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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作家张怡微开始了对“机

器与世情”这个议题的思考，当机器以

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创造新的矛盾冲突、

新的痛苦抉择、新的心灵体验时，文学

赖以赋形的“世态人情”会不会在其中

找到新的叙事可能？这成为她日后写作

的一个重要题材。

张怡微关注“机器”，并不是要将小

说指向科幻，她所谓的机器不只是手机

和其他去往虚拟世界的媒介，还包括乐

器（合成器）、医疗机器等，它们所生发

与所辐射的各种话题给予了小说创作更

大的空间。她一贯的“世情”观察与书

写，也有了新的面貌。在近日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小说集 《四合如

意》中，她写在机器与世情中的那些人

们，指向他们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呈现

那些心灵的和精神的生命图景。

记者：不免要谈及《四合如意》这
部小说集围绕的那个写作计划“机器与
世情”，它的背后因由于你发表在《文艺
与争鸣》的同题文中已有表述。我所好
奇的是，“机器”与“世情”的连结，某
种意义上，“机器”表面上渗透甚至重新
在界定、改变“世情”的表征，如你在
小说中直陈的“总有一天，任何人与任
何人都可能被科技的更迭彻底隔离开
来”，但它的内部，应该是更复杂的。

张怡微：看到“机器”，我们会以为
是属于科幻世界的题目，其实它就是我

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离开机器，生

活会很不方便，这是写实主义很难绕开

的，而不再是科幻了。这是我们一同经

历的过程，在经历的过程中，对亲情、

友谊、爱情到底造成了什么影响，是让

人更幸福了吗？我觉得以小说的虚构容

器来做推演，它能映照出许多荒诞。如

系统故障，大家哪儿都去不了。如精确

的健康信息所掩盖的其他心理问题。如

以微信分组的远近划分，有时能展现出

至亲至疏的决策。如以视频团聚作为孝

亲替代方案和真正相处中的困境……小

说可以推理每段复杂关系处于绝境中的

人的反应。

记者：当以“社交媒体一代”的生
活与情感变迁来概括这本小说集的主题
时，即是在说，人与人的之间关系被社
交媒体所框架、结构，这在我们日常生
活的感触中是非常明显的。但如你所
言，小说要做的，恐怕还不止于复述这
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小说营造的虚拟世
界始终致力于我们对生命体验的重新赋
形。这种“重新赋形”的重要性显然是
不言而喻的，它隐含着你对自己的小说
面貌的一种期待吗？

张怡微：“社交媒体一代”是我的编
辑命名的。我想是他最初阅读时候的一

个总体感受。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青年

流行文化、甚至亚文化，流行的东西它

不一定很深刻、很长久，但它能展现一

定时期的精神景观。小说要做的，一定

是对以归类、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的社会

科学关照不及的部分，进行个别问题的

发现和命名。我觉得小说就是一种魔

术，它调取的是日常经验、世俗生活的

素材，但最后通过组合，形成了一个现

实世界里不可能发生的结果。这是我对

自己小说的期待。

记者：聚焦在这本小说集具体的主
题，作家王侃瑜评论说包括“机器与世
情”“女性处境”“移民与故乡”，某种意
义上，它们互相渗透或者说后二者是第
一者的延伸。女性处境是你小说中一贯
的主题，但在当下，它似乎有着更多的
延展，如《步步娇》中的三代女性各有
各的遭逢，《端正好》 中独身买房的阿
梅，《寄生草》中命运途径多次转折的茱
帕，在呈现各类女性的人生命运之时，
你的叙述空间是被打开了的。

张怡微：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是，
一个小说作品不只是写给女性看的，不

只是写给中文系的人看的，也无所谓写

作者是男是女。但现实情况很难做到这

样良好。总之在一切文学作品中，我还是

比较喜欢看女性（哪怕走了很多弯路）最

终能走出困境的故事。因为如果我要看

一个女性很惨、或者毁于结构性困境，生

活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步步娇》表面上

是讲女性伦理生活中的生育问题，其实是

希望能表达，人生的转折路口在很早的时

候就因为一点私心、一些对未来的自大就

确定了的。《寄生草》写的是被时代抛入

到夹缝中运用年轻的红利不断触碰到复

杂社会现实与变迁的女孩子，她可能没

有能力也没有野心先发制人创造自己的

人生，但经由感性的方式，她也走出了

命运的旋涡，走到了新的人生路口。《端

正好》中的阿梅，当然是一个不太讨喜

的角色。我想说，一个女孩子在一个男

性主导社会资源分配的环境里想要做一

点改变，就不太可能宜人性很强的，她

总是要一直动脑筋一直想办法的。阿梅

这个名字，来自于写作这篇小说的时

候，我去看了电影《梅艳芳》。

记者：某种程度上，仿佛你在反复
描摹女性的职业、年龄、家庭关系、情
感关系之时，是在进行一种女性的自我
解析，《一春过》中展示得更为明显，我
们看到包含在女性这个议题之下的复杂
性甚至是不确定性。

张怡微：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齐茜是
一个人偶设计师。但这项产品设计所面

对的需求其实很复杂，不只是洋娃娃满

足小孩子抚摸毛茸茸玩具的需求。人偶

发展的历史很长，1933年以后，汉斯的

娃娃就带有了一些阴森和情欲的色彩，

玩偶的类人型、艺术家对女性身体超现

实的解剖和重组，在我看来影响到了女

主人公看待周围人生活的方式。换句话

说，这份特殊的职业对于女性身体的认

识，让齐茜慢慢开始能看到生活中大量

的变异，例如婚姻对少女时期好友精神

内核的改造。她的朋友们看起来还是以

前的朋友，事实则是很陌生。她看起来

一直在社交，且有异地恋的亲密关系，

但社交也都是手机里的表演，亲密关系

并不亲密。她不再看得懂亲爱的朋友的

伤痕，与此同时还在创作中新建对女性

身体的破坏性展示。其实这很像女性与

虚构的关系，我们阅读古人的作品，假

借男性作者恐惧和同情的口吻来看待第

二性这个整体发明出类似于“脆弱”

“婉娈”的审美特征。如今女性也可以

创作，但我们是在创作什么，是自剖还

是模仿男性的欲眼，是甘心观察和雕琢

一个客体吗？写作初衷其实是想讲这些

疑惑。

记者：谈一谈“移民与故乡”的主
题，在一个访谈中你说，因为作家王安
忆提到《四合如意》这篇中在英国留学
男孩子的那条线要展开，从而拓展了这
个主题。事实上，在当下，这种身份的
现代性隐喻是非常强的，它是身体、空
间、人与世界的联系等多重议题的重
叠，尤其是处在社交媒体发达时代。拓
展这个主题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怡微：我可能确实有拓展空间的
企图心，也做了一些努力。我挺喜欢英

国文学，包括特罗洛普、奥斯丁、狄更

斯、伍尔夫……有时候拿腔拿调开开玩

笑，也都来自于这些大前辈的精神引

导。关注到英国移民是非常偶然的，当

初看到了五年遗案后的非法移民的生

活，有2000多人获得永居，我就想写这

些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黑工，也不

知道后来生活的怎么样。我小说里提到

的听来的故事，就是一位大厨的妻子，

是个福建女性，她说他们家和别人不一

样，她老公会看报纸，所以他们知道这

个大赦消息。有人不懂英文，就错过

了。当然还找了很多资料，看了很多论

文，到处打听了一些事情。现在移民后

代的非虚构作品真的写得非常好，最近

有 一 个 作 者 AngelaHui， 写 的 一 篇

Scalding oil, racist prank calls and

endless 'lid duty':growing up in a

Chineserestaurant（《热油，种族主义恶

作剧电话，和没完没了的‘盖盖子’：在

中国餐馆长大》） 就很生动，作者是香

港人，上世纪80年代从香港到威尔士开

外卖店。“lidduty”就是把外卖盒子四

个角盖住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每天要

做好多好多遍。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强的

生活气息，很艰辛很枯燥、又很有生

机。他们的后代也开始写作了，他们没

有继承家业，才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好故

事。我觉得文学的空间，还可以很大。

希望各行各业各种多元身份的人都能来

写故事。这样我们也能以更高标准给自

己发出新的挑战。

记者：《缕缕金》 中提到了在当下
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阿尔兹海默
症，文学病是现代小说中一个重要元
素。阿尔兹海默症为什么吸引你，在于
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情感的、生命观的
复杂多元？

张怡微：那是前几年的事情了，其实
我写过一些文章，也组过好几次圆桌讨

论，请了医生、也有哲学系的老师一起和

同学们讨论。我们上海作家写这个题材

的很多，王周生、薛舒、于是都写过，但是

以亲情居多，后来我看了一本小说《不属

于我们的世纪》，第一次把阿尔兹海默症

和新移民认同结合在一起写，我觉得很

有启发。现在作家韩松又在社交媒体带

起了新的讨论。它最初吸引我的部分，

当然是对于记忆的处理，我们和世界的

关系开始发生变异，用《不属于我们的世

纪》里描写的句子，我又一次变成了这个

世界的陌生人。第一次是因为移民，第

二次是因为疾病。当然后来它被表现得

多了，就有了一些喜剧化的演绎，有了一

次重新检视亲情关系的机会，当然更重

要的是，面对死亡的黑洞，它也是一个先

导性的创伤体验。

记者：整体说来，“机器”所生发与
所辐射的各种话题，让小说在对其的探
索中展开更大的写作空间，但它们最终
指向的或许还是人类内心的终极问题。
也是所谓，“相比应对日常生活的枯燥，
探索内心的矛盾反而更为棘手。”

张怡微：我想如果抱着科幻小说的
期待来看这个主题，大概就会很失望。

因为我关注的机器还包括乐器 （合成

器）、医疗机器等等，不只是手机和其他

去往虚拟世界的媒介。《锦缠道》写的电

子琴交响乐团，是电子琴对于乐器的模

仿，但技术的更迭，使得乐手完全可以

被机器替代，这个乐团根本没有存在的

必要。我记得我听一个钢琴家说，现在

写谱的人甚至会写出超越钢琴琴键的音

符，我想这就是机器对艺术家的嘲讽和

压迫。这段由音乐学习牵出的女性友

谊，本身也有许多自欺的荒诞和撕破脸

的狼狈。对于命运的书写来说，谁是那

个能看到总谱的人呢？谁是真正的指挥

呢？它需要我们待在怎样的角色里被规

定好生活呢？我想这些问题的背后，都

有很矛盾、冲突的地方。是我们找到自

己、找到自己的弱点、找到自己的热爱

必经的道路。

记者：一个整体的感受是，在这本
小说中，叙事的节奏是更为松弛的，即
算是在写那些困难的处境、人与人间互
难相通的情感关系，小说的呼吸空间是
更大的，仿佛你在创作之时也是更为张
弛有度的。这来源于什么？

张怡微：可能真的没什么功利心。
就可能没有寄望通过写这些小说获得什

么。这几年的创作，才得以比较轻松地

进行。

本报记者 何晶

张怡微：调取日常经验，对人的生命体验进行重新赋形

当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