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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京：在繁杂琐碎的生活里扯出那根故事的主线
本报记者 袁欢

从第一部小说集《新婚之夜》开始，作

家辽京似乎就直接跳过了“青春期”，而步

入所谓的成熟的写作方向。 最近新出版的

长篇小说《晚婚》，她继续关注熟悉的都市

生活，写一个如“樊胜美”般的适婚女性黄

婉丝面对亲密关系的所思所想。 在这个故

事里， 辽京给出了一个童话般的结局，但

她本质是个悲观的人，她说：“这故事纵然

有个童话式的结局，依然是个悲剧。 因为

这些发现和顿悟并没有带她去到更平静

的所在。 ”

2007 年大学毕业不久开始尝试写作，

到 2019 年才出了第一本书， 中间辽京去

北非工作过两年， 又做了五年财经记者，

现在是一名全职主妇， 在孩子开始睡觉

时，她开始书写。 她说这些经历没有任何

和文学有关的浪漫元素，但也是因为这份

平淡，反而让她更清楚地看到水面之下的

沉积物， 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生活的深处，

看到日常之下，被覆盖住的那些东西。 她

也曾经怀疑过自己能不能写小说，也困惑

过要怎么在琐细繁杂的生活里去扯出那

根能成为故事的主线。 写作以来，她对于

文学的认知也随着经历而改变，从认为文

学是绝对自由的，关注自我内心感受到让

自己退出来， 切实地感受身边的现实，去

写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所能产生的波折 。

“如果把现实比成一块蛋糕， 我想看看我

能不能换个不一样的方向去切。 ”她握着

一把刀，寻找着切入蛋糕的新角度。

评论家杨庆祥认为辽京的小说“对当

代城市女性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书写，

准确、深入、意味深长”。 而在辽京看来，女

性视角是一种表达困境的方式，“是切入

故事的起点而非终点。 ”她认为婚恋只是

写作的素材，她不对此作具体回答，只是

讲述，“女性写作的视角或许是具体而微

的，但是依然可以通往广阔的地方，展现

社会生活中的复杂可能。 ”

也许就像她欣赏的作家伊恩·麦克尤

恩，她形容为“细腻而准确”，“他的细腻不

是那种抓住一点庸常的东西就大书特书

的无聊，而是真正发现了人类情感中的隐

秘角落和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刻，我觉得这

是小说最迷人的地方。 ”辽京的文字也是

如此， 捕捉那些被忽略的内心的特别感

受，寻找未被发现的一些暗影，然后一头

钻进去。

记者：先聊一下新作 《晚婚 》，读完这
个故事，觉得原先的书名《默然记》反而更
契合这本书的气质，就像书中黄婉丝那无
数个默然的时刻。

辽京：这本书一开始的书名是 《默然

记》，出版之前改为《晚婚》，是出于更好地

连接读者的愿望。 这本书的主线故事并不

是关于婚姻这件事本身，而是一位当代女

性如何面对都市生活的洪流，她的种种问

题与选择，最终让她走过一段如此这般的

恋爱之旅。

记者：黄婉丝这个角色 ，第一反应会
让人想到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一
个被原生家庭苦苦拖累的女性，而“樊胜
美”在现实中也依然存在。

辽京：如你所说，黄婉丝的背景比较

典型，有一个类似“樊胜美”的家庭，“樊胜

美”的家庭或许常见，但是“樊胜美”本人

并不常见，或者说，一个那样的家庭出来

的女孩子， 她会拥有什么样的性格和心

态？ 她面对事物的反应和选择是什么样

子？ 她值得拥有一些真实的细节和心理，

而不是简单成为大家印象中“樊胜美”。

婉丝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复

杂与单纯。 这本小说是围绕着她的心理活

动展开的，她的纠结、矛盾和选择构成了

主要的推动力，从表面上看，黄婉丝泯然

众人，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但是

内心中的千回百转，一个普通人的内心能

够产生的波折，是我想要挖出来的故事。

记者：书中黄婉丝和凌青的友谊也让
人想到去年热播的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
的电视剧《流金岁月》，剧里的蒋南孙和朱
锁锁，可以看成是一种对于女性之间亲密
关系的呈现。 《晚婚》结尾黄婉丝最后也去
潜水了，“她终于理解了凌青的感受，看到
凌青眼中最后的世界是什么模样……最
后只剩下一片默然。 ”女性之间的情谊在
你看来，是怎样的连结？

辽京：我觉得女性友谊的质地是坚实

而美好的。 凌青的死对黄婉丝来说，并不

是一次友谊的考验，而是人在遇到生活变

故的时候， 如何重新取得平衡与自洽，如

何重新沉入日常生活， 她从海底上浮，同

时也是在现实中下降，是一段旧生活的结

束与新生活的开始，即便这个开始并没有

理想中的光明，而是灰色的，灰色是生活

的常态。

记者：小说对于凌青的去世，着笔并不
多， 但从她的死来看， 蕴含更多的社会因
素，为什么没有对此做更为深入的书写？

辽京：这个故事的视角基本停留在黄

婉丝这边，从她的视角来看，凌青遇到的

问题并不明晰，甚至她也理解不了凌青的

行为和选择，在行事风格上，两个人有着

巨大的差异， 凌青的结局有她个性的内

因，也有社会的外因，她面临的挑战远远

比黄婉丝的更多也更严重。 对于婉丝来

说，凌青的世界实际上一直在她的视线之

外，这也是她最后用潜入海底的方式向朋

友告别的意义所在：第一次，她用她所羡

慕的凌青的视角， 去看了一眼她的世界，

随即又退出，回归自己的生活。

记者：你笔下的故事多数聚焦都市女
性生活，你是想通过这些书写，去探索比
如对于 30+女性而言，婚姻究竟意味着什
么这一类的问题吗？ 或者有更大的指向？

辽京：我觉得婚姻并不是真正的大问

题，当代女性的选择也与过往不同 ，想法

和做法都是多元的。 对我来说，婚恋是写

作的素材，因为当代人对于亲密关系的向

往、逃避和妥协往往是更重大的问题的缩

影，一个在爱情中怯懦自私的人，在别的

方面就会格外勇敢无畏吗 ？ 我认为不是

的。 我们谈论爱情，婚姻，但是真正的可以

谈论的事物比这多得多。 女性写作的视角

或许是具体而微的，但是依然可以通往广

阔的地方，展现社会生活中的复杂可能。

记者： 你提到了女性写作的视角，而
《新婚之夜》是你的第一本小说集，你曾说，

这本小说大部分是以男性为第一视角，来
观察女性的生活。 作家周嘉宁在一次分享
会中聊过她的写作经验： 她在以男性为第
一视角的作品里，反而写得更流畅，后来要
回到女性为第一视角的作品， 却写得很艰
难，她认为也许是同为女性的身份，让她对
于一些女性经验或其中的隐秘难以把控。

选择男性为第一视角和以女性视角来写
作，二者于你而言，差异在哪里？

辽京：选用男性作为第一视角，是我经

常做的事情。 男性作为第一视角，却不作为

第一主角， 而是以观察者或者叙述者的角

度出现， 去讲述一个以女性角色为核心的

故事，让我觉得更轻松，更有距离感，从而

可以保持客观，好像跳出自己看自己，我喜

欢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讲故事， 就像毛

姆的小说里常用的那种第一人称。

女性视角、尤其是第一人称的女性视

角是我尽量规避的做法，太容易沉入自我

的迷雾 ，将自我代入得太深，难免损伤人

物的真实性。 视角的选择对我来说是一个

技术问题，往往根据作者想要讲述的故事

而定。

记者：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
《碎片》 一书中曾说：“我们尤其是要超越
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这些
新女性的形象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都
很重要，但对于文学的风险很大。 写作的
人，应该去讲述他真正知道的，或者以为
自己了解的事，尽管这些事情可能有悖于
他的意识形态。 ”女作家在写作中要抛开
性别意识的狭隘和偏见，她需要经历怎样
的自我分割？ （下转第 4 ?）

在书写中，和遗忘的时代彼此铭记

钟求是长篇小说《等待呼吸》作品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日前，作家钟求是、潘向黎 ，

评论家程德培、 木叶做客思南读书会，围

绕钟求是长篇小说《等待呼吸》，以“我和

这遗忘的时代彼此铭记”为题展开探讨。

《等待呼吸》于去年在《十月·长篇小

说》第 2 期首发，之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推出单行本。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夏

小松和杜怡，是一对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

大学生。他们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遥

远的异国相识、相恋。 在莫斯科的世事变

迁之中，夏小松意外受伤终至离世，留下

杜怡一个人在北京历经生活的苦难。经历

了许多无处安放的年份后，她终于在杭州

有了新的伴侣，然而她的内心还是一直追

寻着多年之前的夏小松。

钟求是直言自己写小说有二十个年

头，但始终觉得没有写出自己最好的东西，

于是想调动所有的生命资源和生活经历，

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 《等待呼吸》写

了将近两年， 从 2017年春天写到 2019 年

春天。 那段时间，他白天工作，晚上从九点

写到凌晨一两点。 两年过去了，他感觉自己

老了四岁。 “我就希望，《等待呼吸》是一本

有分量的，能压得住岁月的书。 ”

在程德培看来，《等待呼吸》是一部有

雄心的小说，也是一部有难度的小说。 “死

亡中断了两人世界继续存活和发展的可

能性。 这对于一部坚持写完爱情故事的长

篇小说来说，无疑是个考验。 ”程德培坦

言，自己比较欣赏杜怡来到杭州，遇到新

伴侣的这部分，但也正是这部分让他产生

了很多对小说的看法与疑虑。 这部分的叙

事视角转换了，其中的“我”是一个叫做章

朗的年轻人。 章朗和杜怡一样残了一根手

指，他们发生了关系，杜怡因此怀孕。 但杜

怡“失踪”了，她回到夏小松的老家经营民

宿， 生下了章朗的儿子但取名为 “夏小

纪”。 以程德培的理解，钟求是特别强调了

情爱发生时身体与精神的区分。 但他困惑

的是，爱情是最复杂的，身体和精神之爱

能分得那么清楚吗？ 更重要的是，夏小纪

长大之后又当如何？ 夏小纪虽是杜怡的寄

托，但他毕竟不是夏小松，也绝然不会复

制成夏小松？ “所有这些问题，如果部分成

立，原有的文本将不成立。 但部分问题仍

会继续在文本之内存活， 它将继续质问，

爱情又当何存？ ”

潘向黎也认为，“身体和精神之分”是

这个爱情故事里特别的存在。 在具体写法

上，潘向黎感叹这篇小说“放了大招 ”，其

中之一是绝妙的“留白”。 小说第 20 页写

杜怡在莫斯科遇到了一个想买她身上大

衣的大妈，大妈问杜怡是日本人还是朝鲜

人，得知答案后大妈压低了声音说：“中国

姑娘也长这么漂亮。 ”也是读到此处，潘向

黎才意识到此前小说对杜怡的外表———

眉眼口鼻身材等毫无着墨。 “事实上，整本

小说有关《资本论》的描述是女主人公外

表等物质性描述的几十倍。 ”由此，潘向黎

认为， 这似乎也是钟求是本人的一种暗

示———对这个故事里的人和爱情而言，肉

身和物质性的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

性的存在。

钟求是表示 ， 当下这个社会众声喧

哗， 我们常常会忘记过去尤其是 1980 年

代走过来的这一代人的精神轨迹，所以我

们要和这遗忘的时代彼此铭记。 “我曾经

说过， 我们 1960 年代出生的人和现在的

‘90 后’‘00 后’真的不太一样 ，校园时光

里的‘理想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记。 当然，现在的我们也免不了狡猾、

世俗，但还是有‘理想主义’在我们内心深

处。 今天的年轻人很聪明，知识也丰富，我

希望能唤起他们理想的那一部分。 ”

本报记者 傅小平

辽京

当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