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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以一种缓慢的书写，抵达生活更深处
本报记者 袁欢

“我第一次接触到‘缓慢’这个概念 ，

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 遥远而迟缓的土

星，处在椭圆形轨道的最远端，它莅临的

周期是如此漫长而缓慢。 ”作家孙甘露在

《比“缓慢”更缓慢》一文中这样写道。 而

“缓慢”成为了切入他写作的一个关键词，

成为了一种写作的姿态，他试图以此除去

杂音和噪音，更加“从容地、适度地、低声

地、诚恳地”退回到记忆最深处，探寻那些

令灵魂震颤的部分。

7月 18日，孙甘露与批评家罗岗、作家

毛尖、青年评论家项静做客朵云书院·戏剧

店，就“一个郊区诗人的上海时光”主题与

读者展开分享。 本次分享会围绕的两本作

品：一本文学评论与诗集《我又听到了郊区

的声音：诗与思》，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完整收录孙甘露 30 余年阅读观影札

记和诗歌创作； 另一本由世纪文景出版的

随笔集《时光硬币的两面》则捕捉日常生活

的微光，记录上海这座城的时光流转。 互为

映照， 这两本书的核心都指向重拾缓慢的

优雅， 正如孙甘露所说：“我祈望我的书能

唤起阅读和收藏的渴望， 使人亲切地意识

到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内在联系， 甚至在这

个影像时代的某个缝隙里， 令我们乐于看

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

与“缓慢”相关的一个地理概念是郊

区，孙甘露笑说“慢写作”可能来自朋友们

的宽慰， 但他说：“格雷厄姆·格林有一部

自传 《逃避之路》， 里面有一句话类似于

‘我们住在宇宙的郊区’。 我们写作很多年

以来关心的是中心和边缘， 城市和乡村，

核心主体偏离中心等， 对写作者来说，这

种偏离或者说跟不上趟，也可以说成是一

种缓慢。 ”对此，毛尖补充说他很喜欢一些

边缘词汇，“这是他的表达，他的词汇表里

有‘仿佛’、‘似乎’，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从

边缘切入， 是他对时空极为锋利的感受，

所以他很少让自己处于时空的安全体或

舒适地带中，可以说，他在边缘地带建构

语词的大厦。 ”

人们形容孙甘露是一位具有诗人气

质的小说家，在小说之外，他写诗。 在他看

来，诗歌写作不能说感性，它是一个不同

的文体，可能涉及的是生活中或者思考中

的不同念想。 而从孙甘露的阅读来看，也

存在着某种取向或巧合。 他爱读艾略特这

样具有标识性的诗人， 但从感性层面来

看，他说自己更偏向于葡萄牙诗人费尔南

多·佩索阿，“阅读他的诗歌， 就像调频收

音机，没对准频道时，可以听到原来的声

音，但伴随着电流的杂音。 ”他同时欣赏的

另一位边缘性写作的作家是米兰·昆德

拉， 孙甘露在现场提及翻译了佩索阿的

《惶然录》和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的作家韩少功，和前不久刚完成了《韩

少功论》的项静探讨了这一问题，项静说：

“佩索阿住在一个小乡村， 他却在思考宇

宙。 ”她表示孙甘露和韩少功都很重视翻

译文学，在当时，作为一名写作者，韩少功

其实是选择和引进了一种文学传统。

“孙甘露特别喜欢翻译文学 ，这实际

上涉及一个问题，翻译文学已成为现代汉

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逐渐官方

化的语言得以重新突破。 ”罗岗从语言的

角度阐释了他对于孙甘露写作的想法，他

用“第二次语言突破”来称呼以他为代表

的作家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探

索。 “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

代文学语言的第一次突破，但除了鲁迅等

个别作家， 大多数作家存在一个大问题：

‘欧化八股’或‘学生腔’，要改变，有两条

路，重回中国传统语言和回到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声口叙事’。 ”他指出在后来的发

展中，后者逐渐僵化，那么到上世纪 80 年

代，孙甘露他们所做的就是以文化自觉回

到一种诗化的、不欧化的书面语来。

对于语言的认知，孙甘露曾和罗岗有

过深入的对谈，里面提及他认可克里斯蒂

娃的观点———作家的工作就是将他内心

的声音翻译出来， 用语言将一种感官的、

倔强的异质性翻译出来。 作为这个意义上

的翻译者， 作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异类，

一个最令人愤慨的外国人。 我们大概就是

马拉美所谓的“语言的局外人”，所做的工

作也就是普鲁斯特观察到的“对感性世界

的翻译”。 这样看来，“语言的局外人”或者

说“做本民族语言的陌生者”是孙甘露所

向往的一种写作状态。

罗岗认为 《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

诗与思》《时光硬币的两面》回到了中国的

杂文传统，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评论或

散文， 而一个作家的语言脉络来自哪里，

关乎作家的文学史定位，“在教学的过程

中，我常会遇到提问：他为什么写出了这

样的语言？ 他的诗歌和小说之间有什么关

联？ 那我想，这两本书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路径。 ”作家语言的“变”与“不变”中包含

着很深的意蕴。

“缓慢”之外，本场分享会另一个关键

词则是“上海”。 罗岗说：“作家以‘城市的

漫游者’身份，将自己‘铭刻’到上海这座

城市中，参与文本创作之外的现实城市改

造。 ”在毛尖看来，孙甘露有“四大发明”：

他“发明”了陌生，“发明”了爱情，“发明”

了时空，还“发明”了上海。 阅读孙甘露，她

总是不止于一次，而阅读的反复带来的是

无限的新意，“你进入爱情时它们通知你，

你失恋时它们抚慰你。 通过他的书写，我

们陡然惊觉，啊，原来这就是爱情。 ”她认

为在未来世界文学范畴里，真正参与竞争

的文学类别是城市文学，而孙甘露“写出”

了上海的惊艳。 “罗岗将《上海流水》看成

小说来读，这点特别重要。 作家将生活中

的词， 从饭桌上召唤到我们的精神世界

中。 阅读这两本新书，我们可以看到孙甘

露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也在社会学意义上

重新创造了上海这座城市。 他是城市的发

明者， 像一名游走于城市里的行为艺术

家。 ”她进一步说道：“因为上海的每个角

落都有他书写出来的空间，就像我们所在

的朵云书店，还有思南读书会……上海的

很多地标性文化地点都与他密不可分。 ”

项静接着毛尖的话，“写城市文学时，

他还‘发明’了 1970年代。 ”在这两本书中，

有多篇文章回忆了那个年代，他将 1970 年

代作为精神原点。 “孙甘露是一个复杂的作

家，他热爱杜拉斯那样的第一人称叙事，喜

欢普鲁斯特内心的丛林和个人经验。 这些

不同的面向是如何融合到一个人身上的

呢？ ”对此孙甘露回应说：“如果用影视用语

来说，1970年代是我电影中的决定性时刻。

它塑造了我，即使走得再远，年龄再大，也

依然要回望来处。 当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

的生活，有塑造自我的瞬间，而写作者可能

就是要揭示这些瞬间。 我们回望生活的时

候，看到的都是寻常之物，而这是生活本来

的样子，尽管它的深处千帆过尽。 ”

中国科幻寻找属于民族的根，也在用善意面向未来

“世界上只剩下琴童一人 ，在荒草
丛生的街道上 ，迎着夕阳独自奏唱 《三
关排宴 》：‘不怕它荒草地风沙满面 ，心
有事我只管快马加鞭 。 穿云峰过雪岭
山高路远……’”

这是新近出版的科幻短篇小说集
《未世》中来自作家张冉的《琴童》，呈现
出一幅诗意而苍凉的末世图景， 带有鲜
明的中国烙印。 《未世》由青年作家郑小
驴主编 ，收录了陈楸帆 、飞氘 、宝树 、江
波、张冉、阿缺六位当代中国科幻名家之
作。 该书囊括多种风格，展现了科幻小说
丰富的奇思妙想和多样的美学形式。 在
近日思南读书会上， 评论家严锋与科幻
作家江波、吴清缘围绕《未世》与当下中
国科幻发展动态展了开热烈讨论。

什么是独属于中国的科幻？严锋认为，

每个时代中国科幻肩负的主题和目标都是
不一样的，而面对如今的百花齐放，我们难
以用单一的风格去进行归纳。 刘慈欣在为
该书作序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无论从文
学还是科幻的角度看， 新世纪涌现出来的

大量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各种特色，这
些作品在题材、创作理念、叙事方式等各个
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的科幻文学开
启了多元化发展的时代， 尝试和探索着这
个文学体裁的多种可能性。 ”

相较于西方科幻， 中国科幻有着明
显的区别———它体现出很强烈的中国特
色。 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为例， 无论是
《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逃离”的主题，

还是《中国太阳》里主人公从太空向故乡
的回望，都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家园、乡土
的执着。 江波结合自己创作 《地球的翅
膀》《火星圣歌》等作品的体悟，强调中国
科幻既 “结合中国古老传说和现实状
态”，也具有科幻的普遍性 ，中国科幻从
不局限于一国， 它追求的更是发展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未世》辑录了江波的小说 《魂归丹
寨》。 在这部作品中，最前沿的脑科学技
术与贵州丹寨的民俗风情巧妙融合。 江
波创作时曾深入丹寨采风，他坦言，让他
印象最深的是苗族的诵诗传统。 苗族没

有自己的文字， 只能通过诵诗来记载历
史。 这启发他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待苗
族的传统和远古记忆， 并进一步思索人
体潜能何以与技术发展相匹配。 对此，吴
清缘评价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科幻创
作的素材， 是中国科幻在世界舞台上突
围的方式。 ”

严锋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
现的“文化寻根”运动。 在大规模学习世
界文学的进程中，以韩少功、莫言为代表
的寻根派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
性，因此走向中国的边远地区，挖掘散落
在各地的远古歌谣、传说，即“在空间中
寻找时间”。 严锋认为，《魂归丹寨》使“寻
根”以一种科幻的形式再次呈现。 “寻找
中华民族的根可以称为中国科幻的使
命。 今天的寻根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

被赋予了更多理性的意义。 ”从荣格心理
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前行”与“退行”

的相互作用，而“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当被问及中国科幻对于中国社会现
实的影响，严锋提出了“泛科幻”的概念。

“科幻打通了幻想和现实、文学和纪实之
间的界限”，他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使生活越来越数字化和虚拟化， 在某
种程度上，我们的现实已经是科幻的、多
维度的现实， 科幻逐渐成为人类精神活
动、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 科幻是一种行
动，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行动，更是社会
意义上的行动。 而在江波看来，优秀的科
幻小说既需要具有通俗文学的娱乐性 ，

也 要 成 为 对 社 会 有 价 值 的 预 言 书 。

“《1984》和《美丽新世界》这样的著作对
未来有预见性的展望， 科幻小说可能提
供美好的景愿， 也可能引起大众的讨论
和警戒。 ”江波期待自己能写出对社会更
有触动的作品。

“未来已来，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接近未来。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但科
幻同样是一面镜子， 我们观照未来的同
时，能够更好地感知并珍惜当下的存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为进入未来做准备 ？

严锋从科幻中得到三点启示 ： 学习 、冒
险、善意。 学习，拥有一个思辨的头脑，理
性与感性兼备； 冒险， 冲出原有的舒适
带，开辟新的“家园”；善意，善意是交流
的第一要义。 “未来会怎样，关键在于我
们抱着怎样的善意去打造未来。 ”

实习记者 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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