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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童：

像
地
球
一
样
大
的
短
篇
小
说

■本报记者 王珺 实习生 章林昱

3月23日晚8时， 北京师范大学教九
502可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
著名作家苏童与来自不同院系的学弟、
学妹们在此探讨“像地球一样大的短篇
小说”。

不知道苏童为什么给自己的讲座取
了这个名字， 不过， 这的确符合他的风
格。 如作家格非所言： “苏童的小说看
起来写得漫不经心， 突然宕开一笔余味
无穷。” 地球的“大” 与短篇的“短”
之间， 便形成了有趣的想象空间。

来自苏州一童子

提起苏童，一般读者会想到《妻妾成
群》以及由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
笼高高挂》，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描写女性
的高手。 许多作家同行开玩笑地称他为

“最受女性读者欢迎的作家”。对此，苏童
说“我从来没觉得这值得大家关切”，因
为“我一共几百部作品，只有四部是写女
性的”。而他笔下的女性之所以被读者牵
挂， 应该说与他写女性的态度和立场有
关：“我们以前，包括现代文学史上，一写
到女人，就是楚楚可怜、哭哭啼啼的，成
了一个受压迫、受屈辱的控诉的符号。但
是人在哪里？ 人的气味在哪里？ 我最原
始的想法， 就是要让这个‘人’ 站起
来。”

3月21日， 苏童接过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颁发的聘书， 成
为北师大第四位驻校作家。 在随后以

“先锋精神与传统书写” 为主题的研讨
会上， 著名作家、 清华大学教授格非、
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 北大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
民等专家学者从苏童作品的童年视角、
先锋与传统、 文本背后隐藏的力量等角
度对其三十年的创作进行研讨。

1980年， 17岁的苏童从苏州来到北
师大中文系读书， 他笑称自己的驻校作
家生涯从那时就开始了， 操场上夏天的
气味、 冬天的气味都清晰而丰满地留存
在他的记忆中。 “那四年是文学的转型
期， 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期， 我们
的青春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学的
时代。” 大学三年级时， 苏童发表了处
女作 《第八个是铜像》。 北师大文学院
院长过常宝记得， 在他读本科时的上世
纪80年代中后期， 曾和同学们争相传阅
苏童的成名作 《1934年的逃亡》。

对短篇小说的迷恋使苏童更喜欢谈
论短篇小说， 对他来说， 写短篇和读短
篇都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他对文学创作
出版领域存在的长篇沙文主义感到无
奈， 坚持认为短篇小说其实是成年人的

童 话 ，

可以“让你触摸到文学的所有肌理、 脉
络”。 他说： “短篇小说是为我而写，
长篇小说是为苏童而写。”

短篇小说进化论

“短篇是唱诗的过程， 长篇是自我
施洗的过程。” 在一篇访谈中， 苏童这
样描述创作短篇与长篇的不同感受。 有
一段时间， 他喜欢用“一张桌子上的舞
蹈” 比喻短篇小说的美感，这次来讲座，
他不想老调重弹。 他说：“如果一部好的
长篇小说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那
么短篇小说就是室内乐， 短篇小说不是
一个人的独角戏， 长篇小说中诸多文学
元素的相互作用，短篇小说中也都有。它
虽然不像交响乐般华耀，但其复杂性、丰
富性与协作性都能得到体现。 ”他认为，
短篇小说的艺术体现为“一唱三叹”，

“唱”其实就是创作，“叹”就是阅读之后
所产生的所有审美概念。

短篇小说由来何自？ 通常教授会顺
着 《搜神记》、 魏晋志怪小说一路捋下
来。 苏童认为， “三言二拍” 标志着符
合现代审美意义的短篇小说在中国的出
现。 然后， 他想到意大利的 《十日谈》，
他觉得那是中国短篇小说和欧美短篇小
说的第一次对话。 “我最喜欢其中的
《醒世恒言》， 你会看到， 在那样的时
代， 中国的业余作者， 根据市井生活编
造了大量世俗意义上的故事； 在意大
利， 作家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对世
俗的人生百态进行描摹。

“十日谈” 和“三言二拍” 时代的
短篇小说呈现的是一个世俗的、 草根的
形态， 当时的短篇小说写作者不是知识
人， 所以对社会不存在批判的热切欲
望。 短篇小说在英、 美、 俄等国家发
展、 成熟得比较快， 到了19世纪末， 契
诃夫、 莫泊桑等作家的出现， 标志着短
篇小说在西方的成熟。 我们则稍微滞后
一点。 苏童认为， 上世纪30年代鲁迅先
生出现了， 我们的短篇小说算是真正成
熟了。 这个时候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面
貌： 基本背离了“十日谈”、 “三言二
拍” 的风格， 短篇小说作者开始在作品
中建立自己的形象， 当然， 很多人选择
的是批判者的形象。

短篇小说的使命

“在短篇小说这么一个逼仄的空间
里， 我该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是非
常具体的问题。 成功的短篇小说作家，
莫泊桑也好， 欧·亨利也好， 契诃夫也
好， 包括我们现在的作家， 要写好小
说， 必须要提供好故事。 这个故事怎么
讲， 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苏童以
欧·亨利为例： “《麦琪的礼物》、 《最

后一片叶子》， 相信无数人
记 忆 深 刻 。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的小说是靠什么
东西提供故事的？ 对， 偶然性。” 他说，
欧·亨利的所有短篇小说都依赖于某一个
偶然事件的发现， 然后， 敷衍种种的意
外———它的戏剧性就建立于此。 这种方式
在某一时期内成为短篇小说的正统， 直到
现在， 美国有一种很有名的短篇小说， 就
叫“欧·亨利短篇小说”。

除此之外， 短篇小说还有很多种类
型， 苏童倾向于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
的说法， 认为现代的短篇小说“不是契诃
夫， 就是博尔赫斯”。 在布鲁姆看来， 这
是两种短篇小说———“契诃夫式的短篇小
说” 和“博尔赫斯式的短篇小说”。 布鲁
姆说： “短篇小说的一个使命， 是用契诃
夫去追寻真实， 用博尔赫斯去翻转真实。”
苏童以契诃夫名篇 《万卡》 解读“用契诃
夫来追寻真实” 这句话， “这封小男孩万
卡写给爷爷的信， 乱七八糟的， 但是你在
静心读的时候， 会真的读出眼泪。” 苏童
说其实自己的泪点很高， 但是契诃夫让他
读出了眼泪。 就这么一篇3000字的 《万
卡》， 可以体会到契诃夫真实的力量。

最初， 苏童对“用博尔赫斯来翻转真
实” 感到费解。 后来当他看到布鲁姆引入
了卡夫卡， 用了“卡夫卡-博尔赫斯” 这
个表述时， 他突然明白了“翻转” 的含
义。 博尔赫斯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大师， 他
在晚年眼睛瞎了， 他作品里那些唯美的句
子， 居然是他自己说出来， 由他妈妈记录
的。 他的小说有两类：一类是《交叉小径的
花园》、《阿莱夫》这样比较虚的，还有一类
是非常直接的，写阿根廷日常街头生活的，
那是在他还比较健康的时候创作的。 苏童
说，“追求真实”与“翻转真实”的差异，其实
就是面对着一只落水的桶。契诃夫的小说，
是慢慢地写水的，水面慢慢地降低，桶底露
出来，有一条缝，如果说这就是真实，那么
契诃夫就从水写起， 他是不破坏我们的习
惯的。但我们看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
利一觉醒来， 变成一只虫子， 很少有人会
问，他是怎么变虫子的？他只看你接不接受
最后的结论，这就是把水倒掉，把桶倒扣在
地上， 直接告诉你， 这个桶的桶底有一条
缝。格里高利从一个人变成一条虫子，在契
诃夫那里是有细细的描述， 这其实是内藏
一个非常大的象征， 是你对这个象征接受
不接受。 苏童认为， 用“卡夫卡—博尔赫
斯”，解释对真实的一种诉求，不要计较这
个虫子有没有什么荒诞性。“翻转真实”就
是把一个荒诞的、 偏离我们日常生活真实
的事情告诉你。

追求真实也好， 翻转真实也好， 苏童
说， 短篇小说的使命还是要去揭露现实。

说到短篇小说的发展， 苏童用一句话
概括———在反对欧·亨利、 莫泊桑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 这是当今短篇小说的一个总
体趋势和走向。 他建议同学们看看雷蒙·
卡佛的小说， “他开创了一种堪称新时代
短篇小说的视野， 甚至是方法”。 苏童认
为， 不仅是中国作家， 在世界范围内， 短
篇小说创作都是在反莫泊桑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简单。 而
这一切就是希望用最真实

的生活直击生活。

任性时代的哲学
■张杰

去年，第一次在现实中听到“任性”这
个被网络赋予新意的词语时， 我有点被震
住了。 它从一个与这个词语本不相宜的丑
女人嘴里喷出来， 包裹在一股“野蛮女
友”、 “女汉子” 姿态的喷泉之中， 像箭
簇射中野兽一样， 一下便被听者记牢了。
接着， 这个词汇铺天盖地在各种场合流行
起来， 似乎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由这个词
语引起的快感和狂欢， 让人不由得对现代
汉语词汇近乎万能的丰富性及其使用技巧
拍案叫绝， 感叹人们对于词语富有创造色
彩的翻新能力。

站在被雾霾封锁的空气里， 在对全民
词语狂欢的妄想中， 我却一下陷入了自己
对于词语理解力匮乏的恐慌。 我仔细搜寻
经验中对这个词的理解， 发现有一种不自
信的落伍感， 在自己的词典里， 和眼下这
个词的熠熠生辉相比， 我对它的理解如此
陈旧。

在有限的乡村经验中， 甚至从记事起
便经常听祖母挂在嘴边的一句常用来警告
叔叔们的哲理：马犟损力，人犟损财。我家
那时养不起马，只养过一头牛和一头驴。的
确， 这两头先后来到我家的牲口， 因为倔
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任性，我亲眼目睹了
它们所遭受的惩罚。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
被施以重罚， 加大到几倍于平时的劳动量
和皮鞭量，直到浑身抽搐，汗水浇透。当时，
我对这两种可怜的动物充满同情和怜悯，
甚至有一种自己没有被托生畜类的庆幸。

但这种朴素的乡村伦理经验和此后现
代汉语词典里的正解， 丝毫不能减少我第
一次听到这个被翻新词汇时的苍白感和贫
乏感。 我被这个生猛的词击中后， 赶紧百
度，得如下解释：听凭秉性行事；放纵、不约
束自己；《东观汉记·马融传》：“涿郡卢植、
北海郑元，皆其徒也，善鼓瑟，好吹笛，达生
任性，不拘儒者之节”；范文澜、蔡美彪等
《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三章第十一节：“曹植
更不守礼法，饮酒无节，任性而行，是一个

纯粹的文士”。
与这个词眼下的生猛和光鲜相比，这些

解释都显得有些陈旧和黯然失色，活像一件
乡村老大爷过时的黑色老棉袄，尴尬地悬挂
在岁月枝头受尽新潮流的嘲讽。对这个词语
传统中最好的解释，莫过于率性而为的自由
与纯粹成分了。

但很快，这种词语光鲜表面冲击下的羞
愧，便被一种莫名的危机感所代替。在世界
理性潮流中，为什么风景这边独“任性”，这
种非理性的情绪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其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群体哲学和集体无意识？

我曾对这种社会畸形心态如此描述：不
知从何时起，这个世界开始流行一种强盗逻
辑，愈是理屈词穷和伤天害理愈是穷凶极恶
和理直气壮，越是虚弱越是表现阳亢，以期
占领一种舆论与道德至高点，但同时透露出
一种透支后的精神虚脱，使社会生态陷入一
种恶性循环。“任性”一出，便表现出一种一
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和毅力，而且以一种表面
潇洒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容易想到某小品
中的“我骄傲”和强盗逻辑的升级版———姐
就这么任性。

这个词语产生于所谓的城市文化， 其实
硬作狂欢背后隐藏着一种体力和透支未来后
的绝望感以及娱乐至死的幻灭感。 在变质的
空气、 有毒的食品、 被压抑的精神、 高房价、
高房租等物质和精神双重雾霾下， 高强度的
城市节奏和挣命式的谋生方式， 已经让这个
世界失去耐心， 只剩泼妇骂街式的任性与狂
欢———舍任性其谁， 舍我其谁？ 用鲁迅的话
说是“出离的愤怒”， 变一下说法就是“姐要
骂街了” ———难道也许这就是这个任性时代
的逻辑？

前天打球间隙， 聊起流行的任性话题，
球友的答案更“残缺”和赤裸：现在家里一般
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骂，更舍不得打，孩子
怎么可能不任性？据说老师们亦承认现在的
孩子清一色都很任性；据说腐败的贪官们贪
污得很任性和疯狂———难道我们真的进入
了任性时代？但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由任性
作支撑的民族的底色和未来。

筲现场

筲资讯

海峡两岸网络原创文学大赛启动
由中国出版集团主办，大佳网等承办的“海峡两岸网络

原创文学大赛”近日在京启动。 以“那些美好的……”为主
题，邀请两岸及海外热爱汉语写作的作者，共同书写中华文
化影响下的生命经验和美好记忆。

本届大赛参与者开放、题材开放，除诗歌外，小说、散
文、剧本等文学形式均可，还将特邀一批知名作家参与，以
扩大网络文学创作范围。 大赛设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
名、优秀奖8名、入围奖若干名。 大赛将于今年5月31日截
稿，获奖作品将出版成书。

（却咏梅）

筲如是我观

唱响未唱之歌
■杜霞

也许，没有哪部影片，比《放牛班的春
天》（法国，2004）更适合开启我们这门“电
影课”的帷幕。影片中伴随着美妙乐声闪过
的那一角湛蓝晴空和褐色高墙上勃发着新
绿的藤蔓，在尚有寒意的北方之春，看起来
显得格外动人。

而在1949年的早春时节， 马修先生第一
次踏进那个被称为“池塘底部”的问题学校，那
是个灰暗的早晨，怀揣着音乐梦想的马修，也
正处于他人生的低谷， 这位壮志未酬的音乐
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9年1月15日， 在所
有领域里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 我确信自
己人生的最低谷来到，那是在一个寄宿学校，
专为‘再教育’问题少年们而设置，至少从招聘
广告上看是如此，‘池塘底部’———即使是学校
的名字也似乎专为我而挑选……”

这个名为“池塘底部”的学校，到了台
湾的语境中，被翻译成了“放牛班”。“放牛
班” 是台湾的一种俚语称呼， 也叫“后段
班”，进这种班的学生大都成绩较差，基本
上来自于社会的底层，家庭环境往往堪忧。
无论是“池塘底部”，还是“放牛班”，都似乎
在暗示着，这是一群已经被贴上标签、被边
缘化的孩子。事实上，掌管着这个“池塘底
部”的哈桑校长，也正是以一种对待另类的
歧视心态， 对这些本该受到更悉心引导的
孩子们，实施着严苛的规训与惩罚。

可以想见，初到“池塘底部”的马修会
是怎样的一种心境。“我想唱的歌至今未曾
唱出。我一天天为我的乐器调整丝弦。时机
尚未来临，歌词尚未填妥；我心中只有希求
的痛楚。花尚未绽放，只有风瑟瑟而过。”用
泰戈尔的这首《未唱之歌》，来形容马修先
生此时的寂寥，无疑是非常贴切的。这不禁
令人想到另一部以音乐为题材的教育电影
《生命因你而动听》（美国，1995）。上个世纪
60年代的美国俄勒冈州，作曲家格兰·霍兰
为了实现他的音乐理想， 在一所中学谋到
了一份音乐教师的工作，上课的第一天，霍
兰就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学生们
在弹奏乐器时不但荒腔走板， 甚至连著名
音乐家巴赫的名字都未曾听闻。

无论是马修先生还是霍兰先生， 教书，
都不是他们人生规划里的首选。他们视音乐
为生命，他们都怀抱着那支“未唱之歌”，试
图有一天谱写出属于自己的华彩乐章。然
而，或因生不逢时，或因家庭生活的重担，让
他们不得不做出了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进而又被诡谲的命运之手推到了一个更加
富有挑战的教育场域。

尽管也有短暂的彷徨、失落、迟疑和犹
豫，但最终他们还是留了下来。那么，是什
么让他们在荒凉、 暗淡以及种种的不完美

中坚持了下来，并最终真诚地拥抱了“教师”
这份太阳底下最光辉也最艰巨的职业？

“看看你经过的路上， 孩子们迷了路，
向他们伸出手， 拉他们一把， 步向往后的
日子……” 这是马修为孩子们写的歌。也
许，只有一颗善感的心灵，才能敏锐地感知
到那些痛苦、疏离、压抑和沉闷；只有一颗渴
求爱、自由与高贵的心灵，才不能忍受屈辱、
恐惧、悲伤的呓语和无边的黑暗。

“空中飞舞的风筝，请你别停下，飞往大
海，飘向高空，一个孩子在向你张望……”心
灵，借着音乐的引领，慢慢柔软、润泽，并慢慢
汇拢、聚合。“Les� Choristes”———这是《放牛
班的春天》的法语片名，意思是“合唱团”。命
运把人抛到最低谷时，也往往孕育了转折的
契机。当马修把自己的“未唱之歌”融入与孩
子们心灵共振的合唱中时，他也同时为自己
和孩子们揭开了春的序幕。他在校长面前为
孩子们的恶作剧竭力掩护开脱，使他们得到
安全的庇佑； 他发现了莫朗奇的音乐天赋，
让这个“有着天使面孔和魔鬼心肠”的少年
走出了心灵的幽暗，并懂得了宽容、理解与
爱； 他用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和对爱的践行，
“解冻”了身边刻板教条的同事，把“池塘底
部”变成了暖意融融的家……

“海面上的清风，托起轻盈的飞鹭，从白雪
皑皑的大地飞来， 冬日转瞬即逝的气息……”
冰雪消融， 万物生长， 灵魂翱翔———当一个
人，他把自己的心灵与生命和更多的心灵与
生命联结在一起时，一些神奇的事情便会发
生。这是一个古老的事业，从苏格拉底、孔子
开始，多少人前赴后继，沥血呕心，才让这个
心灵的伟大工程得以传继。

马修先生终生也未能成为音乐家，甚至
他所培养的天才音乐少年，在成名后也忘记
了老师的名字，但对于马修来说，这些也许
都不重要了———因为曾经有一个孩子， 在向
你张望。

在这些渴求的目光中， 最让人心动的，还
要属小孤儿派皮诺。马修先生之前一定没有想
到，在他的“未唱之歌”中，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
小音符。在影片中，这个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
孩子自始至终没有唱过一句歌，但也许只有马
修听到了，孩子心中那默默流淌的乐音。庆幸的
是，这个每周六都在校门口苦苦等待家人的小
孤儿，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一份温厚而坚实的
爱。当马修最终被校长辞退时，派皮诺拎着他的
小包袱追到了校门口，牵住马修先生的手，那一
刻，“一道绚烂金光，在小路尽头闪烁”。

轻轻地，他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只是
这一次，他不再茕茕独行；这一次，他把一个
春天留在了身后。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
授，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目前主要从事
语言教育、艺术教育研究。 ）

写给童年的云
这是一朵写给童年的云。跟养花、养草、养猫、养狗的少年

们不同，阿狸的小伙伴是一朵“小小云”。他们一起学习飞行，
一起嬉戏玩耍，一起躺在厚厚的叶子上睡午觉、做美梦……直
到有一天，小小云慢慢长大了，大到遮住了阳光遮住了风。

超人气形象小狐狸“阿狸”的作者Hans本名徐瀚，毕业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他创作的《阿狸·梦之城堡》、《阿狸·永远站》
等绘本畅销数百万册。 由接力出版社最新推出的图画书《阿狸
和小小云》是他为儿童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儿童文学作家高洪
波赞其“充满了温暖的气息，又有一点点忧伤在里面，是一本富
有诗意、梦想色彩且带有哲思的图画书。 ” （缇妮）

底图： Hans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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