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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访谈

徐皓峰 王博/?

徐皓峰：我只是个“拾荒者”

本报记者 张滢莹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惯性当中，意识不

到传统文化的重要。 ”在导演、小说家这些

拥有明确定义和职责范畴的身份之外，徐

皓峰更愿意担任的角色， 也许只是一个简

单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或者可以说，

无论是创作剧本、执导电影，还是用小说形

式写侠义与恩仇， 他总是尝试一遍遍描摹

专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气———那种随着一方

水土缓慢生长、又沁入骨血乃至基因，如今

则被我们称之为底蕴的东西。

在知乎社区搜索“新武侠电影”和“新

武侠小说”， 徐皓峰这三个字时常在网友

的谈论中闪现———他的 “新 ”其实并不是

一种意义上的新，却是重拾风范、唤醒底

气的一种新的尝试。 在他的作品中，细节

是实打实的，小到一个座钟，大到街道、城

市，时代的痕迹在物件、陈设和人物的口

吻里清晰展现，从更大的整体而言，写实

却融汇成了大写意的风格，原本应当占据

小说主体位置的故事和情节若隐若现、虚

实相生，如水墨长卷一般呈现着另一层面

的“真实”。

近期，他的中篇小说集《白色游泳衣》

由果麦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 。

其中收入的作品《入型入格》延续了他对

于上世纪初传统武侠精神的关注，与集子

同名的《白色游泳衣》则刻写了另一段充

满迷茫和激越情感的少年往事。

“文学有趣，是因为文
学要做一件相反的事 ，要
给生活带来距离”

记者：在新作《白色游泳衣》的两个作
品中，都有关于世界的真与幻的阐述。 虽
然所处年代不同，但这种关于真与幻的思
辨似乎一直存在———就好像我们当下所
思考的哲学体系，其实也是已经沿传了千
年的老问题———许多问题很重要 ， 却也
“无用”。 为什么会在《白色游泳衣》中以多
次讨论来阐述这个问题？

徐皓峰：人类很奇怪。 古代中国在文

化经济都比较发达的时候，就会有一批人

认为世界是假的。 比如竹林七贤就喜欢谈

论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将世界当做一个

电子游戏来玩。 当时的文化阶层、贵族阶

层会以这个为讨论的中心。 结果到了唐朝

和宋朝时，市民阶层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想

法。 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在全世界都有，比

如基督教中认为人间是短暂悲伤的梦，黑

格尔则建立了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系。 曾经

有一个阶段，世界上许多人都在一个哲学

范畴内认为世界是假的， 认为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并在这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 在工业革命后，更广大的人

群获得和享受到了物质利益，颠倒了之前

的想法，相信人间是真实的，人能把现实

越变越好。 而 20 世纪早期的动荡又造成

西方世界中很多人不相信世界是真的，并

在我们的传统哲学、印度神学和日本禅宗

文化等影响下， 塑造出了我们如今称为

“垮掉的一代”。 这就好比一群活得特别实
在的人， 突然被古典哲学的理念影响了，

这里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东西。

记者：所以是否可以说，你在作品中所
融汇的这些哲学思想， 其实是你自己觉得
特别有趣的地方，希望把它写下来呈现？

徐皓峰：其实是因为所身处的当下，距

离我所写的那个年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这样的时间间隔下， 你很难对那个时代

的事产生切肤之痛，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情

感和切身利益的勾连。 在这个时候，你会学

会从远距离地去观察， 并从中可能会得出

以前不可能得出的观念和结论。 我想也许

是因为这个，才会引起我的写作兴趣。

记者：等于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往回
看，这种距离造成美，也造成另外一种进
入的角度？

徐皓峰： 对于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事

件，大家会形成某种共识，并认作为一种

常识。 拥有了固定不变的东西和清晰的识

别系统，也许这样生活才能延续下去。 我

说文学有趣，是因为文学要做一件相反的

事，要给生活带来距离。 就算是同样的题

材，不同的作家会对同一个事情作出不同

的诠释， 我提供的必须是不同的东西，我

觉得这样世界才得以丰富起来。

记者：从写作上来探究的话 ，很多作
家、艺术家终生演绎的可能对于同一主题
的不断切片式探讨，也可以说他们始终在
围绕同一个作品来创作。 对你来说存在这
样一个作品吗？

徐皓峰： 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不太成

立。 因为我其实一直不是一个唯我的作

家，或者说有一块自己固定的地方。 目前

来看好像我基本上集中在武侠小说，似乎

也有自己挺特别的一些经验，但这些只是

几年里呈现的事。 也许过几年就有比我研

究得更深、武学渊源和资源比我更丰富的

人出现， 然后就很快会被别人所取代，这

其中并不存在对某个主题的独占性。

记者：如此而言，怎样的题材对你来
说会产生吸引力？

徐皓峰： 我还是受现实主义训练的，

就是说，我需要从现实中取材，从现实中

观察、分离和总结出东西来。 前个十年，我

的观察从 1910 年代生的那一代人开始 ，

所找到的是他们这代人心中的仁智礼仪

信等观念与当时时代所产生的冲突；还有

武术界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与其他阶层所

发生的关系 、产生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

现实和历史决定的。

记者：《白色游泳衣》也是这样一部作品？

徐皓峰：对，当我开始观察别的人群，

比如京城的底层人士、 大院子弟等等，这

其中会有完全另外一套游戏规则和内在

的情感标准，这样的话小说的主题就肯定

和我写三四十年代完全不同。

“描述事件的分寸感
是从生活里习得的 ，每个
作家经历的不同直接影
响着讲故事的轻重比例”

记者：《白色游泳衣》中，作为主角人
物的彭辉身上充满了暴烈的动，和令人困
惑的静，这样的典型人物在你的不少小说
作品中都存在。 对彭辉来说，这种外在的
矛盾 ，在 “一切都是想出来的 ”上得以调
停。 而对你笔下其他人物来说，有的尽管
没有言明，也似乎都有一个原点，这样的
原点是他们用来平衡内心与外在世界的
关系的。 为什么这一原点如此关键？

徐皓峰：许多影视和文学作品里的人

物，似乎是主动的，但其实是被动的，是被

现实裹挟着走的。 即便他（她）有一个强烈

的愿望说“我要这样”，这个目标也是因为

现实的介入而设定的，因为有现实 ，才有

内在的冲突。 通过写这样的人物，都是为

了反应现实的某种情况。 但我最近几年想

写的，是那种对现实有超脱性的人。

记者：这倒让我想到了《逝去的武林》

你所记述的那些老一辈武学家。

徐皓峰：我爷爷那代人 ，最晚大概在

2007 年也就全部谢世了，现在等于临到我

父亲这代人开始慢慢谢世。 这让我重新开

始思考，并发现他们这代人里，有些人不

是“俗人”。 他们有一种心理状态，会认为

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和自己没有太大关

系。 然后，他看着这些事发生，也承担其发

生的后果，但他心里有别的考量。 在我看

来，这样的人的内心大于这个世界，他的

心大于他遇到的一件件事、一个个人。 这

些人和事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必要，都是

可以随意替换的，他都能够接受，这就是

他的人生观。 这种发现对我有所教益，所

以我想尝试着把他们写下来。

记者：似乎南方人和北方人在这一点
上也有细微差别。

徐皓峰：的确，南方的市民阶层在近

代更多受到商业社会的训练和生活基本

技巧的训练，也可以说更为现实，北方也

许因为各个社会阶层拉得比较开，反而因

为很难逾越阶层而产生了某种超脱和满

不在乎。 其实我觉得南方人身上也有这种

超越性， 比如最近很火的五条人乐队，身

上就有这种南方式的超脱。

记者：这种“超脱“好像也能在作品里
感受到———比如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能
感受到有些东西很巨细， 比如时代的物
证、细节等，有些却格外抽象———人物外
观抽象、 故事的某些关节和过程抽象，如
果说这是作家本身关注点所导致的一种
倾向 ，那么对你来说，为什么前部分如此
重要，而后部分又可以几乎略过？

徐皓峰：因为描述事件的分寸感是从

生活里习得的，每个作家经历的不同直接

影响着讲故事的轻重比例。 我本质上是个

导演，所以等于我青年时代的童子功就是

琢磨做电影的方式。 比如我跟美术、造型

师交流的时候， 其实我不提供事无巨细

的、具体的场面，而是提供特质和画龙点

睛的那些东西，而他们作为专业人士都会

根据这个来完成那些基础性和效果性的

工作。

所以说在我的创作思维里，其实提供

了特质，这个场面就已经完成。 在养成这

个习惯之后，当面对读者时，我也选择把

提纲挈领、最关键的东西展现给读者———

把这个点告诉你之后，其他东西是各位自

己完成的。 我觉得每一位读者都是一位美

术师，你们各有各的生活经验，就请你们

拿各自的生活经验补充就行了。

记者：这大概就是你在创作谈里所说

的作者写一半，读者想出另一半？ 这种在
小说写作时对半开的比例关系，在电影的
表达方式中会不会改变？

徐皓峰：其实这不是一个比例上的问

题，而是一个形式感上的问题。 因为当我

做小说的时候， 是通过阅读的方式来接

近，而做电影是通过视听的方式，并不是

说当做电影时， 留白就要多点或者少点，

而文学上留白可以多一点，并不是这么简

单的，还是要整体地去研究小说和电影分

别不同的特性。 但在大原则上，是基本一

致的。 你看，我们设计镜头，其实要掌握观

众看电影的心理，比如在一个地方如果想

要观众动情， 要让观众完全投入的话，你

的尽头就不能太花哨，相反你要用很质朴

的镜头，要慢下来，这样观众才可以投入。

如果在视觉上像 MTV 那样特别花， 听觉

也特别强烈，观众就去忙活他们的眼睛和

耳朵了，他的心就放不到电影上。 文学也

是一样，如果我通过写一些突破常识的事

件，想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的话，我就不

能描述得特别细，不能写得太满，描述得

太细，读者就太忙了，就很难真正动心。 这

恰恰是文学和电影里最重要的地方。 简洁

要简洁在点上，要简洁出节奏。

“所谓的一气呵成、感
觉良好往往是自我感觉
良好 ，文学的完成一定是
在阅读感上的完成”

记者：这种简洁，在写作中好像也体
现在留白上面。 这样的写作风格是不是慢
慢地自己打磨出来的？

徐皓峰： 我的每个小说都得改很多

遍，所谓的一气呵成、感觉良好往往是自

我感觉良好 ，但可能并不适合阅读，而文

学的完成一定是在阅读感上的完成。 所以

对我来说， 作家的工作就像在音乐厅演

出、话剧场演出那样，排练厅就是思想的

实验室 ，我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但是

要根据到场观众的反应来不断调整，调动

观众的情绪。 对我来说，写作时候是有另

外一个脑的：别人怎么看，我自己一定要

知道。

记者：但在头脑里自我调整并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

徐皓峰：文学的好玩 ，一定比电子游

戏更好玩，遣词造句、安排人物都不简单，

不是想怎么就怎么的。 在写作时就好像一

个人下一盘棋， 要把自己分身为两个人，

一方面创作， 一方面为了阅读感不断调

整。 这样的训练方式，我是从围棋大师吴

清源身上学到的。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复

盘自己的棋，有时候甚至会重新看自己十

年前下的棋。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写完的

小说，隔段时间、产生了陌生感之后，我会

再去看当年的判断如今合适不合适。 如果

作为读者我的水平提高了，那么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一定也提高了。

记者：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我是我
自己最忠诚的读者。 ”

徐皓峰：对，但其实这个想法也不是

我发明的，以前在看国外作家的传记时就

看到作家说， 读得最多的是自己写的东

西，这才是一个专业的人。 比如海明威就

有这个习惯，他会反复地读和改自己的小

说， 其实那时的改已经不是改创意之类，

也是要过阅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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