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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班宇是在一年前。早秋的日光清透，使一切相遇金光

闪闪。见到每个心爱的作者我都是这样想的，班宇也不例外。

彼时我已读过《山脉》与《逍遥游》，前者是一篇纯熟的先锋

派作品，以评论、日记、访谈等多种文学体裁来寻找、证明一部

小说的存在，令我暗叹有谁的评论能超越他自己呢；后者使他

成为2018至 2019年度爆款作家，拿奖到手软，吃遍全中国。

我不玩豆瓣，虽然早已知道他是豆瓣上大名鼎鼎的“坦克手贝

吉塔”，但又过了许久，才将他与我5月时读到的一篇刊载于

《芒种》的短篇小说联系起来。

5月我在读约翰·契弗的一个小集子《德国黑啤与百慕大

洋葱》，生活中充溢的细碎而又来不及捕捉的愁绪，恰好落进契

弗文字的缝隙中，填补了那些无法言说的郁苦。《去五里河》也

在那时到来，我被这个与契弗有着相近气质的短篇打动，甚至

因此产生了对《芒种》的敬意。在网上搜班宇其人，简介颇为简

洁。是一个好青年，如果能多写一点就好了。我想。

随后，秋天深了，他捧出《冬泳》。

《去五里河》收录在《冬泳》中，改回原题《肃杀》。虽然班宇

悄悄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题目的小秘密（挺冷的），但我还是先入

为主地留恋“去五里河”，或许是它使小说流泻出更浓郁的在地

性特质。就像约翰·契弗建构的“魔幻城郊”，班宇塑造了一个

令我十分神往的沈阳，但却使我对这座城市感到更加迷蒙而非

清晰。在《去五里河》中我读到的沈阳与想象中干燥的北方相

悖。它首先是潮湿，潮湿泥泞，其次才是寒冷。哦不，其次是足

球。在那段脆弱不堪的蹉跎岁月中，一个年复一年为保级而战

的足球队竟是作为一个华彩乐章存在，鼓舞、照亮了人们的内

心，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之于人的意义。这样

的书写对我这个球迷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再往后，才是那

些现实主义的笔触，埋伏在每一个转角，猝不及防地击中读者

内心的柔软地带。

是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班宇手中的旗帜。他并不像

笔下的肖树彬，发起的总是无望的冲锋，他是有备而来。《逍遥

游》中，旗帜是那条奶白色围脖；《山脉》中，旗帜化作扑克，在魔

术师的手中悄然变幻；《枪墓》中，旗帜是一条长长的救赎之路；

《海雾》中，旗帜成为一扇长虹玻璃，折射出微妙偏光。时至今

日读到新作我仍然为之欣喜，他的探索并不拘于题材的转向，

现实主义的沈阳铁西，在沦落衰败中挣扎不息，这样的故事内

核仍然受到作家的珍视。欣喜也关乎曾经的隐忧，在班宇之

前，“铁西”已由双雪涛建构了一套鸣响的范式，在班宇之后郑

执的《仙症》又丰富了铁西乐章的曲式。我曾多次试图辩解，他

们不一样。对于不较真的阅读者，辩解自然是徒劳。但也勾起

我的困惑，班宇本人是否也困囿于这些偏见？班宇的道路在哪

里，难道真的在空中？

《空中道路》也是我喜爱的一个篇章。小说结构不能说十

分老练，时空转场稍有些耿直，但这既不妨碍“针叶林高于阔叶

林”，也不妨碍它被一次又一次的阅读催熟。电光火石间，被凝

滞在半空的不仅仅是两个男人生命的一个顿号，更是自然与工

业之间被沼沼雾气所遮蔽的意象的冲突，个体和历史的命运在

蒸汽朋克式的假想中由阔叶林升向针叶林，但最终，回到冲积

平原，回到幕起时分。我突然想起李健的一句歌词，“没有两朵

浪花相遇后不分开”，班立新与李承杰的交集如此，《日瓦戈医

生》与《九三年》的交集亦不能更多。

父辈的故事，诸如《空中道路》《盘锦豹子》《去五里河》（也

即《肃杀》），在班宇写来得心应手。及至《冬泳》《枪墓》《逍遥

游》中幽灵般的存在，我愈发强烈地感受到班宇小说里的父亲

形象，他们面容相似，机灵而又朴实，人生零落，却总是勤勉以

待，虚心接受命运的棒喝。无论笔墨浓淡，这些父亲们都衬得

上班宇笔下的高光时刻。《盘锦豹子》中孙旭庭为老父亲送殡砸

盆这段是为一景：

孙旭庭双手举到最高处，咬着牙绷紧肩膀，凉风吹过，那只

行动不便的残臂仿佛也已重新长成，甚至比以前要更加结实、

健硕，他使出毕生的力气，在突然出现的静谧里，用力向下一

掷，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咸菜罐子被砸得粉碎，砂石瓦砾飞至

半空，半条街的灰尘仿佛都扬了起来，马路上出现一个新鲜的

大坑，此时天光正好放亮，在朝阳的映衬之下，万物镀上一层金

黄，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栖息、繁衍，人们如同刚刚经受过洗礼，表

情庄重而深沉，不再喊叫，而是各自怀着怜悯与慨叹，沉默地散

去。我表弟向着灰蓝色的天空长号一声，哭得不省人事。

有人说班宇小说有一种割裂感，叙事与抒情的割裂，如同

电影配乐，煽情的是音乐本身而不是现实。我反对这样的理

解。我最喜爱的英国风景画画家透纳在一次皇家艺术院的演

讲中谈到，诗歌和绘画这对“姐妹艺术”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

异性。他引用了一段理查德·佩尼·奈特的诗：“身在簇簇绿树

丛中，他也受到祝福，一些城堡废墟，高高的塔楼；掩映在山间，

俯瞰着他。”透纳认为，如果将这首朴素的牧歌中的一切要素画

进一幅画里，会发现它们很难协调一致。绘画所不能及的这种

不可调和性恰恰是班宇的长处，他的写作并不依赖形容词与副

词，也不喜好罗列名词，仅以“金黄”与“灰蓝色”，佐之“半条街

的灰尘”，调制出了宛如透纳风景画般的光感，肃穆庄严，咸菜

罐子和号叫声在这样的景致中既不低微也不超拔，柔美朦胧的

色调又构成了如诗的音乐性。我们不必过分恐惧抒情的力量，

因为人们在享受了这样的阅读快感之后，仍要回到真实的疼痛

中，要伴随失去老父亲的孙旭庭在泥潭般的人生中继续苦炼。

我曾以为孙旭庭的故事如果停留在送殡会更巧。但班宇

并不稀罕巧。故事延宕着，在这个家庭又一次接近幸福的时刻

遭遇绝望。绝望的来处，介于家庭内部与外部之间。机灵的勤

勉的曾经如豹的孙旭庭，犹如推石的西西弗斯，仿佛永远无法

抵达幸福的终站，努力前行，却不断坠落，不断坠落，却仍努力

前行。

延宕，在于文本内部，也在于文本之间。从父辈的故事到

承袭父亲身份的我们的同代人，《双河》延续了《空中道路》和

《逍遥游》中“出游”的桥段。主人公带着久未谋面的女儿与朋

友共同出游，以围炉夜话的形式嵌套了另一个故事。儿童的好

奇心催促故事铺展自身的命运，郊游归来，故事并未打住，而是

继续游离。延宕，逃逸，对命运轨迹的铺展，或许才是班宇创作

的核心。

我记得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班宇说，“小说会是一种逃逸

的路径。”一位贵州的作者留言：“记得那天看直播，班宇老师最

后说：‘我愿意为了这一点逃逸继续书写下去。’”我给班宇发了

一张自制的表情包：

“在德里达的底线等你。”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5岁的乡愁

宋阿曼：《冬泳》我读得迟，一看版权页，5 次

印刷了。关于沈阳，关于下岗再就业，关于写作和

阅读的话题，你在各种平台和场合都已经讲了很

多。这次我们争取聊点儿轻松的。看完《盘锦豹子》

和《肃杀》，我就产生出一种“对质”的冲动。小说里

出现了很多有年代感的物件儿，包括小说中人活

着的姿势我都很熟悉。我小时候搬过几次家，从平

房搬到二层小楼再搬进家属院的楼房。二层小楼

的楼顶修成拱形，外面看去像个窑洞。你小说的主

要时间线似乎刚好卡在我家住二层小楼的那一

段。大概在我六七岁的冬天，有一阵子我爸出差，

我一直没弄明白他去哪儿了。一天晚上，他回来

了，身上斜挎着一个电子琴。他说去东北了，大连、

沈阳、哈尔滨，他跟我说，手撑开，看，东北的雪有

你巴掌那么大，一脚踩下去雪能没过膝盖。他说再

往北到了黑龙江。他说得起劲儿，我觉得他不是出

差，而是一个人悄悄旅游去了。看在电子琴的份儿

上，我还是愉快地听完他的描述。那个冬天，他一

直在哼一个曲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喀秋莎》。这

基本上是我对东北最初的印象。

班 宇：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城市家庭里，

电子琴不算乐器，而是一种家用电器。最常见的是

雅马哈牌，十分风靡。其使用频率随着时代向前而

逐年降低，起初，每个家庭都有人会对着简谱演奏

流行歌曲。那时候，很多杂志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曲

谱，人们会将它撕下来，重新装订在一起，变成一

本流行手册，相互传阅。即便不演奏，偶尔也会对

着唱上几句。你说得很对，如果有综合文艺素质这

一说法的话，我觉得我这一代是不比上一代的，当

时工厂的文艺氛围比较浓厚，经常组织活动，也有

经费支持，人们的娱乐方式不太多，基本上是打

球、饮酒、读书、跳舞、演奏乐器、看电影这几样。

说是不多，可为什么觉得仍比今天要更丰富呢？

父辈在这一阶段，好像维持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

方式，且没什么课业压力，实在是令人羡慕。雪有

巴掌这么大，并不夸张，大片的雪花很美，它们往

往落得很慢，相当悠闲，伏在人们的衣服上，静静

地躺一会儿。现在少了，多是风吹来的雪，盐一样

的颗粒。没大意思。苏联歌曲，对于东北，或者那

个时代来说，好像并不需要刻意学习，每个人都

会唱，全国都在受影响。我个人印象最深的一首

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初听时，是亲戚去国外

出差，带回来一个精致的音乐盒，上紧发条，再一

松开，那段旋律便流淌出来，叮咚声无比清澈，我

听后既惊讶又孤独，抱着它玩了半天。这是我5

岁时的乡愁。

宋阿曼：对，雅马哈电子琴，加上一只口琴，

就是标配了。卖书的地摊儿上，流行歌的简谱本

卖得相当好，我爸没学过乐理，也可以自如地弹

唱《迟到》和《站台》。我问谁迟到了，家人就会说，

Mary。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谜团。关于文艺活动的

记忆，我们挺相似的。可以说，厂矿工人的生活方

式滋生了我最初的文艺情怀，这些人长久地在我

体内散步。你的小说多从工人子弟的视角去书

写，第一视角“我”也是行走在上一代人所处的空

间，回忆父辈的生活，恰像一种小说番外。我喜欢

你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有情有义，是没有被

太多规则与世俗理性洗刷的人，沉默与力度，给

你小说强烈的诗性。爱情，成长，洁净，还有赴死

的心。你小说里都是成熟的人，能扛事儿，这是一

些年龄相当的作家难以体会的。读起来挺感动。

细一想，上辈人是真正搞建设的一代，体力工作

中锻炼出来的人会更早懂得生活与爱。他们唱

着“我的心永远在等待”翻过了青春的山丘。在

塑造小说人物时，你的人物面目是怎么样清晰起

来的？

班 宇：我的一部分小说人物，如果借用一

部电影名字，有点像是《冰山上的来客》，与故事

情节无关，但在整体气质上，或有相近之处。电影

里有一位帕米尔高原边疆战士，我在小说里也提

及过这个地区。我觉得此类人物在我的日常生活

里比较多见，习惯于沉默，面对许多问题时，表面

上给不出一个合理的意见或者答案，但内心较为

执拗，很少会被外界所改变。在写小说时，我较少

考虑人物层面，甚至认为人物是不怎么需要塑造

的，你去写一位主角，那么关于他的一切，早在心

里就应该有一些清晰的判断，包括他的性格

与行为，以及面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等

等，这样写起来会比较有信心。

一场台风带来了一切
也能吹走一切

宋 阿 曼 ：
听 说 你 参

加《智族

GQ》10 周

年人物盛典以

及“名利场回眸”的

拍摄，许多读者和网友都

喊到“破次元了”。走上这块红

地毯的都是梁朝伟、何穗、陈伟霆

等演艺明星，还有许多让人来不及记住

名字的“顶级流量”。娱乐圈开的是流水席，迎

来送往。一条微博几十亿点赞留言/一出书就是

滞销书作家，两种现象极端又普遍地存在于这两

个不同的行业里。当你出现在这种现象中心（或

者说一个模糊的交汇区）时，有人就会觉得破圈

儿了。突破了一些人对作家，尤其是纯文学作家。

有没有兴趣讲一讲这个“菲茨杰拉德之夜”。

班 宇：菲茨杰拉德不好当，酒量要过硬，社

交礼仪也要尽量做好。我肯定无法做到像他那样

夜夜笙歌，所以这次活动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很

像是一场公司年会：演节目，颁奖，欢度好时光。

最为恍惚的一刻是，我登台去领奖时，整桌朋友

为我激动鼓掌，当时我的感受就像在公司年会上

抽中了三等奖，甚至对此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误

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但其实呢，我不知道谁

能算是啊。一场台风带来了一切，也能吹走一切。

能做的是什么呢？全神贯注，享受此刻。而现在回

忆那一刻，又有点饿，这种活动往往吃不太饱。我

不太知道大家对于纯文学作家的期待是怎样的，

事实上，在欧美，很多作者的生活方式也与想象

有所不同。这场活动结束后，摄影师要求我在麦

浪里再走几个来回，以捕捉一些深刻画面。走在

麦穗之间，味道干爽清香，我忽然想到，要是有一

只红蜻蜓落过来，那可就太美了。但是没有，这是

会展中心的室内，光是人造的，麦子是空运过来

的，夏天过去了。

宋阿曼：可能作家能够争取的“高光时刻”的

确不算多。就现状而言，本应相通的不同艺术门

类还是存在壁垒。我认同你的理解，行业不同，但

终究是人与人的相处，人对人的期待，本来也并

不需要期待视野。就像当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出

现在艾美奖颁奖典礼时，作为许多演员的“爱

豆”，她占据了不少媒体头条，《时代周刊》在年度

名单中更是将她列入“偶像”而非“艺术家”。我读

了你的《台风之夜》，读完感觉到，你的小说是属

雨的。或许是《冬泳》过于潮湿，人在水中自由呼

吸，而非窒息于河床。读金爱烂的小说《水中的歌

利亚》也有相似感觉，或者说幻觉：“地上有呼吸

的物种和没有生命的物种，所有的体味掀起水

雾，犹如幽灵般醒来。”

班 宇：这还挺巧，你是第二个说《台风之

夜》的阅读感受接近于《水中的歌利亚》的。我在

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但金爱烂的这篇我

确实喜欢。在每本书里，她似乎都有一点这样的

意识，要夹着一篇不太一样的叙述，像是在

摆弄自己心爱的玩具。我这篇小说的雏

形也脱胎于一次台风，GQ名利场

活动当天，恰逢台风过境，所

以在参加活动时，一直在

想着这个湿漉漉的故

事。在这样激烈的天

气 环 境 里 ，一

切如同废

墟，千疮

百孔，只有承

受的命运，在某个

瞬间里，人们看似面临

着一些选择，但其实是没有

的。我很迷恋水的意象，浩大而温

柔，也危机重重，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朗

西斯的那首《游泳者》对我影响很大，他在

里面说：“他用水来保护水，用水来挡开

水。/他依靠危险，在危险中休息。淹没万物的

海/是他在自身和淹没之间唯一的所有。”我所

理解的作家，他的生活方式与写作这件事情，某

一部分是可以分割探讨的，卡夫卡也是这样。他

可以去过任何一种生活，占有或者消耗，无可厚

非，但在写作时，他面对的仍是一张白纸，必须调

动体内的全部要素，去进行冲击与想象。这是不太

能怠慢的事情。

我总想把真正的困惑抛出去
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

宋阿曼：体内的玄幽只有进入写作的专注状

态时才会和现实的一切剥离，那时候，人只能凭借

自己去面对黑暗与微光，面对全部种类的生活，代

入自己跟着人物去过一遍。我知道你之前写过一

段时间的乐评，在我理解，“乐评人”和“作家”的实

质是一样的，感受与表达，最终是要将一部分筛选

后的生活审美化。而美本身，又极为个人与模糊。

无论是意象的，人物关系的，还是氛围的，我在你

的小说中感受到极为强烈的个人审美。你放逐在

小说中的是怎样一种理想呢？

班 宇：2005年，我刚读大学，从沈阳来到一

座海边城市，首先迎来的是为期三周的军训，我对

这种集体活动一贯很抵触，每日穿着质量极差的

迷彩服，在暴晒之下，踢起一阵阵沙土，自己再完

整吸入，或者忽然匍匐，假装大敌当前，实在不知

道在演给谁看。除此之外，还要经历精神上的规

训，思想教育习以为常，但一句一句跟唱那些口

号式的歌曲，我就有点张不开口。在此之前，我

一直是忠实的摇滚乐迷，整个中学时代，几乎都

在唱片里度过，在那些夜晚，我唯一能想起的是

顶楼马戏团的歌曲《向橘红色的天空叫喊》，里

面唱道：“永远地在这个时刻，永远地在这个时

刻，一起歌唱，我们永远地年轻，我们永远地倔

强，我们永远地纯洁，我们永远地纯洁，没有人能

消灭我们，没有人能消灭我们。”那些晚上，天空

也是橘红色的，被不明之物所映照，那些虚假、脆

弱的口号声冲向天空，又被它所轻易地吞没，了

无痕迹，甚至不能改变任何一朵云的形状，我躺

在寝室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眠，我想，这是当时我

唯一能够接受的表述，并非战斗，而是在这样的时

刻里沉浸。

写作也是一种沉浸，将一张白纸所展现的开

阔，用文字填满，布置一道近乎于永恒的迷宫，使

其渐渐变得狭隘起来，读者与作者均在其中穿行，

开拓新路，也走过重复，寻觅各自的出口。军训结

束后，我经常通宵上网，打游戏，看小说，也逛一些

音乐论坛。随之，我试着用写作去解释我的世界，

从音乐评论开始，这个领域比较熟悉，我听了几千

张唱片，试着去触碰一些作品的末梢神经，乐此不

疲，一直写了将近10年，做过专题与采访，写过现

场和无数唱片，直到后来，逐渐醒悟，并不需要用

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对于许多人来讲，这是相

当徒劳的事情，世界在变，不管你是否承认，鲍勃·

迪伦不是早就在歌里唱过：“疯狂的人们，陌生的

时代；我被紧紧锁住，排挤在外；我过去很在意，但

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我写小说的契机就是觉得写乐评或者其他题

材的时候，总觉得表述不太充分，不太够，总想要

在文本里负载更多层次和意义，或者说，总想着把

自己真正的困惑抛出去，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

一点，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问题，也在不断进

化，到现在仍旧没办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

趣，并且放松。

宋阿曼：是否有将作品影视化的想法？

班 宇：我喜欢电影，也不拒绝作品的影视

化。但在写作时，很少去考虑这个事情，完成一篇

好的小说，也是很困难的。影像自有其表述，它所

需要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适合改编的故事。这方

面我不专业，凭一己之力也很难完成，所以就等机

缘合适再说。

在德里达的底线等你
■欧逸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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