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经营之心隐退，写作意义复归

一

2003 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我在报

社做记者 ，顺带还负责报社的一个书评

版面 ，横竖都是在跟文字打交道 。 2004

年的春天里 ，我辞去报社的工作 ，转行

到了影视行当 ， 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六

年 。 这十六年 ，又分成前后两段 ，前半段

是纯粹体制内的十年 ，后半段则是在资

本市场硬碰硬的上市公司六年 。 于我自

己 ，也不能完全算是 “弃文从商 ”，但远

离写作 ，尤其是正儿八经的写作 ，确实

是有些年头了 。

小说 《老板不见了 》 最早构思于

2018 年的 11 ? ，写作的缘起 ，主要是因

为这些年见了各式各样的 “老板 ”、“企

业家 ”的起伏 ，再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 ，

便想好好地写一下这个圈子里的故事 ，

写一写我眼里的那些 “生意 ”。 另外一个

想法 ，也是想给 “老板 ”这个人群 “祛

魅 ”。 这些年 ， 他们这个人群最受人关

注 ，而这背后折射的则是整个社会 “财

富观 ”的巨大转变 。 这个话题 ，其实是可

以好好说道一番的 。

碍于平时影视业务上的 “烦心事 ”太

多，小说初稿的十六万字，竟断断续续地

写了整整九个?。之后，我又花了两个半

?时间，调整了开头，一边删去冗长乏味

的“废料”，一边增加各种细节故事，让整

个小说的调子尽量柔和平顺。全部弄完，

已是 2019 年的 11 ? ， 字数也增加到了

二十万字。 这次艰难的二稿修改，也让我

深刻意识到，写作这件事，当你想有所回

归的时候， 该付的代价真是一点也不会

少掉。时间很公平，也许你的文字基本功

还在，但就长篇小说这个系统工程而言 ，

对于结构的把握，对于写作细节的推敲 ，

仍有许多功课需要补上。

待到 2020 年 7 ?底 ，《老板不见了 》

正式出版，《当代》杂志又全文刊载，两件

事情都赶到了一起。此时的我，职业生涯

第四次换跑道， 并决绝地将从事了十六

年的影视投资工作一刀两断 。 那边刚清

零 ，这边新作刊发 ，名字还叫 《老板不见

了 》，如此真实与虚构的 “神同步 ”，真是

始料未及。

二

小说里 ， 林子昂这个人物 ， 显然有

我的影子 ，但实际上是把自身的某些感

受切成了两半 ， 一半放在林子昂身上 ，

另一半则借杜铁林之口说了出来 。 至于

老板杜铁林自身的丰富性 ，则又叠加了

许多所见所闻 ，或者也可理解为 ，杜铁

林是我的一面镜子 ，时刻提醒自己在现

实的商界或职场上 ，可为与不可为的界

限在哪里 。

常规的商战小说 ， 着力在背后的所

谓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实际上 ，真实的

商界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甚至很枯燥 。

只要不裹挟人性的种种弱点 ， 一般的生

意，但凡能够放在台面上讨价还价的，横

竖就是个价格的问题， 所纠缠的无非是

你多赚点我少赚点， 或者你少赚点我多

赚点。 这其中的匪夷所思与不堪，远没有

家庭男女复杂情感而引发的各种“事故 ”

所产生的“可看性”强。因而，我更想表达

的是这些商战故事背后的一些人性上的

反思与检讨，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考量。

其次 ， 我有意识地选了以林子昂的

视角为主，感觉像是准备写一个“成长小

说”，但又时不时地通过杜铁林的视角有

所回顾， 这显然不符合文学作品的视角

要求，但在我这里，却并不显得突兀。 究

其原因，大概是在小说构思的一开始 ，我

便很想通过笔下的小说人物将生活中的

各种残酷 “直接给到 ”读者 ，而不是简单

地提供一个猎奇的视角， 再慢慢地娓娓

道来。

我非常想把“老板 ”们的真实状态写

到位 ，一方面 ，把他们的优秀 ，把他们的

努力写出来，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的自以

为是，把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写出来。 即便

这个小说，可能不那么“纯文学”，不那么

“技巧娴熟”，但至少让读者看得下去，看

完之后还能有所思考，那也挺好的。这是

我内心的一个“小私心”，某种程度上，也

是我时隔那么多年重新拿起笔写东西 ，

在写作之初就把“写作动机”想明白后的

一个必然选择。

但在往 “真实好看 ” 这个方向努力

靠近的时候 ，我又不想把这个小说写成

一般意义上的 “爽文 ”，不希望刻意营造

各种想象中的 “期待情节 ”，来满足读者

们的 “简单猎奇 ”。 对于我笔下的 “老板 ”

们 ，或者说 ，对于社会上的那些所谓 “成

功人士 ”， 我们既不要没有理由地羡慕

与崇拜 ，也没有必要完全不讲道理地仇

恨与敌视 。 就我能够接触到的那部分人

群而言，日子其实过得远没有一般“中等

收入群体” 来得逍遥。 他们所承受的压

力，所遭受的折磨，往往是一般人无法想

象的。

本着这样一个出发点 ， 我便力求真

实 ，许多地方不渲染 ，不矫情 ，该是什么

样就是什么样。完稿之后，我将小说发给

我一位好朋友看， 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内

有很高的成就， 对于世间种种比我更有

体会。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看了小说之

后“很会心”，听到这个评价之后，我心里

的一块石头便落了地。

三

小说里 ，有些内容 ，有些话题 ，其实

写得挺残酷的。

这里面全然没有小人物的奋斗史 ，

你想通过看这个小说有所 “励志 ”，试图

从中看到升级打怪的快感，对不起，这里

面是没有的。这在小说的题首，我借用苏

东坡 《满庭芳·蜗角虚名》 里的一句词 ，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已经表达清楚

这个基调了。

在我看来 ， 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靠一

己之力逆袭成功， 进而成为商界大佬的

故事 ， 这些美好愿望只能活在想象中 。

《老板不见了 》里的人物 ，他们的内心活

动，更像是拥有之后，经历过风雨之后的

感悟。但与此同时，“杜铁林”们的那些感

悟，又有着“虚弱”的一面。那些看似至理

名言的 “金句 ”背后 ，是他们自身的 “无

奈”和“回不去”。 他们，明明已经预感到

了自己的结局，但却无法抽身，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这辆车，就这么直接地、硬生生

地撞向前面那堵墙，这种惨烈，才是最触

目惊心的。

在林子昂身上 ， 老板杜铁林看到了

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为什么他会心生羡

慕？ 那是因为杜铁林知道， 林子昂还年

轻， 他还有机会踩刹车， 调整一下方向

盘。但杜铁林绝对不会主动提醒林子昂，

那是因为，他心里更明白，如果林子昂注

定是和他一样的人，那么，这个小伙子今

后将会经历些什么，其实都是天注定的。

但女明星姚婷婷为什么要规劝林子

昂 ， 劝他不要把自己全部都扔进去 ，说

那样不值得呢 ？ 那是因为姚婷婷内心里

还住着一个善良的 “自己 ”。 至于林子昂

自己是否能听进去 ， 那是他自己的选

择 ，别人最多也就是给建议 。 但林子昂

无疑是幸运的 ， 在他的成长道路上 ，还

能遇见贵人点拨 ，其他年轻人 ，有这个

机会吗 ？ 或者 ，如果遇见了 ，谁又能分得

清楚真知灼见和胡说八道呢 ？ 如此种

种 ，小说故事背后的 “调子 ”，就是这般 。

很残酷 ，也很真实 。

为了准确描绘出这种拥有世俗成功

之后的 “荒凉感 ”与 “痛 ”，一种看似根本

就不应该存在的 “痛 ”，我在小说里十分

用心地设计了女明星姚婷婷这个角色 ，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她的存在，

是相对于杜铁林的太太李静存在的 ，她

最后的 “抽离 ”，同李静最后坚定地选择

同杜铁林离婚，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反过

来，我也想说明的是，女性在很多时候所

秉持的直觉与敏锐， 远远胜过男性所尊

崇的所谓理性与规则。当然，之所以把姚

婷婷定位成一个女明星， 这种艺术效果

大概就在于， 你们都以为她应该是所有

人里最复杂的，最会戴面具的那一位，但

她不是 ，相反 ，她其实才是活得最洒脱 、

最简单的那一位。以我的有限认知而言，

在现实中也是如此， 我们都过得太复杂

了，还不如活在戏里面。

四

关于小说里的那些 “老板 ” ，尤其

是他们最后的命运结局 ， 我也有几句

话想说 。

在小说里 ， 像杜铁林这样具备较高

人文素养和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老板 ，

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是 “稀缺物种 ”，像

王江南 、蒋笙那样格局的 ，其实也不多 ，

他们本质上都可以被称作为 “企业家 ”。

更多的老板 ，则是孔老三 、六哥 、董建

国 、鲁光辉那样的 。 读者朋友们看这个

小说到了后面 ，对于六哥 、董建国 、鲁光

辉这些人的结局 ，是能够理解的 ，但看

到杜铁林冒险接盘华光信托 ，估计会有

疑惑 。

难道深谋远虑如杜铁林这般 ， 会不

知道其中的凶险？ 况且张局已经明确告

知他不要去碰这单生意， 他为什么还要

执意为之？ 小说写到那个阶段，感觉是我

写作上的不够老练， 导致了过多的 “留

白”，但本意就是想说明“工具化倾向”到

极致之后的必然结局。 生意做到那个阶

段， 华光信托必然是杜铁林要拿下的目

标， 好比过去那些资金是杜铁林打仗的

“子弹”， 如今一个满满的军火库摆在前

面，再危险，他也是要冲上去的。

因为，在那个逻辑里 ，最高的评判标

准就是手里的刀子是否足够锋利 ， 已经

根本不在乎这把刀子是用来杀人还是用

来切水果 ，更不在乎它对 “握刀人 ”自身

会造成什么伤害了。当然，杜铁林自幼丧

父，老师王儒瑶是他精神上的父亲，在那

个时间节点，王儒瑶的过世，意味着杜铁

林连最后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了 。

加上妻子李静提出与他离婚 ， 他既没有

家庭的保护，也没有家庭的羁绊，杜铁林

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 大概也只有那把

最锋利的刀，才能让他体会到存在的“快

感”了。

我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 ，那些小片

段，那些看似随便一写，其实却是有意嵌

在小说里的各种 “小钉子 ”，一定会遇见

它们各自的“有缘人”。当然，如果今后还

有机会，也有充沛的情绪积累的话，我希

望能够写得更娴熟一些。

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知道 ，这是一个

态度很诚恳的小说， 我把自己工作十七

年的许多感受都倾注在里面了 。 如果问

我， 写这个小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 我

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自己的内心彻底

地梳理了一遍，想明白不少事。

作为个体 ， 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社会

大事件，这是人生本来就该有的面目。 所

有大时代的变迁， 也都会在个人身上打

上烙印。 至于个人，人生都是第一次 ，也

只有这一次 ，该怎么过 ，想怎么过 ，都是

造化。 但不管怎么说，敢于直面，敢于正

视，终究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走了一段路

之后，能够稍微歇歇脚，又始终没忘记最

初起步时的那个自己，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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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把这个小

说写成一般意义上的

“爽文 ”，不希望刻意营

造各种想象中的 “期待

情节 ”， 来满足读者们

的“简单猎奇”。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