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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喜欢小说创作是因为它的自由，
它会让人在有限的生命经历中感受到多种人
生，历史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创作一部作品
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灵魂拷问的过程，一路写下
人生就多了很多感受，生命就有了质感。这就
是文学所给予我们的。

作家必须尊重生活，这是作家对待生活的
态度和对待生活的理解，这些要素足以构成小
说的基本点，而至于其表现出来的层面或深或
浅，就要看作家的道行了。它涉及一个作家的
修养问题。

大家都在写小说，有的写得高级一点，有的
写得低级一点，有的作家刚开始写作什么样子，
到最后结束时还是什么样子，甚至于一步一步
倒退。其实，一个真正成功的作家，他的创作一
般分成这样几步：第一步是为了发表作品。如
何发表作品，这是大多数人于作家门槛之外所
感到的一种最深层次的困惑。当我们把这扇大
门悄悄地推开一道门缝，偶有作品能够发表时，
继而又会想到如何才能把作品再提高一个层
次。当作品达到一定层次之后，许多人就会想
到，如何才能让作品进入一流作家的行列。在
这一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人即便倾尽了一生
之力，也没能。有人会说，你是人，我也是人，你
是作家，我也是作家，你有生活，我也有生活，你
在写，我也在写，甚至我所付出的辛苦比你还要
多，而我为什么就没有取得成就？原因就在于
一个作家的修养。作家的修养是什么？生活。

有人又会说，很多人甚至活了 100 多岁也
没成为作家。是的，生活只是成为作家的一部
分要素，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作家的悟性。没有
悟性，你有再多的生活也完不成创作。悟性从
哪里来？每个人都在读书，但读书对每个人来
讲所得到的结果和效益又是不一样的。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作家的悟性问题。太聪明的人不能
写作，因为他觉得还有写作之外的更大的利益
吸引着他；但是太傻的人、智商不够的人肯定也
当不了作家。作家写作是需要智慧的。所以，
只有那些既不傻又不特别聪明的肯于付出的
人，才适合当作家。

作家要历尽人间沧桑，洗尽铅华，才能够写
出流传于世的好作品。洗尽铅华，就是洗尽杂
念，只有这样才能修成正果。一个作家，又想当
官，又想当作家，还想发财，你凭什么？鲁迅说
过，我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来写作
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均
等的。看到人家去吃饭唱歌，你也要去吃饭唱
歌；看到别人去旅游，你也要跟着去旅游，长此
以往，如何能够静下心来洗尽铅华？洗尽铅华
是真正把自己的心放下，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当把文学当成自己唯一出路的时候，可能你离
成功就不远了。

纸媒与网络最大的不同是阅读感觉不同，
阅读纸媒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阳光下，流
水边，一杯茶，一支香烟，你可以慢慢地品、细细
地读。网络是什么？匆匆地浏览，让人浮躁，生
出许多焦灼来。这就是我们阅读网络和传统书
籍的不同。十几年前，很多媒体曾经采访过我
对于网络作家的看法，我就回答过这样的问
题。我说网络作家可以有存在的理由，但网络
不可能取代纸媒体。近十几年，图书出版量是
稳步上升的。从最早古人用竹简传递文字开
始，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阅读习惯，不可能一夜
之间被网络所取代，甚至以后网络还会再发展、
发达，纸质书和纸媒也同样会延续自己的书香
品质。

艺术和生活是有距离的，作家只有和生活拉
开距离才会发现生活的可爱之处，才能产生审
美，也只有这样，作家才会有创作的冲动。我们
经常听到周围很多朋友抱怨生活，抱怨所有的事
物。

其实，作家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作家要站
在一个高点去审美，然后站在一个低点去写

作。以前经常有作家，像一个道德法官一样，站
在全视角、高视角来批判和审视生活和人物，这
样的作品很难被接受，因为你的作品，只代表你
自己或者有同样感受的一小部分人。作品是写
给更多读者看的，所以作家的视角既不应是仰
视也不应是俯视，而是平视。平视过程中要有
跳开，跳开就有了审美。学会审美的人才能找
到幸福的源泉，学会审美的作家才能找到作品
的好角度。不要一味地抱怨生活，不要一味地
当生活的评判官，要融入其中，感受其中，然后
又能离开其中。

作家在读书或写作时，是一个梳理自己人
生经验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读好多作品都读不
下去，觉得没有意义、枯燥乏味？但是有的作品
却能读得热血沸腾，甚至让我们觉得曾经经历
过这样的生活。这就是因为一个陌生的作家给
读者带来了共同的气场，他对于生活的理解让
读者产生了共鸣。

自从有了文学创作之后，为什么几千年过
去了，诗人和作家还在前仆后继地写作呢？该
写的题材、故事、人物写尽了，为什么我们还有
人在写、在读？恰恰就是因为作家对生活的感
受不同。

张三跟李四差一点点，我跟你差一点点，我
把这一点点写出来，这就是我跟你们不同的地
方。那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的小说独立存在
的价值，就是文学当中说的“这一个”。我的作
品拿出来，就是我的价值所在。为什么经历相
同却能写出不同的人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小说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仅有形式是
远远不够的，最终能打动人并能让人记住的是
小说的内容和细节。我们阅读了很多作品，虽
然好多故事淡忘了，但有些人物、细节还记得，
我觉得这

就已经很成功了。你若干年之后还忘不
掉这个细节，也就忘不了这个人物，因为这个
细节是长在人物身上的。好多人不知道怎么
刻画人物，只想写出这个人怎么高大，怎么刚
强，这就是提纲了，在写高大伟岸的人物时，要
找到细节放在他身上，他需要和细节融在一
起。人物要在故事中解决问题，体现出他的智
慧和性格。但如果简单地只为写故事而写小
说，小说中的人物便只是故事当中的符号。有
时在写某种题材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力不从
心，因为故事先行了，人物就是故事里的摆设，
这就是为了写故事而写故事了。如果我们写
故事的时候，从人物的角度开始考量，让人物
带着故事来走的话，小说就是鲜活的。

好多人问过我，电视剧本好写还是小说好
写，电视剧本和小说有什么相同与不同的地
方？相同的地方是电视剧本和小说都讲故事，
塑造人物；不同的地方太多了，其实它们是两个
行当。小说是电视剧所不能替代的，小说与电
视剧的区别是小说以内省的方式深层次的思
考，但是电视剧不能往心灵走，而是向外部走，
向外部的故事扩张。好多人说，我觉得能写小
说就能写电视剧本，能写电视剧本就能写小
说。错，我经历和感受过了才知道，原来我写了
那么多小说，尝试去做电视剧的时候，也是在写
了三四部电视剧之后，才觉得算是掌握了电视
剧本的写法，这还是经

过那么多对故事、语言的专业强化训练之
后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训练，懵懂地从头开
始摸索，那就更困难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电视剧不太好看，细节不
好，让人不舒服，因为编剧写的不是生活经验，
而仅仅是戏剧张力和冲突，有了戏剧结构以后，
就开始编。很多影视编剧能完成电视剧和电影
的结构，但是他并不能真正写好电视剧。真正
写好电视剧的编剧跟作家的成长经历是一样
的，要有对生活的感受和感悟，有对生活沉淀之
后的开掘，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和塑造出来的人
物才能打动人，才能走进观众的内心。

有些作家希望作品能被改编，但进入影视
圈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过程。我不是说进入
这个圈有多难，不是，但也需要作家的创作路
数、创作风格和样式与影视改编相契合，如果我
当年没有那个机会，到现在我也是影视圈的门
外汉。现在好多人把写小说当成影视化写作，
就是为影视写作，结果到最后两不像，导致这些
作家都没有心气写作了。

张艺谋拍完《红高粱》说，文学驮着影视在
走。许多导演也认为，真正成功的影视作品大
部分都没有离开文学，文学是各种文艺样式的
母体，即便是音乐、舞蹈，其实最终都离不开文
学。现在的文坛与影视联系这么密切，如果文
坛也被娱乐化甚至低俗化，那我们的影视也没
有希望了。

人需要看书，如果不看书一两年之内没有
问题，三五年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大脑是空
的，尤其是作为作家来讲，别人的创作思路会
激发你的创作灵感。这不是抄袭，而是你看到
了别人的角度。回到创作的方法和方式上，就
是通过借鉴，让别人的作品能勾出自己的创作
灵感。比如我欣赏的作家是海明威和杰克·伦
敦，这两位作家在 19 世纪并不是最伟大的作
家，为什么他们能给我带来醍醐灌顶式的冲击
力？我也不认识他，就因为看了他的书，我了
解他了，认识他了。尤其是我的早期创作，海
明威的作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我刚刚文
学起步的时候，读了海明威的作品，使我的创
作上了一个台阶，他作品中的灵魂、气质，他所
描述的硬汉男人的形象，硬汉男人的审美，让
我突然间觉得在心里隐藏了多年的对人性的愿
望、对英雄的理解，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其实
海明威的很多作品描写的都是普通人物，在我
眼里却都是英雄。

作家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
就是这份职业让作家承载着多种情感和人性
的拷问，所以说作家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只
要能让更多的人感到幸福、慰藉和受到启发，
作家的幸与不幸也就是小事一桩了。从开始
爱上文学之后，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过过星
期天，也没有过过大年初一，这些日子在我眼
里和平常的日子是没什么两样的。别的事情
在我眼里都没有什么意义，唯有写作，唯有回
到书桌前我觉得才有意义。当一个作家成功
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光鲜亮丽的，他是伟大的，
但有谁知道他在人后吃了多少苦，过的是怎样
苦行僧式的生活？之前说作家是文学的工程
师，现在作家被人尊重的标准是你又出了多少
本书，作品是不是畅销。作品好到什么程度，
坏到什么程度，没有评判的标准，只有广大读
者才是真正评判的尺子。

写了这么多年，我也在困惑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写和写什么？作家不能用一种方式去写所
有作品，那样的话，所有作品读起来会让人感觉
其实就是一部作品。尤其是当你出版一个小说
集，把所有作品凑在一起的时候，作品非常相似
和雷同，你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对于初学写
作者，有两个作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欧·亨利
教会我们怎么写，契诃夫告诉我们怎么写好。
欧·亨利的作品非常棒，尤其结尾反转很好。但
是契诃夫小说的内容和思想又非常深刻和具有
现实讽刺意义。写小说不能像白开水一样写感
情生活、家长里短，如果作家的作品都写成这
样，作品的未来在哪里，希望在哪里？它应该带
有思考、带有拷问，带有启示意义，这也是一种
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和方法。优秀的文学作品
相当于打开社会的一把钥匙，应该提出更多的
人生拷问。

文学是为了有梦想的人准备的，它一旦在
你的心里扎根，就会像一棵倔强的树苗在你的
心里生长，直到参天入云、浓荫蔽日。文学不
死，永远年轻，一直陪伴我们到永远。

（原载《北京文学》）

或许是由于女性之间某种难以言说的共通性，读林珊的诗并不需要用力咀
嚼，诗想要传递的情感在词句间无声地释放着，而我正好站在情感宣泄的绿荫之
下，接收到的营养向外溢出青涩的枝叶味，以至于我不能即时性地描绘观后感，否
则会酸到舌头。不过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确的，林珊的诗有着比绿叶更绿的生命力。

有攻击力的氛围感

读林珊的诗，很容易进入其诗歌的意境。这并不单单是因为意象丰富，更重
要的在于她对意象的描摹与延展。这使得意象不仅是意象，它们连同视听觉平
铺成了一个特定的场景，给予读者浓郁的氛围感。比如《家书：雨中重返梅子山》
中写道：现在，台阶而上的天空，倾斜，浮动/枯黄的松针颤抖，翻转，坠入草丛。

天空怎么会倾斜浮动呢，这或许是因为诗人躺在地上而视线转动，反映出诗
人内心的起伏。同时，天空的倾斜、转动也暗示着个人与自然的融合，低调地散
发诡魅的氛围感：“松针颤抖，翻转”，这或许是风的席卷，而在诗中却成了枯松的
主动行为，呈现出意象的生命力；“坠入草丛”则丰富了听觉，虽未直接点明是什
么样的声音，却巧妙地将读者引入场景，在思考中沉浸于彼景，充满了启发性。

林珊笔下的意象就是如此有生命力，荡漾出并不平静的画面，很容易让读
者坠入她营造的氛围之中。这是一种有攻击力的氛围感，因为它呈现得直白
又迅速，挑明了想俘获读者的心。同时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诗人用笔筑
成了另一个空间，读者每读一首诗，就是到她的乐园游历一次。次数多了便发
现，这乐园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墙壁写满了柔软，一个通气口源源不断地助推
着感性的侵略，使得置身于其中的读者放心地享受敏感。

抚人心灵的沉香味

在诗歌舞台中流连时，我感到有的诗人离我很远，有的很近，而林珊正是
后者。她的语言有一种亲和力，读起来很少有滞阻感。我认为在当下这是很
难得的优点，现如今很多诗人误入歧途，他们过于追求表达的独特性，偏激地
通过遣词造句的魔幻感来实现，却让读者失去阅读兴趣与耐心。林珊的诗歌
能让你静下心来阅读，因为诗人已经形成自己熟悉的抒情风格，并且拿捏有
度，你很容易被这个散发着沉香味的温柔乡吸引。比如《梧桐畋》：我们是走在
迷雾中，手捧莲花/接受完美与破碎的那个人。

“迷雾”带给人朦胧生畏之情，“莲花”象征智慧与神圣，“手捧莲花”走在
“迷雾”中，也就意味着靠自己的力量对抗另一种力量。不但有很强的画面性，
还折射出救赎的意味。我们是接受完美与破碎的人，因为我们本身在探寻世
界的道路上，极力在完美和邪恶中找到平衡的自我。同时，“莲花”有禅意，意
味着理性色彩，在感性中绽放出理性之花，更能给读者愉悦感。

林珊的诗歌抒发着丰沛的情感，然而我并不觉得其浓厚或俗气。她的诗
能让作为读者的我感到并不刻意的共情，而且因为角度的细节化、生活化，反
而更给了我一种觅得知音的欣喜与心安。

“给你”的真实流露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林珊诗中大量出现的一个写作对象是“你”。比如《九
月》《小镇》《城市和母亲》等。透过“你”字，我看到的是诗人无处安放的情丝和
想要宣泄的情感。没有特定的指代，只有笼统地对“你”说，某种角度来说这散
发出一种忧伤的调子。“你”可以是很多人，也可以是特定的人，但总之它成功
地让诗歌染上故事性和神秘性，留给读者大片的想象。

同时我也发现，用“你”字作为诗歌的开头，实际上也是种低调的自我表达。
比如《九月》中：你想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加紧的风声/缤纷的落叶田园里的
牧歌/你想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祝福/欲言又止的黄昏/滴水的石壁空寂的回音。

诗里呈现的场景其实是诗人本身的视角，诗句中反映出来的是诗人的个人形
象：她是留心观察生活、等待有人能同频共振、欣赏世界不同切片的孤独者。林珊好
像往鼓面敲击又等待鼓面弹回，像宣泄，也像发出邀请，等待有人来欣赏午夜剧场。

感性的任由张扬

诗人曾坦言：“我认为诗歌的写作，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一种声音。它应
该和喧嚣的尘世无关，和虚拟的网络无关。一切都应该是它自己的样子，一
切都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林珊诗歌选材的丰富性，她并
不是一成不变地局限于某个具体方面，这其中既有对个人生活的感悟，也有
对某事某物的即兴抒发，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林珊本人内心世界的开阔与
细致，所以她才能做到看什么都有诗意，看什么都能写成诗歌。

林珊诗歌的情感外露是特别明显的，读她的诗会感觉自己缩成了一团黑
色的小球，不停地向外伸展出自己的触角，去感知外界一个无比庞大的存在。
还有一点感受，诗人通过解读事物、剖析自己来构思作品是一件需要力量的
事，文字也是舞台，词句间是自己的暴露，任由感性的张扬实则是敢于直面自
己的勇气。

读林珊的诗收获很多，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便是要敢于抒发自己的感性之
情。无论是向内的自我探求或是对外的主动感触，都是一种去
感知世界的方式。感知世界定是有结果的，这样的结果是内心
去贴近生命的正向反馈。它或许琐碎、“小气”、情绪化，但是那
又怎样呢？勇于抒发情感，就离我们达到更深更细的共情又近
了一步。

站在林珊的诗歌绿荫下，我是不愿走的乘凉者。

◆ 黎奕欣

情感外露的意趣化呈现
——品读林珊诗歌◆ 石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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