性”写作的色彩。 这是我

初拾写作时便习以为常的小说做

法，它们大多以潮汕小镇为背景，

聚焦于一些边缘的、被遗忘的、生

活在困厄中的人。 这些人包括退

伍的越战老兵、 远嫁他乡的越南

新娘（《奥黛》），守庙的老人（《他

杀死了鲤鱼》）、 制棺人和他的儿

子（《躺下去就好》）、离异的中年

妇女（《水泥广场》）、游戏厅老板

娘（《姚美丽》）等。 小镇人物构成

这部“潮汕故事集”得以成立的最

核心的元素———另一个元素是潮

汕方言的有效使用。

我们知道，西方 19 世纪的批

判现实主义小说有个典型特

征———多以故事主人翁的名字来

命名。 关于这点，可参考伊恩·瓦

特《小说的兴起》中对笛福、理查

逊和菲尔丁等小说家作品的分析

（笛福的《鲁滨逊》、理查逊的《克

拉丽莎 》、 菲尔丁的 《汤姆·琼

斯》）。 这个现象一方面和西方的

启蒙思想、人文主义传统有关，另

一方面也离不开小说观念的演

变。 人成为小说家焦点的同时，

也成为透视社会的镜像。《小镇生
活指南》试图延续的，就是这一传

统，它着力呈现的是人与人、人与

生活、人与自我的关系。

从写法上， 为了呈现这种关

系，除开第一人称叙事（《青梅》），

剩余篇目多数严格遵照第三人称

叙事的规则。这样做的好处，是可

以最大限度地将作者的声音抹

去， 用故事人物的视角代替作者

去观察、 行动和思考， 以人物的

“声口”取代作者开口说话。 在我

看来， 作者不应该用操纵木偶的

方式去操控人物， 而应该尽量贴

合人物的精神世界， 如同昆德拉

所言， 创造一个 “道德悬置的领

域”。 也因此，这些小说的结尾多

是开放性的，比如《姚美丽》和《秋

声赋》两篇，姚美丽在故事结尾坐

上哑巴司机驾驶的摩托车后座，

思绪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间飘忽

不定，而阿秋在精神失常后，被父

亲用绳索缚住， 这个苦命人的未

来如何，既是已知，也是未知。

当然， 分成两半的写作并非

全然迥异， 它们都发端于我的潮

汕故乡， 是广义上的现实主义小

说。 正如韦勒克所言，“现实主义

是一种理想的典型， 它可能并不

能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得到彻底的

实现， 而在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中

又肯定会同不同的特征、 过去时

代的遗留、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各

种独具的特点结合起来”。

以上 ， 就是我对如何写小

说 、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 “独抒

己见”。

故事与文学间的博弈

小铭

网络剧《隐秘的角落》的热播，使得作
为推理小说存在的原著《坏小孩》也逐渐
卷入了讨论的话题之中。 在这其中，关于
情节增删、故事原型、作者背景等话题与
一贯的改编作品一样，大量充斥着媒介的
视野。 不同的是，这次的比较中掺杂了一
些关于文本上的争议。 即便是从一个几乎
面目全非的影视改编项目上讲，我们仍旧
能够看到作者紫金陈的大胆与野心，对于
故事情节的拿捏与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堪
称一绝。 其文字构造下的故事实则更胜一
筹，紧密编织的情节中甚至没有任何多余
的词句，一切都连贯而直接的冲向故事核
心。 在他的故事中不存在隐秘的角落，一
切都过于彻底地暴露在文字表面之上，所
以他有时过于“突出”的文笔及形容有时
甚至像他卓越的故事一样，可以轻易触动
读者的“雷点”。

原著小说的观感更像是一部电影的
分场大纲，每一个章节就是完整的一场戏
或是一段场景。 从过往的作品看来，作者
紫金陈并不是一个非常擅长塑造人物的
作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不乏有许多呆板

乏味的主人公，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他出
乎意料地勾勒出一个残忍的、过于“鲜活”

的小男孩。 由男孩的心理活动和男人的行
为活动两条分支并行，作者运用叙述结构
上的技巧将真相背后的动机、将观众带到
故事的终点，并巧妙地利用动机背后的人
性成功满足了读者的胃口。

紫金陈作为一个网络写手，其以天涯
论坛的写手成长起来的背景，让“眼泪如
兰州拉面般的流淌”这样的形容看似更加
合理化———在我看来这着实是一个误会。

媒介无法决定艺术作品的水准，更不能决
定其思想水平的高低。 作为推理小说，它
首先是以文学作品的身份存在的，而不限

于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眼前。 随着网
络的发展，我们更不能用一种古早的眼光
看待当今的文学作品———推理小说与常
规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一样，推理小说强
调庞大的情节之间严丝合缝的扣合，华丽
的诡计在诡谲多变氛围之下的不断反转，

鲜活生动的人物塑造，以及一个个真相的
揭露才是牵引读者从第一页找到最后一
页的动力。

其实，这种被不少人诟病为 “重故事
轻文学”的写作在国内外都不罕见，包括
日本的岛田庄司与东野圭吾，他们在推理
小说的文字描述上所下的工夫不及故事
的十分之一，但是在诡计与社会和人性之

间的连接却格外深入。 毕竟许多推理小说
家都是理工科毕业，从整体的故事结构到
情节逻辑再到细节之间的编织都体现出
优越的理性思维（这也是侦探小说的“先
天性限制”），大多数时候，故事可以服务
于一切，也高于一切。 大片的描写渲染，任
何不影响情节走向的文字段落都可以被
忽略不计。 但这决不意味着故事的灵魂可
以附着于干瘪的文字之上。 一个好的文学
作品一定是能够让人读下去，甚至是吸引
人读下去的，这取决于文笔，但又并不绝
对限定于文笔，作者对于故事框架，情节
逻辑的把握也对故事的塑造有着不可忽
视的影响。

故事与文学之间的博弈， 事实上早已
越出推理类型小说的范畴， 迅速扩散到当
下通俗文学的主流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阅
读方式的改变， 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仿佛已
经超出常规的评判范围， 文学与故事之间
曾经那样紧密连接如今却趋于分离。 对读
者而言，也许在阅读一部真正好的作品时，

当一切既定的评判标准在一个个被轻柔触
碰的瞬间融化时，阅读的意义才得以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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