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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孙子。

可我不是个普通的孙子。

我是个真孙。

我们这地方，是个有文化的地方，过去经常在戏文里唱才子佳人假子

真孙这样的故事。 我就是那个真孙。

———《灭籍记》

走出会场的时候，伊豆豆对万丽说，你的好戏要开场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康季平留校了，万丽被分配到市郊的一所中学当老

师。 同学都在背后说，是康季平出卖了万丽自己挤上去的。 万丽有什么好

出卖的，就是谈恋爱。那时候读大学跟现在不一样，谈恋爱是有的，但都是

地下工作，被发现了也不能说出你的秘密。 万丽确实是谈恋爱了，跟谁谈

呢，就是跟康季平。 这样说起来，康季平的人品太有问题了。

———《女同志》

相传，很久很久的远古时代，在茫茫的大海中，有一天突然涌出了一

个小小的岛屿，人们把它叫作海涌山。 海涌山便是现在的苏州名胜虎丘，

也便是苏州地区最早的陆地。

———《裤裆巷风流记》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桂香街，那就从桂香街开始吧。

桂香街上有座大宅院，那是贵潘的老宅。 贵潘是南州的名门望族、官

宦人家，历代科举考试中，这个家族出过状元、探花，翰林，举人则不可胜

数，曾有“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天下无二家”之称，其门第之显

贵，不仅在南州，即使在中国家族史上，也属罕见。 其中最稀罕的叔侄两

人，叔叔潘学澜，参加会试，成绩优异，颇受主考官赏识，眼看可以夺魁问

鼎，结果却因故没有赶得上保和殿“御试”的时间，错过机会，也因此被冠

以“天子呼来不上船”，用现在的话说，牛啊。

———《桂香街》

自清喜欢买书。买书是好事情，可是到后来就渐渐地有了许多不便之

处，主要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本来书是人买来的，人是书的主人，结果书

太多了，事情就反过来了，书挤占了人的空间，人在书的缝隙中艰难栖息，

人成了书的奴隶。在书的世界里，人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压抑，最后人要夺

回自己的地位，就得对书下手了。怎么下手？当然是把书处理掉一部分，让

它还出位置来。 这位置本来是人的。

———《城乡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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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小我”背后应有大时代的意义支撑

范小青最新长篇小说《灭籍记》在《作家》杂志首发，

单行本即将出版。 从青春过往到姑苏印象，从世情传统
到现代观念，从乡土人伦到城市变迁，范小青总能通过
巧妙而精准的表达方式，展现出自身对于社会变革中人
与空间关系的体悟、理解。 她的叙述穿透喧嚣的现实表
象，在被众人遗忘的历史碎片之上真正确立了写作的动
力与意义。 在《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灭籍记》等诸多
作品里，时、空不再泾渭分明，而是互相流动、彼此贯通。

因此那些动人的生命片段能够从时代对个体的偏见中
挣脱而出，同时抵达过去与未来。

关于历史、记忆，关于身份、命运，范小青从来不会
给出确定无疑的回答。 因为“确定无疑”也往往意味着一
种指向自我的叙述局限。 相反，她让现实读者与小说人
物共同面对虚实交错的复杂局面，并各自感受着随之浮
出水面的幸或不幸。 从这个意义来讲，范小青的文学创
作一直以来都在试图逸出某条被规范的“现实边界”，但
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为了能够重新回归到现实当中。

本期“名家访谈”，我们对话范小青。

顾奕俊 ：你的最新长篇小说《灭

籍记》在《作家》杂志发表，据说单行

本也很快将和读者见面。 《灭籍记》关

乎“寻找”，而相类似的主题、结构在

你之前的小说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显

现。 这一次你通过《灭籍记》想要“寻

找”什么？ 能谈谈你创作这部小说的

动因吗？

范小青：我创作《灭籍记》的初衷

就是想写一个以“回到苏州”为主题

的故事。苏州是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

城市。 比如说苏州的老宅，在我的心

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也写过

很多关于苏州老宅的小说、 散文，比

如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

记》。到了《灭籍记》，我想用当下的眼

光再去重新打量那些记忆中的苏州

老宅。

顾奕俊：《灭籍记》 里有一些非常

有意味的细节，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你怎样看待《灭籍记》里这些偏离现实

逻辑结构的细节或意象？换言之，你是

如何处理小说中的“纪实”与“虚构”？

范小青 :《灭籍记》 其实建立在

“实”的基础之上，就是苏州老宅在今

天碰到的那些普遍性问题。 在动笔写

《灭籍记》之前，我是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正

面去“强攻”这些问题好像行不通。 所

以我就换了一个思路， 使用现代的手

法写《灭籍记》。 其实最初“寻找”这一

主题只是小说的引子， 但绕了一圈以

后，又回到了原先那个“寻找”主题。

这部小说里想象的部分我自己

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这些想象的

部分体现出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普遍

性荒诞。《灭籍记》的郑永梅是一个不

存在的“人”。 但他居然“活”了那么

久，即使到小说结尾依然发挥着关键

作用。 还有一个郑见桃，因为无法证

明自己的身份，只能冒名顶替他人。

时代发生转变的时候会形成缝

隙。 在“新”与“旧”交替的时候，旧规则

没有被完全打破， 新规则也没有完全

得到确立，这时候就会产生缝隙，成为

文学创作的源泉。 这也是我在塑造郑

见桃、郑永梅这组人物时的考量。

顾奕俊：《灭籍记》 里写郑永梅

的大学同学开同学会， 争相回忆自

己与郑永梅的过往， 并且通过这种

方式“信誓旦旦”地“还原”出郑永梅

的面貌。 郑永梅并不存在，但关于郑

永梅的“历史”却因为这些漏洞百出

的“记忆集合”真真切切地建构起来

了。 这也涉及到历史与记忆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

范小青：事实上，对于那些有关

历史的叙述， 我通常持一种较为怀

疑的态度 ，所以我会在 《灭籍记 》里

有这样的情节安排。 你必须要认识

到，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在记忆上也会有误差。 在我的小说

里，关于历史的部分，从来不会作出

特别确切的判断。 因为有些事情即

使是你亲身经历过的 ，你也很难做

出百分之百的精准判断， 更何况很

多事情是他人经历的， 而你只是一

个身处其外的听众。

顾奕俊：在 1985 年前后，你从《夜

归》《上弦月》 《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这一类青春写作逐渐转向 “苏州故事”

书写。 你当时为何会产生这种转向？

范小青 ： 我的写作从最初到现

在， 基本都是现实题材， 绝大部分的

作品都是来自生活 。 1985 年之前我

还在学校 ， 1985 年之后我成了省作

协的专业作家 。 那时我住在苏州的

小巷里 ， 常常会跑到居委会去和居

委会干部一起工作 ， 有时也会跟着

他们出去走访 。 我记得大概是 1985

年 ， 我跟随居委会干部参加了一个

全国房屋普查的活动 ， 普查人员需

要挨家挨户去统计居民住房的实际

面积 ， 这个走访过程对我产生了

比较明显的影响 。 尽管当时我也

住在苏州小巷里 ， 但小巷里每家

每户的生活情况我是不太熟悉的。

当我真的有机会去观察那些小巷

居民的生活状况后 ， 我的写作题材

也就开始发生变化。 应该说 1985 年

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 我基本写的

都是苏州。

顾奕俊： 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发表的一批 “苏州故事” 小说， 会时

常使用到苏白。 你怎么看待作家与地

域文化、 地域方言之间的联系？

范小青： 我从小就生活在苏州，

因此我和苏州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

尤其是其中浓厚的世情文化， 必然无法

摆脱。 所以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

那批写苏州的作品里， 我会比较多地使

用苏州方言。 自己当时也蛮得意， 因为

读者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苏州作家写

的小说。 那时候我对于地方文化的理解

就是： 形式。 方言其实也是一种形式。

通过这种形式， 读者知道我来自苏州。

至于后来为何我会减少对于苏白的使

用， 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要从 “形似”

转向 “神似”。 有时候我即便不用方言，

读者还是可以通过我写的某个小说人物

看出来： 这是一个苏州人。 现如今， 我

可能会在叙述中最为合适的地方使用苏

白， 这也表达了我骨子里深受吴语文化

浸染的那部分。 当然， 现在我的确比较

慎重地使用方言， 因为我会更强调小说

的现代性。 相对的， 地方特色或者方言

就不能太过强烈了。

顾奕俊： 读了你早期的作品， 可以

看到你们这一代作家是自年轻时期就有

意识地在文学创作中将个人命运、 集体

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讨论个人的

出路，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讨论国家

的出路。 但当下的青年作家似乎更偏向

于去书写 “小我” 在 “小时代” 里的心

理结构与情感经历。 你怎样看待当下的

青年写作？

范小青： 我想， 这不是青年作家个

人的问题 ， 而更多还是时代发展的关

系。 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

现在 “80 后” “90 后 ” “00 后 ”， 他

们出生的时候基本已经处在一个多元、

开放的现代社会。 他们成长中接触到的

事物可能是比较开放的， 但他们的生活

方式又可能是比较自我的。 相比较而言，

我们这一代人在生活中是会考虑到其它

的方方面面， 更加强调一种需要去践履

的责任意识。

谈到当下的青年写作， 我个人认为，

我们的写作应该要 “以小见大 ”。 你写

“小时代”， 写 “小我”， 没有任何问题。

但 “小我” 背后应该要有大的时代意义去

支撑。 比如我的小说里大多数是小人物。

但这些小人物处于时代潮流之中， 他们的

喜怒哀愁与时代相互捆绑。 年轻作家写人

物当然也不会脱离时代， 但在写作的主观

意识上， 青年作家们应该通过 “小我” 从

而更多地去反映现实与时代， 反映现实与

时代背后那种形而上的内质。

顾奕俊： 你去年在 《文汇报》 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 《城市人群， 是文学创作

的原乡和支点 》 的创作谈 ， 提到自己

“对城市题材着了迷”， 甚至是 “有点一

发不可收拾” 的。 应该看到， 我们当下

所讨论的 “城市” 显然已经和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有明显区别， 探究 “谁的城 ”

“谁的乡” 显得异常复杂而艰难 。 你的

小说一直在探究城市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变迁 。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这部

《灭籍记》， 你如何看待城市在自己笔下

的这种变迁？

范小青 ： 在我之前一系列有关城

市书写的作品中 ， 就体现出了你所提

出的这个问题 。 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 我主要还是关注城市小巷中的人

事 。 我最近因为要写一篇创作谈特意

去查了下资料 ， 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

事情 。 1986 年的时候 ， 美国上映了一

部机器人题材的电影 《砍槌 》， 那部电

影非常生动地设想了人类对于现代科

技的滥用所可能触发的种种后果 。 那

么同一年我又在写什么呢 ？ 我在写一

个叫做 《过界 》 的小说 ， 讲述了街巷

间的家长里短。

1980 年代开始 ， 苏州小巷里很多

家庭的孩子长大了 ， 要分房睡 ， 但房

子小 ， 怎么办 ？ 有些家庭就会搭违章

建筑。 你搭你的， 我搭我的 ， 过了界 ，

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 这就是当时中国

的现实情景 。 而同期的美国电影人已

经在讨论机器人的问题了 。 从八十年

代到九十年代初期 ， 基本上苏州还是

“老苏州 ”。 因为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

城市改造 ， 但后来我为什么不写 “老

苏州” 了呢？ 因为 “老苏州 ” 消失了 。

尽管现在苏州还保存着几条老街 ， 但

是这些老街保存下来的主要功能只是

供人观赏 ， 而不是让人生活在里面 。

同时 ， 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 差别也越来越小。

顾奕俊： 你现在对城市的关注点主

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范小青： 我现在特别关注那些出生

于边远地区 、 但经过高等教育的年轻

人。 他们留在城市打拼， 这批人的生活

还是比较艰辛的。 他们有了知识， 有了

学历 ， 他们的理想就自然而然会比较

高。 但理想一高， 压力也会随之增大 。

这里所说的 “压力” 也包括现实层面的

部分， 比如租房买房， 结婚生子。 这些

都很值得关注。

顾奕俊： 据说你现在正在创作的一

部小说， 就是关于青年群体在城市里打

拼创业的。 能小小透露一下吗？

范小青： 这是我现在在写的短篇小

说 ， 主要讲述了几个外乡的知识青年

在城市里开办搬家公司的故事 。 我写

小说往往希望透过这些人物 ， 看到他

们背后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 搬家公司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 因为很多家

庭搬家都必定要找搬家公司 ， 而搬家

公司内部也有很多 “玄机”， 非常值得

我们去了解 。 但问题在于 ， 假如你无

法写出这些表层背后的 “形而上 ”， 那

就没有任何价值。

顾奕俊 ： 你似乎非常有意识地在

自己的小说中去平衡 “形而上” 与 “形

而下”？

范小青： 其实在我早期的小说创作

生涯中 ， 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要去平衡

“形而上” 与 “形而下”。 也许那时我的

小说里会有 “形而上” 的因素， 但完全

是不自觉的 。 比如我 1990 年代初期的

一批小说， 写的比较 “淡”， 但这里面

其实包含着某种 “形而上” 的内质。 但

这种 “形而上” 的内质又说不清。 这其

实是一种特殊的小说样式。 但另一方面

来看 ， 这样的小说又可能不太受读者

欢迎 。 比如北方人喝碧螺春 ， 他会觉

得喝不出什么味道， 因此觉得不好喝 。

我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写的那批作品 ，

我会觉得这是自己较为喜欢的小说 。

现在我在写的小说， 尤其是短篇小说 ，

你看题材和人物 ， 好像也没有什么了

不起的， 因此你假如无法通过小说传递

出一些 “形而上” 的东西， 这种写作就

不具备太多意义。

我的写作绝大部分来自生活

有些小说写得比较 “淡”，

但其实里面包含着某种 “形而

上” 的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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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下眼光重新打
量记忆中的苏州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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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让范小青流连忘返的苏州老宅 （图/视觉中国）

下图： 范小青的代表作 《女同志》 《裤裆巷风流记 》

《城乡简史》 《城市片断》 （资料照片）

范小青笔下，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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