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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童年兽
童年兽》
》：

“悲哀的人
悲哀的人，
，大抵是喜欢幽默的
大抵是喜欢幽默的”
”
□肖

我上大学时就在图书馆见到过《王小
波门下走狗》，但那时候太年轻，在我看来
“走狗”这样的字眼儿一点也不美好，令人
生畏。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套文学作品集。而
到了今天才知道，其中就有陆源的作品。陆
源早年的小说结集为《保龄球的意识流》，
从中还能看到王小波的痕迹。王小波是一
位幽默大师，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陆源。王
小波擅长幽默，世人皆知。但李银河说过，
王小波和虚无主义时代的各种段子手绝不
可混为一谈。他的幽默不是停留在语言快
感层面的贫嘴和调侃，而是对世界荒诞性
的揭示，蕴含着敏锐的思考和观察，世界并
未沦为支离破碎的笑料，相反在剔除了诸
多杂质之后，那些本应严肃的更加严肃，本
该被珍视的更加被珍视，本来璀璨的在黑
暗中更加熠熠生辉。
鲁迅在翻译鹤见佑辅的《说幽默》时说
道：
“ 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这
是因为倘若没有幽默，
即被赶到仿佛并不能
生活的苦楚的感觉里去。悲哀的人，是大抵
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泪
和笑之间只隔着一张纸，
恐怕只有尝过泪的
深味的人，
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
鲁迅关于何为幽默的这段真知灼见，
一样适用于《童年兽》。
《童年兽》的读者会
发现，这本书是翻开第一页就可以一直爆
笑到结尾的书。只从这个层面上，这本书也
让人手不释卷。比如这样形容过去的电子
游戏厅和今日电脑普及化之后的区别：那
个年代稚气未脱，痔疮还没有大面积爆发，
我们也还没有太过深入电子游戏的黑暗森
林，不像如今，年轻人在其间居住、谋生、养
育子女、命归黄泉。
和母亲发生矛盾时的场景：当场掀翻
老男老女们其乐融融的麻将桌，顿时红中
白板齐飞，南风北风乱碰，满屋子七万八条
九饼和幺鸡……
作者用哲学式的戏仿，对长得太胖的
小伙伴表示叹气：这些满身悲剧气质的胖
大生物似乎贬谪自天界，其碾压常人的力
量如此短促、蛮荒而饱含毁灭意味。
无论角色地位如何、故事繁简与否，镜
头感都非常强：顶着回忆的无形重压，沿时
光之河逆水行船，穿过站满了败类和畜类
的低缓草甸，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画面很可
能是：本人骑着个四肢趴地、傻眉愣眼的同
龄小男孩……
所有出场的人物都被赋予过特写，通
过好奇心强烈、精力旺盛、想象力丰富的儿
童视角，哪怕只在小说中出现过一次，也令
人印象深刻。
其实从《童年兽》中挑选出这些只言片
语并不明智，因为这部小说就像一条翻涌
和激荡起无数幽默浪花的河流，从中掬起
任何一朵，都会在手心里静止下来。因为这
不是脱口秀集锦，而是绵延不绝的文学之
河，除了去读小说原著，别无选择。
《童年兽》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策

我和我的写作
□陆

源

写作将近 20 年，我越来越希望自己在作品之外保持沉默。我相
信一名作家一生写多少字是命里注定的，
所以我不太敢挥霍自己有
限的写作字数。抛开这份迷信，我真切认识到写作要比讲话困难得
多。罗伯特·穆齐尔说过，作家就是那些越来越难于落笔的人。我非
常赞同。我至今已写了三部长篇、若干中短篇，翻译了三本小说
集——我借助于翻译保持创作的幻觉，
如今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沿着
一条渐近线滑行。之所以如此形容，并不是想表明我达到过某种高
度，
而只是想说，
保持创作的激情、
敏锐、
强度实乃艰难之事。
我要表达的东西全写在作品里了。作家大多珍惜经验材料，把
它们保存在内心神秘的仓库内，然后等待时机，将它们转化为盖上
文学印章的字字句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自己并非天生不喜欢言
谈，实在是创作上的经济原则使然，是在积蓄力量，归根到底是因
为创作之艰难。
创作之艰难，应归咎于我总想涉足陌生领域，走向未知地带。

中的这个话题，我其实不太愿意多说。因为
我怕自以为是地去谈论其实我并未真正理
解的东西，过于轻率。
直到我重读《祖先的爱情》初版后记，
才注意到陆源早就说过自己对“幽默”的看
法：幽默也许不单纯是一种笔法、思维方
式，更是一种节奏，一种世界观，或者说是
作者对现实的飞速遍历。但作为小说家，我
又不能不相信，世界本身比世界观更重要，
因为人们无论持有什么简介，对世界抱有
哪种态度，他们总在以各自的方式追问何
为幸福。我还相信，爱情处于幸福序列的顶
端，推而广之，它将扩展为人们对美好事物
的爱。他们不断为之斗争，甘愿为之牺牲。
蒲宁说过，
“幸福只给那些懂得幸福的人。”
陆源 22 至 26 岁时写完了长篇小说《祖
先的爱情》。在这个年龄里，鲁迅写出了《摩
罗诗力说》，
歌德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
拜伦写出了伟大的《唐璜》。
很多人说陆源是
“荷尔蒙式”的写作。我也说过。但现在我觉
得那过于轻佻。
很多人说陆源是
“元气满满”
的，
我觉得这似乎才能触摸到陆源最宝贵的
精神力量。现在我更愿意说，陆源其实更接
近于鲁迅所呼唤的“摩罗诗人”。他们“别求
新声于异邦”
，
他们的使命是，
通过文学使人
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呈现，
使个体
的精神可以独立而健全地发展。
《童年兽》是一部泪与笑之作。它也许
不是陆源最好的作品，因为我相信陆源还
会写出更优秀的作品，但它是一个精神标
杆，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里，用来抵抗“丧”
和“虚无”的东西，理应根植于内心深沉的
悲剧性力量。文学在陆源这里，终于战胜了
所有苍白、贫血、狭隘的自我怜悯，而成为
一种骄傲和有尊严的存在。

全力以赴写一部长篇小说，完成时的虚脱感会让我产生严重的腻
烦和轻微的厌恶。三部长篇小说先后出版，我很长时间不想再读它
们。首先，我害怕自己还去改动它们。其次，我不想再受它们影响。
要知道，即便主观上不希望重复自己，往往还是有所重复，而我并
不喜欢重复。
如果写作不是一场冒险，如果我落笔之际感到十拿九稳，无论
从情节内容还是叙述形式均无比稔熟，那么它不待完成，就已经是
一头死掉的雄狮了。对我来说，搜集素材，种种酝酿准备，永远不会
有充分完成之时。我得鼓起勇气，穿过诸多地图上缺乏描述的未知
区域，并且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咬紧牙关，竭力避免抓到
一个人就问，朋友，怎么写一部长篇小说？
年岁增长让我们力量衰减，责任增加，而生活资源，包括个人
经历又总归有限，作家不得不乞灵于阅读、史料、道听途说的故事，
甚至花边新闻。我想，进入所谓枯竭状态，沉寂，休眠，或者勉强提
笔而导致水准降低，想来在所难免。我本人不信任刻意营求的题材
或灵感，同时，我又认为作家宜保持一种手热状态，长时间不动笔
或敲键盘创作，可能会损害我们的技艺。这是一对矛盾。我和我的
写作的矛盾。
我猜测，成熟的作家不仅知道写什么，怎么写，还知道怎么让
自己写。不过，我也意识到，再往技术化的方向走下去，写作可能趣
味全无，这对写作将是灭顶之灾。
近来我预见自己很可能再度找到写作的感觉，但愿不是幻觉。

读阿舍《托尔斯泰的胡子》
——

斯泰的胡子》
《表演课》，虽然同为“读典笔记”，但
其呈现的方式却是迥然相异。在《巴别尔在 1927》
□
中，我欣喜地看到阿舍没有选择巴别尔的名著《骑
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而是选择了非名著的巴
别尔“书信集”。这种选择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些
书信非为巴别尔的小说，它不允许虚构的成分存
在，且少有修饰，在未出版之前具有隐秘性、私人
性，可以说，这些书信是阿舍解读前苏联“意识形
态”天空下——巴别尔生存境遇及巴别尔灵魂所
在那个世界的钥匙。那把或这把钥匙倘若是思考
的、艺术的，掂在手中肯定都很沉重。阿舍的《幽灵启示录》
在开启尤瑟纳尔的《苦炼》时，我从字里行间觉察到她也曾
经有过的不安甚至是畏惧，但她仍然于《苦炼》叙事的悲苦
氛围中，找到了尤瑟纳尔赋予《苦炼》及《虚诚的回忆》
《北方
档 案》等 作 品 所 显 现 的 自 个 别 走 向 普 遍、自 有 限 趋 向 无
限——那个具有哲学意味的世界。
而《说吧，记忆》
《托尔斯泰的胡子》
《表演课》这三篇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作者是借助经典的阅读，来感知、来唤醒，
并“清理自己的记忆”。时间在阿舍那儿得到了充分注视，但
这种注视由于采取的是回顾姿势，因而“过去”就合理地成
为了“现在”的一部分。
《说吧，记忆》中的“记忆”，看似直接，

杨四海

写下这些随笔的阿舍，在当下的散文与随笔
写作场域中或许是一个异数。这些随笔大多来自
《野草》杂志的“遇见”专栏，在接受约稿之前，阿舍
还没写过随笔，但提笔之前，以往的阅读之旅已经
在坚定地告诫阿舍，
“那些公认的文学经典或者优
秀作品，历来不缺少被人阅读和书写”，如果自己
将要写下的那些“读典笔记”，没有独具个性的艺
术思索、不与写作者的生命意识发生联系、不去探
索随笔这种文体写作的新的可能性，那么自己将
要写下的这些文字，很有可能“很容易地落入一摊
咀嚼物的下场，连想一想都讨人嫌”。
随笔集里的《牙齿的哀愁》着实令人惊讶，为
了不迷失在查蒂·史密斯《白牙》的叙事迷宫中，阿
舍竟然要根据书中所写“画出一张地图”，并“按图
索骥”走进小说中的那些故事。这张虚幻的地图犹
如一个暗喻，很轻又很重，具有雕刻、塑形《牙齿的
哀愁》文本的力量；它通过一张薄纸上抽象的点、
线、面，让阿舍置身于北伦敦布伦特街区，与那里
的居民一同经历着人间的爱恨情仇、家庭的悲欢
离合。
我注意到，
《如何抵御帕维奇》
《牙齿的哀愁》
《魔法时间》
《说吧，记忆》，其叙述视角都启用了不
常见的第二人称，而且第二人称与第一人称、第三
人称是相互交替使用的，只是不同的文本，
“你”的
使用频率有轻有重。在叙述学上，第二人称视角并
不能算是一种叙述角度，
“ 你”只能处于被讲述者
的位置，但由于阿舍将这三种叙述角度相互交叉、
相互渗透，并融贯在自己的叙述整体中，顺利地做到了使各
个文本中的“你”，都有了非“你”莫属的叙述位置。然而这个
“你”还不仅仅如此，它一会儿指向的是经典作品的作者（与
经典对话），一会儿是阿舍本人（与自己对话），一会儿是诸
如《如何抵御帕维奇》等作品的读者（与读者对话）。这种叙
述视角的变化无常，不仅能够让阿舍迅速进入经典作家所
营造的小说情境中，实现她不得不说——却是以“你”的名
义替她去倾诉的欲望，而且还驱动着我们（阿舍作品的读
者）无法置身于她的话语之外，与她共同去感受、去体验那
些小说曾经带给她的惊喜与惆怅、困惑与迷茫。
《巴别尔在 1927》
《幽灵启示录》与《说吧，记忆》
《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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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小说，因为这应该是
理解《童年兽》的关键，然而书里并没有注
释。鉴于网络时代的便捷，有些问题很容易
找到答案。陆源是我在豆瓣关注的友邻，他
很愿意和别人讨论他的作品，于是我很快
就从他本人那里得到了确定的回复：这部
长篇小说是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的《死缓》，而塞利纳是一位“能把粗话和脏
话变得诗情画意”的作家。
以作家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其中
有大量的省略号和短句，急促的转折和印
象式的跳跃，甚至有几分稚气未脱、纯真未
泯的感觉。但是在《童年兽》中，你从表面上
几乎看不到雷同的东西。与其说陆源学习
了《死缓》，不如说是《死缓》激活了陆源潜
在的记忆和表达欲望。那是他本来就有的。
如果稍加留心，
你会发现，
陆源在《童年
兽》中口语化的幽默几乎没有受到时下流行
的网络语言的污染，
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
都是新鲜而富有独创性的。从本质上讲，陆
源的语言是诗化的——并非古典田园式的
诗化，而是语言的“陌生化”：将司空见惯的
日常性以陌生的姿态重现，
这种原本属于诗
歌写作的技术被引入小说，
也就成了塞利纳
式的
“能把粗话和脏话变得诗情画意”
。
这种
语言能力需要天赋，需要良好的自我训练。
这样的小说家就是一片沃土，
是能够呼风唤
雨的巫师，语言会从他内部青葱地生长出
来，会从四面八方为他的召唤聚拢而来。
这本薄薄的小书，我是读到第三遍，才
开始看清楚《童年兽》中那个无法形容的、
黑暗的过往。但陆源在小说开始就说得很
明白：
“ 今天我写下这段往事，既无意让黑
色消弭于红橙蓝绿诸色之中，更不愿意以
黑色污染并遮盖其他颜色。”关于《童年兽》

■创作谈

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新实验

■百家品书

略，从表面上看几乎连爆粗口，但却完全有
别于油滑的低级趣味。周作人曾经以鲁迅
的小说为例，区分过“幽默”和“油滑”：
“有
情的讽刺是幽默，而无情的讽刺是油滑”。
《童年兽》是一本半自传小说，作者的回顾
是极度审慎的，感情也是异常丰富和复杂
的。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无论他是否把童
年作为写作对象，童年都是无法绕开的存
在。陆源在《童年兽》的一开头就写到：长久
以来，他对童年的经历保持沉默，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叙述语调。直
至“读完一部充斥着无数惊叹号和省略号
的长篇小说，才恍然大悟”。
作为读者，读到这里时，我很想知道这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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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却有点复杂，它将阿舍的记忆融入到“记忆之书”
《海
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的作者麦克劳德的“记忆”之中，使此
与彼两种记忆相互缠绕且贯通，有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审
美意义，在读者那里造成了阅读中的视觉互文。
事实上就是如此。
《托尔斯泰的胡子》没有过多地去复
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而是以十数年来《安娜·卡列
尼娜》的整个阅读过程为轴线，将“大学时代”
“ 已为人母”
“父亲病逝”
“阅读与写作”
（作家时期）等诸多背景中“我”与
安娜之间的“遇见”，用“记忆”之绳串联起来，完成了她所要
述说的——与《安娜·卡列尼娜》阅读史交织的个人史。
同样是“记忆之书”的《表演课》，其叙述结构更为复杂。
我们看到，
《表演课》是以“苏醒的自我意识”
“寻找生命的图
案”
“永恒的操练”
“开始表演”等四个章节，层层递进地去演
绎着“我”记忆中的“表演”。不过这种“表演”并非指的是影
视剧或舞台上的表演，它指的是自“过去”
（中学时代）到“现
在”
（写作时期）这个时间中——“我”
“ 极其强烈、不能停息
的表达冲动”。但这种“表达冲动”——在“过去正在进行时”
的写作时态中，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均可以被我
这个评论者视作是有意识地要去实现的表演（表达）的欲
望，否则“我”就不用去为了表达而去练习表达。
“表演”虽是人的天性，但并非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才能，
它需要有表演欲望的人，在练习表演的过程中如何寻找表
演的感觉。可以说，
《表演课》中的“怎么表演”与我们经常要
讨论的那个“怎么写”又何其相似！记得阿舍曾经说过，那些
“经典和优秀作品永远会给予我们无穷的支援”。
（《散文严
厉的内在性》，2016 年 2 月 22 日《文艺报》）阿舍这句话很坦
诚也语不惊人，但让我惊愕的是，她借助“经典和优秀作品”
的力量，展开想象的羽翼，竟匪夷所思地将本是阅读对象的
残雪拽进了“课堂”。
由此以来，残雪成为了“表演课”的“授课者”！那个练习
表演的人也自然可以凭借“我”的名义，
“坐在课堂里”
“如醉
如痴”观察着“授课者”是“怎么表演”
（
“怎么表达”或“怎么
写”
）的！残雪在她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道，
“ 新实验文学没
有固定的套路，它是瞬息万变的产物”“
，我们新实验文学的
写作者，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这就是进行自由表演”。也正是
这种“没有固定的套路”的“自由表演”，给予阿舍与“授课
者”有了心心相印的交融与碰撞。
或许这种新实验文学精神，在当下有可能不被人们所
理解与接受，它挑战了习以为常的同质化群体性写作，有可
能被视作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但对于有着探索精神的
作家来说，却意味着一个更为辽阔的文学空间。

这是英国国宝级小说大师勒
卡雷的惟一回忆录，
记下了他人生
中近 40 个刻骨铭心的片段，再现
一个伟大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多重
自我。他目睹残酷战争与冷血杀
伐；他跟着战地记者藏身壕沟，子
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
他采访狱中
的恐怖分子，
却被对方堵得哑口无
言；他目睹苏联巨变前后的社会，
感慨万千；
他见证了布罗茨基获得
诺奖的瞬间，
也亲历了电影大师弗
里茨·朗的失意；他写下骗子父亲
与自己既疏离又难舍的亲情，
并苦
苦思索间谍与作家的异同。
“逃避
与欺骗是我童年非有不可的武
器。青少年时期，
我们都是某种间
谍，
而我却早已是退役的老兵。情
报世界拥我入怀的时候，
感觉就像
回到家一样。
”

《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
【美国】艾略特·温伯格 著
商务印书馆
有关汉语诗歌翻译的经典之
作。当今昔皆为汉语的一首诗，
变成一首英语诗、一首西语诗、一
首法语诗，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发
生呢？温伯格逐一检点了王维的
《鹿柴》这首五言绝句的 1 9 种以
及更多种译本。在这段文本的细
读之旅中，一面在翻译的横向上
挪移，一面在诗的纵向上深入，向
我们展示出翻译的艺术、存心的
得失，以及诗的幽微迷人、难以把
捉。当然，也展示了汉语以及英
语、法语、德语、西语等每种语言
的质地、特色和运用。

《17 岁，成为星或兽的季节》
【日】最果夕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当代现象级年轻诗人、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 作
者最果夕日的小说处女作。小说
提取了追星典型人群，以细腻凌
厉的笔法叙写了当代十几岁少年
追星的心理变化与成长焦虑，以
第一人称独白的书信体遥应了精
神文化贫乏导致个体孤独焦灼的
时代。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日】川上未映子 采访
上海译文出版社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是村上
春树迄今为止接受过的极其长的
访谈。由日本新一代风头正劲的
年轻女作家川上未映子提问，村
上春树回答，采访前后进行了 4
次，最后集结成书。书名以大哲学
家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
鹰在黄昏起飞”为题，紧跟《刺杀
骑士团长》之后推出。讲述了《刺
杀骑士团长》诞生背后的故事，同
时以作家独特的细腻发问，让村
上难得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创
作谜辛、少年时期的经历、对女权
主义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的世界
声誉、日常生活乃至对离世后的
思考等。

《愤怒的葡萄》
【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
坦贝克的经典名著。这是一个感
人至深的传奇故事。沙尘暴毁了
乔德一家的土地，迫使他们离开
家乡。他们用废铜烂铁拼装出一
辆拖车，堆上所有家当，沿着六
十六号公路一路向西，前往传说
中葡萄漫山遍野的天堂——加
州。在这趟 3000 公里的漫长旅程
里，他们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的
事情。有些事情很残酷、很痛苦，
但也有些际遇是如此感动他们，
令他们重燃活下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