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7
责编/?凌俊 技编/? 海
E-mail:llj@whb.cn3

关
注

新 闻 · G U A N Z H U ·

小说阅读是一种真诚，但也包含“偏见”
本报记者 袁欢

“如何阅读一个短篇”主题分享会举行，李浩、黄德海、木叶聚谈———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希

望在这本书里面， 对于小说的完

成，做更多的属于小说家的解析，

比如这篇小说我来写的话， 我会

在哪里增，哪里减，哪里有所变动

等。 我希望这本书体现一个作家

对于另外一个作家， 从技艺出发

的解读。”小说家李浩谈到自己的

文学批评集 《匠人坊———中国短

篇小说十堂课》写作想法时表示。

1 月 2 日， 李浩与评论家黄

德海、 木叶做客思南读书会，就

“如何阅读一个短篇”的主题与读

者进行了分享， 现场种种观念你

来我往的碰撞， 让与会听众有真

诚畅快之感。

“匠人坊 ”由 “匠人 ”和 “坊 ”

组成，李浩说，匠人，它来自诗人

茨维塔耶娃的话 ： 我是一个匠

人，我懂得技艺。 坊，这个词来自

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文学批评

的三种方式中，作坊式批评来自

作家艺术家”，是一种“体验其经

验”的内部批评。 他进一步解释

说 ：“我会保持一个写作者的匠

人身份，用专门的篇幅来讨论短

篇小说的技艺。 尽可能地做到仅

面对文本 ，并让自己以一种 ‘初

见’的眼光来打量。 ”在这部评论

集的序言中，他为自己设想了几

类阅读者 ，包括他的学生 ，为他

们呈现另一种教学方式 、呈现另

一种进入文学的方式；愿意从事

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理想读

者”， 和他们一起以一个匠人的

专业精神面对文本；还有那些作

家们，甚至是，被解析的作家。 他

认为 ：“完整而恰到好处的表达

从来都是我和我们要面对的。 在

这里，我也有些微的经验。 ”

以“一个写作者”为主体，李

浩承认这样的身份使得这本书包

含了阅读者的偏见，“这些偏见来

自于我对阅读和思考的经验，有

一部分的偏见或许来自知识的困

乏， 有一些偏见则是一个作家为

了强化自己，以更强烈的个人化、

独特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

关于偏见的一个直接体现可

能是书里李浩选择的十位作家作

品， 在场的黄德海和木叶都对他

的选择提出想法。 比如黄德海说

鲁迅的不会选《狂人日记》而是从

《故事新编》里选；沈从文的可能

会选《萧萧》。“我或许会再加几个

人的作品， 比如钱钟书 《人·兽·

鬼》中的某篇，张天翼的《华威先

生》。 还有许辉的《碑》，很多人可

能不知道， 他写的是一个人给亡

妻刻碑的故事，深厚大气温和。 ”

木叶也表示要选一个小说的时

候，最好看在这条长河里，这个河

道到这个作者这儿， 是否有升降

或者宛转，在这个层面上，如果是

余华， 他会选用 《十八岁出门远

行》，还有不在目录里的苏童。 对

于文本的不同选择与黄德海所说

的“阅读序列”有关，李浩表示，他

希望自己的阅读保持真诚， 包括

偏见：“我会从我出发， 尽量让自

己更宽阔一点。 无论我读哪一篇

作品，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我都希

望从中读到我自己： 我和我的生

存境遇。 ”

“谈论这些多数已被经典化

的短篇小说， 我有意忽略或抛开

凝结于它们上面的 ‘附着物’，忽

略或抛开背景性的一切， 装作不

知道它们的影响力， 尽可能地做

到仅面对文本。 ” 李浩强调解析

小说技艺本身， 而这是否也有局

限？ 正如黄德海指出的：“这本书

好的地方和有问题的地方都在一

个点，李浩太强调‘小说’的命名、

方法和标准了。 ”

在讨论到“抛开背景谈小说”

这一话题时， 两人产生了不同想

法， 李浩认为：“我更要看的是作

品对人性， 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

梳理。”而黄德海认为不知道背景

谈小说， 看到的人性容易是假设

的。 “一旦切掉这些附加的东西，

你会发现小说的意味少了。 它们

恰恰是阅读小说需要学习的丰厚

之处，是除不尽的，不是余数，不

能拿掉。 每个从文化环境里生出

来的人，背景会对你形成调节，里

面有一种影响在。 ”

李浩回应说：“我们的阅读关

注点确实不同， 我读巴别尔的作

品，重点不在于当时的骑兵军，而

是那个环境下的人的生活。 我读

卡夫卡的作品， 也不是想看布拉

格的世界，那些对我无足轻重，我

更愿意看到的是他的故事在哪个

地方打动我， 哪些东西我写不出

来，这是小说家会着迷的地方。我
也希望通过别的小说家的作品唤

醒我内心的幽暗区域， 在这里与

他们对话。 ”

在黄德海看来， 我们阅读小

说是学习的过程， 在不停的文字

往返之中与它建立血脉关系。 在

同意与不同意之间， 彼此辩论说

服，李浩这部作品正是这样。比如

在书中首篇作品中， 李浩谈到了

“概念先行”这样一个词，对于小

说家和批评家， 这是一个共同存

在的语境，他认为“概念先行”并

不可怕，“每篇好的小说作家首先

赋予一个 ‘我为什么写它’ 的意

义 。 小说呈现的是思想的表情，

可能不是思想本身，要用生活化、

故事化的方式，把它包裹起来，这

一点对于作家是巨大的考验，而

我们批评的不应该是概念先行的

话题， 而是作家的技术和包裹的

能力问题。 ”

此外，小说家写小说不是单

向的，和人物之间也有互动。 木

叶以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

娜》为例，阐释这种关系。 “托尔

斯泰要和安娜进一步周旋，这个

过程中对于爱、恨本身有颠覆性

的理解，从而使小说走向另外一

种开阔。 ”如亨利·米勒说过，“写
小说真正写的过程之中，就是把

未知的那部分自己勇敢地掏出

来。 ”因此，木叶认为：“无论是概

念先行还是主题先行，老是写设

定好的人物有什么意思，你要把

未知的那部分读者，未知的那部

分自己拎出来。 最后是否能够重

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小说结构

本身。 ”李浩补充说，正如托尔斯

泰不能完全放权给人物，小说家

和人物之间必须有交流、 交战。

“作家很难完整的跟着人物走 ，

人物也很难把自己所有的个性

取消掉跟着作家走，他们中间存

在博弈的关系。 ”

向着未来，书写伟大的时代性的主题
本报记者 傅小平

“中篇小说创作交流会”东莞举行

中篇小说创作在中国蔚然成风，是因

为如作家凡一平在日前于广东东莞樟木

头镇文联举行的 “中篇小说创作交流会”

上所说，写长篇小说得拿生命去搏，比如

作家路遥创作 《平凡的世界》， 损耗了健

康。 短篇小说又太短了，让人看不过瘾，于

是写中篇小说成了作家们最好的选择；是

因为如评论家陈福民所说 ， 在当前状态

下，中篇小说是特别被人看重和更容易操

作的文体，从技术上讲，写一部长篇不被

记住，不如写三四部中篇被人记住，这不

失为作家的成功之道；还是因为这是在当

代文学语境下小说文体发展使然，是一个

值得讨论的话题。

已知的事实是，虽然小说在很多国家

只有长篇和短篇之分，但在我国，中篇小

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陈福民说的那样，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成就最高的体

裁。 而诚如《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所言，

该刊自创刊以来， 就格外推重中篇小说，

并把它视为力推的最重要的文体形式。 也

因为此，该刊一直想围绕中篇小说做一些

事，于是就有了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中

篇小说榜的推出，尹学芸《青霉素》、孙频

《狮子的恩典》、陈楸帆 《无债之人》、凡一

平《我们的师傅》、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

是 2019 年度的上榜作品。 邵丽 《黄河故

事》、蒋韵《我们的娜塔莎》、艾伟《敦煌 》、

葛亮 《飞发 》、郑执 《森中有林 》则是 2020

年度上榜作品。 除陈楸帆、邵丽、葛亮因疫

情原因没能亲临在东莞松山湖举行的颁

奖典礼外，其余作家都悉数到场，上台领

奖。

中国作协副主席 、 评论家李敬泽表

示，松山湖和《十月》的这份合作，是一个

美好的、向着未来的合作。 松山湖不仅应

该是技术的湖、工业的湖、制造的湖，同时

也应该是文化和精神的湖。 而《十月》在松

山湖这里， 也一定能够获得新的视野、新

的力量。 “我觉得松山湖给了我们一个评

奖的标准和方向：那就是向着未来，向着

中国人民创造未来的伟大实践，向着时代

的发展和前进，向着正在改变和塑造我们

生活经验的有力的、庞杂的、生机勃勃的

力量，向着这一切而去。 选出真正能够和

这一切产生对话，真正写给正在创造未来

的中国人的小说，讲述他们的故事，表达

他们的精神。 由此，我就坚信，这样把松山

湖放在心里的排行榜，就一定不会像现在

数不过来的排行榜一样，榜榜相似。 这个

榜就一定是一个站在时代潮头和前列的，

真正能够引领风尚的一个好榜。 ”

虽然获奖作家以各自的中篇小说获

奖， 但他们显然更愿意谈论小说写作本

身。东君的发言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小

说有它的常道与变道,短篇、中篇、长篇，虽

然体量各有不同， 但有些东西还是趋同

的，比如“意思”、“意味”、“意境”、“意义”

这四方面。 “‘意思’是指情节的推进，有些

小说家故事讲得很生动，还有细节捕捉能

力；‘意味’其实就是一种由语言营造出来

的氛围；小说也讲究意境，尤其短篇，就应

该像写赋、写绝句一样来写。 而‘意义’就

是小说表达的不是生活中一些表象的东

西，它表现的是生命的意义，甚至是探讨

存在的意义。 ”

话虽如此，作家写作也理当如孙频所

说，没有必要因外界需要你写什么就写什

么，而是需要自己来判断究竟适合什么题

材，适合什么体量，但一个作家选择写什

么体量的小说， 完全不考虑到现实需要，

也似乎有点超现实。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创作本身。 中

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对此是赞同的，但就广

东作家的创作而言，他又觉得他们在这个

问题上没想得太明白。 他表示，广东是中

国现代文化发轫之地， 现代中国的构造，

包括很多现代文化的样式、原型都是从广

东开始的。 这是广东极为丰厚的文化资

源，对作家来说也是巨大的写作题材。 “大

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几千年以来 ，没有

一个时期像过去几十年里一样，有数以千

万计的人来广东流动，如果十个人聚在一

起就有多半来自不同的省市 ， 这些不同

的记忆、不同的经验在这样的土地激荡 ，

产生的故事是一笔巨大的宝藏 。 所以我

会说， 广东作家还没有写出与时代相称

的作品。 ” （下转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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