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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您有多久没有回国了？这次回国有什
么特别的经历和感受？《女性的河流》完稿于什么
时候，有没有对近一年来生活和感受的观照？

虹 影：这一年3个月都在国外，因为疫情，
停滞在英国。2020年春节后我到英国了，英国疫
情变重。当时没想到，居然在离开伦敦20年后，头
一次会住得这么久，久到我得联系我的GP（社区
医生。英国医疗体系中病人先由社区医生诊断，再
由社区医生介绍到医院），久到我不再是一个旅人
而再次成为一个居住者，走遍新住地方圆几十里
的大小街道和长得横穿伦敦东西的运河，看着摄
政公园的女王玫瑰园从含苞待放到花朵凋谢。这
儿有一个动物园，听得见动物们的叫声。叫声没有
特别不同，因为它们一样被关闭。自由，只有失去，
才显得珍贵，故乡，只有离开才明白。每个人戴着
口罩走在公园，我听见说汉语，会停下来注视，听
到说重庆话，那心里会更是激动。有一次意外在附
近发现一个大亚洲超市，我看到产地是重庆的小
尖椒辣椒酱，一下子站定，仿佛长江水漫过全身。
这次回国，中转时很是辛苦，但是回到上海隔离，
感觉一日三餐顿顿美味。上海机场防控疫情井井
有条，服务人员非常亲切。隔离后，出来看到人们
已经度过当时的恐慌，到处是一片祥和。

记 者：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不同于您之前其
他作品，如果说《饥饿的儿女》《好儿女花》等作品里
看到传奇的经历和激越、反叛的情绪，《小小姑娘》

《当世界变成辣椒》等作品里看到生活中的柔情和
细节，《女性的河流》不管是从内容上说还是情绪上
说似乎有点“综述”的意味，每一节有一个小故事、
小体会，相互之间又有连续和延续性，因而整体更
从容、淡定，娓娓道来，真有一种河水流动的感觉。

虹 影：这本书是在写长篇《月光武士》空隙
中插入来的，因为需要休息，调整自己的状态，决
定写一些短的文字，是一种见缝插针的写作，来自
读书或观察。常常是与家人走公园七八公里后，回
到住处写下片段。比如一个亲密的人离世，一个物
品、一张照片，甚至吃一道菜，都会引动一些思索，

想写下来。
记 者：您的文学创作以诗歌起步，以小说蜚

声海内外，散文方面的作品相对较少。《女性的河
流：虹影词典》与您其他散文随笔集、文学作品相
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虹 影：散文一向写得多，比如有《53种离
别》和《小小姑娘》等，都是不到3000字的散文，我
喜欢本雅明的《单向街》，这是一个自传性质的著
作。如桑塔格所言：“本雅明把他所选择的回忆过
去生活的一切，都当作未来的预示，因为回忆的工
作瓦解了时间。他的回忆没有时间顺序，背离自传
的原则，因为时间在他这里是没有多大干系
的。……他所写的残章断片，完全可以叫作‘追忆
流逝的空间’，过去的生活以记忆为舞台，把事件
之流变为戏剧性的场景。本雅明并非想寻回过去，
而是要理解过去：把过去压缩进一个空间，一个预
兆未来的结构。”

记 者：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之一”，您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有没有随着年龄、
阅历而有所改变？您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生存状态
或者说姿态是怎样的？

虹 影：那就是处于一种放松自由的状态，但
很难做到，很难不激动，不抗争，不倾诉，很难沉
默。相对早年的我，我应是后女性主义者，比较宽
容、理解男性，而不是用敌视的姿态对待他们。我
烹调，占领厨房，成为一家之灵魂，我是我女儿最
好的母亲，我写作，也不再单纯地制造一场男女之
战，而是去找根源，我也用口红和旗袍，面容温和。
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用一句话回答她何以成了一个
女性主义者，她说：“因为我长得太高了。”我呢，是
身材太矮，所以，我看得见最低处的真相。

早年我无意识地套在这个词里面，30岁以
后，我认为自己几乎还是在这个词里面。40岁时，
就是2000年我从英国搬回北京，我对世界与两性
关系产生了新看法，走出这个词来。我冷静，试图
理解男人的世界。在这个时期，我写了很多理解男
性的作品，跟早期的纯女性故事相比，更想探求人
性的多面。那个故事发生在汪伪时期，就是李安的
《色戒》那个时代，用纯粹的男人故事来写旧上海
那段乱世情仇，写人性的残忍。也是第一次“钻”到
男人的身体里，想知道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
和情人，对待他们的权力。

记 者：您是重庆人，在《女性的河流里》也多
有提及，最近的作品《月光武士》同样是以重庆为
背景的，重庆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这两部作品
对重庆的表现和表达有什么不同？

虹 影：重庆是我出生地，也是我的根和原动
力。《月光武士》是虚构小说，《女性的河流》是非虚
构。都是我的内心和精神呈现。每次回重庆，我在
那儿的睡房在长江边，正对着朝天门码头，我听见
江水流淌，听见轮船鸣叫，看见每一个经过的重庆
人，听到乡音，或者我走到朝天门码头的石阶上，
走到了解放碑，听着报时钟响，走到了1号桥一
带，全是水泥高楼大厦，一个比一个奇观，仿佛进
入未来世界，那些旧日的吊脚楼毫无影踪，我眼泪
会下来，所有的场景都是我熟悉的，较场口、五一
路、朝天门码头、千厮门码头、若瑟堂教堂……那
儿的医院，那些吊脚楼在我记忆中顽固地存在下
来，那些沉睡的故事纷纷在对我讲述，汹涌澎湃，
我看到那些人的生活。像窦小明这个男孩，从12
岁开始爱上一个人，潜意识的，心中所有的欲望、
恐惧、勇敢、希望、热情，那种纯真，涌现在我面前

闪耀，像面前那江水一
样。我在这本书里写江
水，白天你是看不见天
上的星辰在那里闪烁，
可是，当我写下这样的
句子后，回重庆，我站
在我的阳台，它对着长
江和嘉陵江汇合地，一
片江水，在静静流淌，
的确有星辰在闪闪发
光，不仅是在夜里，也
在白天。我想这是一
种奇迹。

记 者：曾经您是一位母亲眼里叛逆的女儿，
现在您是一位青春期女孩儿的母亲。作为女儿、母
亲，您想对读者分享些什么？

虹 影：爱母亲如水，如水长流。爱女儿似山，
青山长绿。没有做母亲，我理解母亲没现在这样充
分，也绝不会写出《好儿女花》这样追念母亲的书
来，当然也不会以这样如水如山的方式来写《月光武
士》，一个人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是这个人，在另一种
空间是另一个人，而空间会交错，这个人会变化，令
他自己措手不及。这种状态我写进了这本新小说。

记 者：不少作家说创作是一个自我疗愈、与
自我和世界和解的过程，对此您怎么看？

虹 影：每个作家的情况不同，我一直试着这
样做，还未真正解脱，也未能与世界完全地和解，但
是正因为没有做到，才一本书接一本书地写下去。

记 者：您的作品已被译介到30多个国家，
您的足迹也踏遍了世界各地。在国外，您最惦念国
内的什么？在国内，国外的什么最让您难以释怀？

虹 影：当然是汉语，那种跳跃
在心里的叹息和一丝如风吹过的感
受。我打开窗，让你进，那是一种烧
毁你，也可拯救你的情感。这是爱
情。我对汉语的爱情，让我心有属。

在国内，国外的那种如天空如海洋般的思想，始终
游离，始终孤独，封闭在一种空间里。隔着阻碍看
到东方之日出，那最美之时刻，会让你心醉又心
碎。这就是艺术。

记 者：这部作品是你的“非虚构”作品，而你
在小说以及幻想文学等方面都有建树，不知道下
一部作品会往哪个方面发展和创作？未来会给我
们带来什么样的新作？

虹 影：暂时没有想写什么，休息一下吧，新
书出来，一直就在
做许多采访。这样
的工作不适合创
作。一个作家，为
什么非要对自己
的作品进行解释
或是说明？如果让
我选择，我不会选
择这样做。

杨典短篇小说集《恶魔师》所收入的几十篇
短札，皆为继《鹅笼记》之后一年多时间中“所制
之新簋”。这些作者口中的“急就章”包罗诸如轻
功、花关索、大异密、父子、沙皇、鼻祖、飞头蛮、心
猿、妖怪、逃犯、被往事之罪困扰的人或唐代诗人
等，有些作品甚至并无主人公的名字，“只是想记
录一些癖性与观念，一些只能转化为悠闲消遣的
悲怆记忆”。即便有人读起来依稀辨别或期待了
某种“真相或暗示”，对作家而言，“终究不是太重
要的事”。这些头脑中并无确凿对应之实的书写，

“目的就是要接近虚构的究竟项”。
摒除那些“终究不重要”的项，“在背后推动

的伟大激情之力”渗透于精炼奇崛的字句间，可
见东方意蕴的空灵与点到为止的克制。隐身于
《恶魔师》背后，杨典似乎完成了一件顶顶“私密”
的事，“期望自己的写作能在过去的思维冲锋和
观想折叠中，再次升级，甚至摆脱一切小说的传
统，达到某种无序的意外”。

文学最动人的部分源于内心和
生命本身迸发的能量

记 者：《恶魔师》中有一段按语，说明了你
集成这段书写的寄望：“写出某种根本没有故事、
结构、人物、时间、地点，非物非象非志怪，更非意
识流也没有任何逻辑与结局，却在心中总是充满
着一股伟大激情之力在秘密推动的语言或者小
说。”“伟大激情之力”对小说的作用是怎样的？

杨 典：《恶魔师》座谈时评论家冷霜提到，
我的小说很多时候有“一种巨大的激情在推动”。
近两年，我看到一些年轻作家写的非常“智力化”
的小说，写法很聪明，有的又结合了科学的讲述。
我在《懒慢抄》里也进行过这种写作，最终觉得这
既无“来路”，也谈不上是“时代语言”。对于我来
说，推动写作最重要的便是“内心巨大的激情”，
而非智力化的考量。纯粹智力化、充满理性的设
计出来的东西注定走不长远，一旦熟悉了设计好
的“程序”，也就兴味索然了。能够绵绵不绝、永远
存在的还是我们过去所尊崇的那种伟大小说的
本质。

记 者：《恶魔师》序言中你谈到，写作有时
也是一种集体（个体）无意识。“无论时长，总是要
等到结束之后，才明白它们似乎是早已被设定好
了的。”怎么理解写作的“无意识”？

杨 典：再“无意识”，提笔写的时候又变成
“有意识”了。文字本身也是一种束缚，而写作之
所以总能令人有持久的激情，乃因解铃还须系铃
人：唯有文字的深度，才能真正反抗沦陷于现世
事件中的自我，为此悖论解缚。

记 者：《恶魔师》中某些篇目与段落或可归
为“言说一种思绪”，“无论古今，最好的小说，往
往还会带有一些未完成的开放性或伟大的‘缺
憾’”，那么你认为何为“伟大的缺憾”？具体情形
有哪些？

杨 典：“缺憾”其实就相当于中国大部分艺
术都有的“留白”概念。国画、音乐、文学，皆通此

理。甚至有人说《水浒》尚未完成、《红楼梦》没写
完是故意的，只因写完就意味着转回传统叙事，
不管最后是完满团圆或是悲剧收场都有套路之
嫌，于是作者留待读者自行想象。但我所讲的“缺
憾”还与此不同，想表达的更多是含蓄“不可说”
的部分，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一个想象的
空间。这在绘画中是常识，包括西方绘画。我学画
时老师曾说，“画人像一定要画完整，但是不要把
他画完”，这简素地说明了绘画与摄影的区别，能
够恰到好处地抓住重点体现事物的特征，表现明
暗关系，并且在觉得最好的时刻停住，便是绘画
的奥义。戏剧、电影也同样，每一幕永远在最好的
地方停下，再开始下一幕。

记 者：在刚好的位置停下来是艺术。你曾
说，“任何一个短篇小说都是一部长篇小说的
核”，现在仍这么认为吗？

杨 典：很多时候你无法忍住就那么停下
来，尤其在写作当中。实际上，汉语诗、汉语小说
都以短见长。这与汉语单音节的语言特征有关，
即使是叙事的，也以简洁、留白、空灵取胜。中国
古典长篇小说最早皆由一个个短篇构成。像《红
楼梦》《金瓶梅》这样出自一人之手，已经是古典
小说的晚近了。《三国》《水浒》都有雏形，由很多
故事串连穿插而成，《西游记》更是在不断丰富中
形成了流传后世的样貌。中国古代大量的志怪笔
记都是短篇幅。我现在以写短篇小说为主，在我
看来，世间一切好的短篇小说，皆为某部长篇小
说的“缩影”。缩影难在保留浩瀚之精髓时，还能
纤毫毕现，不失细节。

记 者：你形容写小说像“一种不断坠落的
过程”，进而把伏案写作之人对文字的癖好和追
求用“失重感”一词加以归纳。这里的“坠落”“失
重”与“激情推动”是一个道理吗？

杨 典：差不多，只不过方向相反。在《恶魔
师》序言中我举了一个卡尔维诺《坠落》的例子。
小说写一人悬浮在宇宙真空之中坠落，再坠落，
不停地坠落。他虽不知会落到怎样的大地上，却
亦觉得美妙非常。他只为这“不断坠落”而感到幸
福……世间以小说而入悖谬思想、反抗现实的作
家不计其数，皆因他们深谙“世界只能倒着去理
解，顺着去经历”的道理吧。比起不断坠落，其实
我更加关心的是“什么时候真正停下来不写”，中
国古人特别有克制的天才，而这对于今人似乎变

得很难做到。
记 者：从《鹅笼记》到《恶魔师》，不啻为“接

近虚构究竟”的探索，这是否与你“跟历史相比，小说
是能够更好体现现代性和世界的”这一观点有关？

杨 典：白话写作开启以后，现代小说在书
写上出现了语言的断裂。直至上世纪80年代，小
说与诗歌从西方和传统两方面一起寻找，出现了
八九十年代掺杂了西方和传统经验的汉语写作。
然而，忽略汉字的长处、不讲究炼字越来越凸显
为当代汉语写作中的弊端。在小说集《鹅笼记》自
序中，我曾较深入地谈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汉
语写作即便不注重炼字，可能依然可以把故事讲
得很漂亮，却丧失了汉语本身的魅力，我认为须
警惕“玩弄智力游戏”意即在此。片面、过分地强
调“智商”的一面，忽略了“情商”，导致我们的文
学无法被完整而准确地传达，汉语、汉字和本应
依托于此建筑的中国文学真正高妙的部分得不
到彰显，这极大局限和削弱了西方世界对汉语文
学价值的体认。

记 者：问题似乎源于两套话语体系。
杨 典：中国的诗词曲赋及评点那套整体的

汉语模型在西方那里很难存在和奏效，对方用他们
的体系和方法来判断和评价，的确导致其很可能只
注意到故事和“智力”的方面，而那些不可言传、意在
言外的，从生命本身迸发出的激情的、携带着原始
本能的原初的、爱恨的东西几乎是被遮蔽的。

记 者：基于文化差异等原因，汉语写作的
价值很难实现无障碍的传达和评估，那么在我们
本身所处的环境中，“炼字”是否仍是一个问题？

杨 典：随着时代变化，汉语系统本身也发
生了变化，日常活跃使用的众多词语来自外来
语，客观上对炼字构成了障碍。炼字对中国古代
文学家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常识。而我们只
能靠后天学习得来，这很不容易。我是写诗出身，
所以几乎出于本能地关注这一点。

“无法被其他形式替代的才是我
眼中的文学”

记 者：你的小说中存在很多瑰丽奇崛的想
象和意象，读起来有明显不同于故事情节带来的
画面感，你对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怎么看？

杨 典：不写容易影视化的东西是我的原则
之一。事实上我不赞同“文学就是讲故事”的观
点。剧本全是干货，一个人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发生了什么，不需要形容，写下来便是，“形容”是
后期导演的事。如果从获得的角度考量，何必要
绕“写小说”这么一个大圈子呢。我对纯文学相当
重要的一层理解是，“无法改编影视，无法用其他
艺术形式替代”。彰显其独立性的坚持是文学唯
一能够冲决网罗的角度。

记 者：有没有面对过《十翼》为何会被收入
短篇小说集的疑问？

杨 典：《十翼》以鲁迅的《野草》或兰波的
《地狱一季》为先驱。《野草》很有故事性，在我看
来它并非散文，而是鲁迅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的某
种现代化的小说，或说是散文诗衍变来的产物，
文体的界线比较模糊。《十翼》与此有共通之处，
我并不试图构建故事，当初写它的时候也没想过
一定要将其收入短篇小说集。过去我写“第二经
验”的东西太多了，而现在对我第一重要的事始
终是从内向外迸发的情绪、激情、观念……同时，

个性、思想性、语言方式等也都在考量范畴。
汉语本身由于与历史文化紧密相连，很多词

天然地有特殊的意思。《十翼》为什么不叫“十诫”
呢？《十翼》即《易传》，是对《周易》作注释的著作，
假如不用这个词统摄，这十篇小说仍然成立，而
选用一个词就有一个暗示性的选择在。当决定选
用“十翼”时我也很犹豫，担心仍然在一个文化范
围内打转，而不是从内心中来的。有时我们不自觉
地从文化里摘取概念为我所用，但只要你摘了一
个概念过来，语境也就随之落到了对应的文化里
面，当你这么做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被约束了。

极精缩的篇幅是一种更密集的
写作风格

记 者：阅读《恶魔师》某些极精缩的篇目
时，心底经常涌现“是怎么做到的”，既有赞叹，也
有疑问。

杨 典：我也看到网上有人提问，“怎么能够
把那么大一堆事塞到一个那么短的篇幅里”？关
于这个问题我其实想得很浅，有时甚至觉得它只
是一种风格，把复杂的东西全部塞到很短的篇幅
中表达，让你的小说看起来“更密集”而已。当然，
也可以把一个短篇写成中篇甚至长篇，可我觉得

“口水越少越好”，但就这样，因为要考虑修辞、罗
列等，很多时候还是觉得絮叨。假如“完全撒开了
写”，会像一杯被稀释的酒，而“合在一处写”也有人
认为矫揉造作。在相当一部分人的阅读经验看来，
好的作品只能是一种特定的样子，突然读这么密
集的东西，会觉得太费脑子，更无从判别优劣。

记 者：读你的短篇小说是一种畅快而微妙
的阅读体验。

杨 典：诗歌是高度凝练的，我的写作风格
的形成与诗歌写作本能不无关系。汉语书面语的
语言方式实际上变化并不大。我们在数百年后读
四书五经，依然能够理解其意义。古人认为写作
必须学习书面语言就是这个道理，炼字是关系写
作根本的事。

“只讲述故事，没有进入观念，不
是我要的小说”

记 者：自《山海经》至《搜神记》《聊斋》等，
古人有书写神鬼怪的传统，这似乎也是一种充斥
着诡异色彩的浪漫，你认为是什么消解了今人

“浪漫的空间”？
杨 典：尽管最近没有写，但我对志怪的概

念比前两年更清晰了。我写志怪主要在2016年到
2017年写《懒慢抄》那个阶段，后来也补了一些。
《懒慢抄》是一部笔记体小说。中国传统笔记体小
说实际上从六朝志怪开始一直到晚清，绵延将近
两千年。《懒慢抄》之后，盛文强的《海怪简史》、朱
琺的《安南怪谭》等都属于志怪。

记 者：近年志怪似乎有一个小的回暖。
杨 典：对，志怪很容易被类型化。《懒慢抄》

相比于近年其他志怪保持独立性之处在于是笔
记体。今人是否写志怪，或者写得多少在我看来
不重要，如果一直写志怪、神话，难免面临类型化
的弊端，衡量的办法根本上还是回到是否“以第
一推动”为主，而志怪仅仅是一个手段。《恶魔师》
中有两篇具备志怪性质，比如《黑灯罩》，虽然我
写的内容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黑灯罩”由老
太太组成、穿黑衣等特点是有义和团历史背景

的，我把它当志怪来写。我的志怪里带有很大的
个人情绪，有时根本不把它当志怪小说写。我要
写爱情，就必须表达我自己的爱情，心里面的愿
望也好，经验也好，看法也好，必须把这些写出
来，如果只是写小说里面的人物，只讲故事，没有
进入观念，不是我要的小说。“观念”指自己内心
的东西，“没有进入观念”便没有进入内心。

记 者：除了志怪，《恶魔师》中有很多亦真
亦幻的写法，我个人很喜欢《浅茶》这一篇。

杨 典：《浅茶》是日本的一个环境，它与后
一篇《发条兔》是一体的，用了同样的人物名。我
在日本生活过，比较熟悉那里的环境，《镰仓之
崖》也是如此，结合了一点流淌在日本文学血液
中的东西来写。

记 者：日本文学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
杨 典：为什么近代日本文学的发展形成了

高峰？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它是“女性的”，我指
日本文学整体的气质，当然也有三岛由纪夫那种

“很男性”的特质，但不得不说，日本文学最精彩
的部分是女性的。这从《枕草子》到《源氏物语》，
一直到太宰治、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作家作
品都可见传承。这里的“女性”并非性别，是一个
中性词，指日本文学细腻、个人、私情的一面，可
贵之处在于其真正回到人内心的表达，对世界以
小见大的看法。

记 者：你认为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吗？
杨 典：冷战以前，世界文学已经达到了一

个很难企及的高度，彼时娱乐方式有限，文学和
作家被推到一个空前的位置上。现在好文章人们
往往从网上找来看一下就行了，不一定非买本书
看。但是这个阶段也会过去的，因为发展速度太
快了。然而“文学是人学”，这是不会过时的，只要
人类存在就不会改变。

“诗是无的艺术，我想写的小说也是”
记 者：你认为对小说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 典：说句玩笑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

说家是不是像个诗人”。目光所及，全世界最好的
小说背后的小说家几乎都是“诗人”。卡夫卡、乔
伊斯、海明威等等，他们的创造都具有诗性。中国
古代小说家就更不必说了，人人都写诗。目前很
多小说家没有诗歌训练，甚至缺乏口语训练。

记 者：你觉得这是一个有意识就能解决的
问题吗？

杨 典：不是，但我觉得写小说应该有这种
意识。当代小说家不擅长处理“什么都没有”，他
们更习惯处理的是具体发生了什么，一个人做了
什么，结果是什么。

记 者：古人对意象的营造和书写多是隐喻
与含蓄的典范，即把批评的自由、思维的拓展与
更多的故事的可能性，留给了并未写的那一边。
在你的短篇写作当中，常常出现思辨色彩和哲理
性非常强的寓言式的灵光。在你看来，“并未写的
那部分”其本质是什么？

杨 典：经过“写无”的训练，再“写有”就会很
轻松。若不会写“无”，只会写“有”，难免就会流于技
术化和类型化。说诗是“无的艺术”，似乎很好理解，
大多时候我们认同小说是“有的艺术”，要言之有
物。《懒慢抄》《鹅笼记》都在“写无”，不能说《恶魔
师》就是最好的，但目前它“写无”的尝试是最“极
端”的。荒诞派戏剧、卡夫卡都写无，但如果你认为
是隐喻和象征，似乎也无不可。

记 者：人总在潜意识里寻找类似“对应”的
存在，于是很难叙述“无”。

杨 典：对，西方比如福柯或罗兰·巴特，他们
研究哲学或者学术，但最终思考的其实是世界的
问题。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恋人絮语》等都是
这种写作，不能具象化分析，否则就发现他其实什
么都没写，这就有点像中国画。绵延几千年的题材
看起来只是大同小异，但你说画家终其一生到底
在画什么呢？可能是一种气息。要从中表现和反映
自身的性格与反抗这是最难的，也就是“画无”。

《恶魔师》：窥探虚构极限的冒险
——访作家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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