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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衣带渐宽终不悔
叶兆言谈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

四十多年前的某个时刻，我开始写
小说，开始写短篇小说。时隔多年，记
忆有些模糊，历史不再清晰。当时并不
知道该怎么写，只是朦朦胧胧写了，稀
里糊涂地发表。从此，虽然经历过五年
的任何文字也发表不了，却始终坚持在
写，基本上没停过笔，总是在写，写，一
直熬到了今天。

文学创作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写上一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是2017

年，写得很累，很苦，最艰难的时刻，我
非常沮丧地对女儿说，这很可能是自己
的最后一部长篇。然后，终于写完了，
终于完成了，松了一口气，又接着开始
写非虚构的《南京传》。

写《南京传》是一种别样体验，当然
也是很累，很苦，然而与写小说不一样，
它好像更从容，更另类，整整一年，又回
到当年读研究生的时代，完全恢复学生
模样，这一年，就是孜孜不倦地写，查
书，核对资料。接受记者采访，我形容
这一段日子，仿佛在写学位论文。

写作是永远没有办法毕业的，写
《南京传》时，有一阵状态奇好，每天差
不多干十个小时。一天写下来，天昏地
暗，天旋地转，把这种感觉说给家人听，
说给朋友听，家人和朋友都有点担心，
说你不要命了，说你都是老同志了，不
可以这么玩。作为写作者，能有这样的
状态，其实很得意，毕竟我已六十出
头，本钱怎么再能和年轻时相比。也正
是在这段日子，女儿和女婿决定要去土
耳其旅游，他们在网上做功课，选好了
旅行路线，租了车，完全可以带着老两
口一起去玩。我太太为此很心动，确实
是一次出游的好机会，全家租上一辆
车，一起漫游土耳其，想想都美好，都
惬意。

但是我放弃了去土耳其的念头，或
者换句话说，根本就没产生这样的念
头。当时的写作状态十分神勇，无法设
想如果去了土耳其，休息半个月，会有
什么样的后果。写作一旦开始，真要是
突然停下来，临时刹车，很可能造成非
常恐怖的局面。写作期间，大脑通常都
是混乱，有很多头绪，神经不太正常，这

时候外出，这时候经历一些其他事，等
于是用一把修理树枝的大剪刀，伸进脑
袋里剪上一刀，所有的头绪都断了，弄
不好就再也接不上。

我知道有些事，放弃便永远放弃
了。女儿女婿去土耳其，目的是为了备
孕。一旦我们家有了第三代，这种扶老
携幼出国旅游的可能性，短期内基本上
就是清零。那时候还没出现新冠疫情，
毕竟孩子们要上班，女婿是搞金融的，
攒个休假并不容易。我女儿当时就说
过：“老爸根本不可能跟我们走，当然是
一次好机会，我们也确实想带你们老两
口去，不过我太知道老爸这个人，知道
他不会去，知道他不可能去。”
《南京传》整整写了一年，写完这本

书，断断续续又写了其他的文字。我总
是在写，天天都想写，贪得无厌。为此
经常觉得无趣，别人觉得你无趣，自己
也觉得自己无趣。天天都是写，天天都
在重复。有时候向女儿夸耀自己又写
了多少，女儿甚至都懒得理睬，觉得我是
在炫耀，是在给她施加压力，在嫌她做学
问还不够用功，还不够刻苦。女儿在大学
里当老师，如今的青年教师，压力非常沉
重，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要争取这个
那个重点项目，评职称成了重中之重，评
不上就要走人。

写完《南京传》，有一段日子，突然
发现写作变得比较容易。我是从短篇
小说开始入行，事实上，写作四十多年，
短篇产量一直不高。基本上也就是每
十年编一本短篇小说集。差不多在十
年前，也就是写作生涯三十年之际，出
版了一套三卷本的“短篇小说编年”，基
本上把自己写的短篇都收入其中。然
后又过了十年，数量已可以编第四卷。
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对短篇产生了不可
遏制的激情，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连
续写短篇，只用了一年，竟然又可以编
出新的一卷。也就是说，加上以前出版
过的三卷，新旧组合，可以重新出一套
五卷本的“短篇小说编年”。

跟出版社签订五卷本合同的时候，
新写的短篇还没交给杂志发表。这种
感觉很奇妙，心中暗暗得意，因为手头

已经有了不少存粮，就跟储蓄卡里存着
钱一样，接下来，又可以很从容地开始
写长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把新
写的短篇《德莉莎的疯狂》寄给了《收
获》的程永新，告诉他如果能用，也不着
急，留着慢慢发表。这以后，控制发表
节奏，过了一段日子，寄出去一篇早已
写好的小说，再过些日子，又寄出去一
篇。于是在2021年，我的短篇小说，开
始在不同的文学刊物上，时不时地冒出
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老人家真厉
害，怎么像井喷一样，突然写了这么多
的短篇小说。

老夫聊发少年狂，又所谓家中有
粮，心中不慌。这么慢腾腾的，不急不
忙，一篇又一篇往外投稿，目的只是为
了掩护一部新的长篇。这个长篇就是
《仪凤之门》，一方面，我不想让别人知
道自己又在写长篇，另一方面，说干就
干，说开始就开始了。《仪凤之门》可以
说是计划已久的一本书，可是计划再
久，没写出来之前，它什么都不是。写
作者的状态说不太清楚，忽好忽坏，好
时得意忘形，坏时连去死的念头都有。
写长篇是非常暗黑的一件事，一旦开
始，开弓没有回头箭，破了釜沉了舟，等
于被判处无期徒刑，你不知道自己什么
时候能够写完，剩下的，只能孤零零地

勇往直前。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次写长篇，

内心带着的恐慌，要比以往更加严重。
囤积了一批粮草，只是为了打持久战，因
为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成这部《仪
凤之门》。我不过是做了一个局，玩了一
次小聪明，在文学刊物上，隔三岔五地发
表短篇小说，幻想给人产生错觉，不让别
人知道我在写长篇。毫无疑问，一个写作
者内心深处的不自信，绝对说不清道不
白。我已经开始在写《仪凤之门》了，隐隐
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要怎么写，不能怎
么写。可是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又会出现
太多的神神鬼鬼，有太多的天意。写作这
玩意，不顺利不好，太顺利了也肯定不好。

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跟自己较劲，
写长篇的痛苦实属自然，写不下去的时
候，也是经常。对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来说，一个在写长篇的人，精神状态基
本上就是不正常，因为在写长篇，因为
在工作，他可以喜怒无常，可以任性，可
以蛮不讲理。我不太愿意再对女儿说，
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再
这么说，多少有些凡尔赛，太矫情，但是
在真写不下去的时候，在大脑缺氧的时
候，在眼花缭乱的时候，内心深处不止
一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我知道一个人
不可能永远能写下去，筋疲力尽是自然

的事情，写作者最后注定要以失败而告
终。写不了和写不下去是必然的，我所
以要奋不顾身，不知疲倦地去写，完全
是因为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不管这部《仪凤之门》是不是最后
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杀青它的成书，毕
竟可喜可贺。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
宽终不悔，也许我已经夸大了写作的痛
苦，强调了一点，忽视了其他。事实上，
写作的快乐，同样也是无法描述。马齿
徒增，童心犹在，关于写作，我属于人老
心不老。在过去的岁月，我更多的是沉
浸在写作的得意之中。自满是一种很
不好的情绪，事实上，写《仪凤之门》期
间，人们在谈论这一年杂志上我陆续发
表的短篇小说，自己难免有点小人得
志，恨不能跟别人大声宣布，说我正在
悄悄建造一栋长篇小说的大楼。随着
《仪凤之门》接近完成，这种骄傲情绪几
乎按捺不住。

没法跟别人细说《仪凤之门》写了
什么，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干这个。很厚
的一本书，当然会有很多意思，有很多
故事，有很多掏心窝的话，也有一些不
要紧的赘言和描写。三言两语不可能
说清楚，说了也可能是蒙人，总结和评
判这类的事，应该交给读者去做。非要
做广告的话，只能说这本书写到了女人

如何给男人力量，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
转换，革命如何发生，财富如何创造，理
想如何破灭，历史怎么被改写。当然，
究竟怎么回事，最后也还是要看了小
说，才能跟大家解释清楚。

过去的几年里，搬到长江边居住。
就在我的窗下，浩瀚长江突然拐了个
弯，它不再是从西边过来，而是浩浩荡
荡南下。江流有声，长江对于我来说，
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感谢滔滔不绝
的长江，它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给了
我相当多的能量。《仪凤之门》是一部发
生在长江岸边的故事，风云变幻，从晚
清写到民国，写到国民革命军进入南
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以及之后南京
城内外多种军政势力更迭……

在写作的一年期间，我几乎都是天
不亮就开始工作，窗外渐渐明亮，长江
在晨雾中显现，有时月圆，有时月缺，时
空就这样被穿越了。逝者如斯，盈虚者
如彼，我不会说它是一本靠真实取胜的
小说，在虚构的文学中，当然要真实，要
有非常扎实的真实，然而一部好的小
说，真实又往往可以忽略不计。真实可
以随手而来，真实不是目的，好的小说
永远都是要写出不一样的东西，要无中
生有，要不计后果地去追求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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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城市底色

吴帆

以一部影视作品引发观众对一座城

市的认同与向往，意味着城市精神视觉化

呈现的可能性。《爱乐之城》《欲望都市》

《午夜巴黎》《东京爱情故事》……在“城

市故事”的娓娓絮叨中，文化记忆与情感

羁绊如画卷般缓缓铺展，令城市“守望

者”们心有戚戚而神向往之。沪语电影

《爱情神话》的出圈走红，同样也是对上海

这座传统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织相映的魔

幻之都，所奉上的一份深沉的爱与礼赞。

“神话”起源于古希腊mythos，代表了

万物有灵的信仰，她承载着历史脉络、精神

意志与文化记忆，与社会文化发展休戚相

关。而“爱情神话”貌似俚俗而实蕴深意：

她源自情感想象，具有感性寓意与超现实

性美学特征，却又是理性思考下的社会产

物与文化记忆。电影《爱情神话》描绘了一

群上海普通男女，在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情

感纠葛中、在光鲜亮丽与一地鸡毛的纷纷

扰扰间，努力着过好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

日子。主创团队在朴实而真诚的电影叙

事中，敏锐而精准地把握到上海城市独有

的“精、气、神”，通过新海派“地域电影”这

个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成就了“传统

文化的现代表达，上海故事的世界传播”。

上海是“精致”之城，
“非常世界，特别惊喜”

《爱情神话》流淌着上海大世界的澎

湃生命力和无限想象力。对大部分观众

而言，影片中的上海既熟悉又陌生：熟悉

的是外滩百年万国建筑博览群、陆家嘴

高耸入云的摩登天空三件套；也有梧桐

树下的街道里弄老洋房、街边转角处随

意散落的格调咖啡小馆、文艺青年三五

知己游荡着的话剧艺术中心；陌生的则

是白老师们的寻常“烟火人间”与别样

“上海风情”：上一秒钟摆出架势喝咖啡

红酒、看话剧展览，下一刻立马放下身段

端出冰箱里的隔夜红烧肉，邀邻居好友

围坐在天井、枕着月色聊聊天。恰恰是这

两种感觉的交相渗透，让观影体验产生特

别多的惊喜。影片中展示出传统价值理

念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多样可能，带给人们

对这座城市的无限遐想与期许。爱情神

话的故事必然只会发生在上海，与这座

城市的文化历史及气质底蕴血脉相

连。自开埠以来，上海历经沧海、海纳

百川，十里洋场蜕变成为极具现代包容

性的国际化大都市。把《爱情神话》放

到上海城市故事影像发展脉络中看，会

发现它是上海城市形象叙事的新篇

章。曾经风靡全国的《孽债》《股疯》《长

恨歌》等影视作品，无不是用一种疏离式

远景机位，叙述大时代浪潮中、上海小市

民的随波逐流与生存挣扎。而《爱情神

话》则是以一种精致蓝调，道尽城中饮食

男女的意味深长。影片的全沪语不是为

了承担方言电影中人物脸谱化的类型特

征，而是为了彰显剧中人物的个性腔调以

及命运斗转。上海闲话的吴侬细语中，往

往借东讲西、话里有话、欲言又止，这些微

妙对白，超越方言而更关乎上海的历史记

忆与文化肌理，这是上海文化的一次强势

输出，熟悉上海的人都会很有共鸣。

上海是“气度”之城，
“非常温暖，特别克制”

《爱情神话》是一部女性视角主导

的电影，90后女导演为影片塑造了一

群生动真实的上海中产男女形象，没

有命运的大起大落，没有强烈的戏剧

冲突，而是用一种特别克制的姿态，定

义都市男女把握情感关系的分寸感。

影片中三位女性角色，分别是知性成

熟的李小姐，性感妖娆的格洛瑞亚，温

婉能干的前妻蓓蓓。三个女人有着三

种不同的性格特征，也展现了三种不

同的上海女人特质。她们身上不仅仅

有成熟，还有天真“豁得出”的可爱一

面。尽管性格不同，她们却无一例外

都经济独立、思想自由，懂得如何取悦

自己。即便经历过感情失败，从没停

止对爱情的渴望，也没有放弃对事业

的追求。她们敢于活出真我，浑身散

发出自信的魅力。与三位女主人公情

感暧昧纠结的白老师，是一个典型的

上海“好男人”，不油腻、有情趣、讲理

性而有分寸感。此外，影片中的各路

配角也耐人寻味，老乌常常回忆臆想

中的意大利艳星女友、小皮匠在修鞋

摊位上雷打不动的coffeetime；白老师

姆妈口头禅“13点”尽显对宝贝儿子的

爱意、新生代白鸽作为美妆男博主深得

阿姨们欢喜，而他女朋友又特别中性

化。这些人物性格设定新颖，而且凸显

上海城市精神中的开放与包容。芸芸

众生相的鲜活分明，不仅丰富了观影者

对上海城市故事的想象，还提升了上海

城市文化的内涵。其实城市精神品格

的核心在于人，只有人才是城市最真的

风景线。《爱情神话》主创团队刻意用意

识流纪实拍摄视角，记录有故事的上海

中年男女。他们开放、成熟、温暖、克

制，日子渐长生活更多柴米油盐，而骨

子里依然脱不去浪漫的文艺情调，而这

恰是上海的城市文化底蕴与精神气质，

有分寸的进退，有克制的掂量。

上海是“神智”之城，
“非常理想，特别现实”

《爱情神话》上映不久就积累足够

影响力一跃成为新上海城市形象的代

表，除影片自身出众之外，也是与上海

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密切相关。在十

四五期间的发展规划中，“增强城市文

化软实力”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关键战略

目标，愿景长远、目标坚定、方法务实、

行动果敢。在拼搏奋进过程中，上海城

市发展的行动纲领，非常理想，又特别

现实；步履不停、与时俱进。作为文化

传播载体，《爱情神话》承担上海城市精

神文明进步的转型升级，通过城市形象

叙事的再定位，重构城市男女的社会与

情感关系。而这种重构得以实现的背

景是，最近十年的上海城市形象逐步扭

转与提升，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基建硬

件网络设施迅猛发展的同时，以人为本

的城市核心发展理念，让生活在城市中

的人们感受到城市的美好。男性温情

被社会主流价值认同，与女性独立相辅

相成，重新构建两性关系的再协调。此

时女性尝试夺回身心主权，不再沦为被

凝视的客体；而男性也破除传统性别形

象的既定符号。《爱情神话》作为女性电

影，当赞赏的电影镜头摇向白老师买菜

做饭、修灯泡、接小孩的生活细节时，这

种有别于阳刚爷们的温柔实用，同样赢

得了观众的好感。同时，影片也探讨了

当下现代女性争取而来的身份认同以及

选择自由，句句不说独立，字字皆是为自

己活。导演用平视、友善的视角，呈现身

处上海大都市的男女情愫表达，思考先

进城市中男女关系的重构，是大胆的现

实，也是极致的理想。如果将《爱情神

话》与开篇所提到的城市电影放在一

起，可以发现无论《爱乐之城》中的米

娅、《欲望都市》中的凯莉、《东京爱情故

事》中的莉香，还是我们《爱情神话》中

的李小姐们，最令人难忘的感人角色都

是那些独立自由、热爱生活、为爱作出

勇敢抉择的现代女性，或许，她们才是

对城市精神有最深刻的诠释，她们代表

城市中的生命活力，是城市中最闪亮的

风景线。

如果说爱情不相信神话，而上海却

不然；这个又魔幻又现实的大都市中认

真生活着的每一个人，或荣耀如人生舞

台聚光灯下、或平凡如细水长流日子

中，都在竭尽努力创造生命中的美好神

话。这才是上海最柔软最坚韧的城市

底气与精神养分，是上海成为国际一流

大都市的真正文化软实力。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形象与
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交大—
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副教授）

叶兆言

仪凤门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要道，北上、出征、打
胜仗凯旋，都会经过这座城门。小说中，那一年，仪凤门重修完
工，杨逵拉着黄包车与仪菊、芷歆相遇，但他未曾想过，在不远的
将来，他竟然从人力车夫变成一位革命党人，同这两位女性陷入
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中，并抓住下关地区的发展契机，成为商
界名人。杨逵和他的兄弟水根、冯亦雄，以各自的方式卷入这动
荡时代，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饱经风霜的中年，涉足革命、商
界、政坛，他们好似与时代抗衡着，却又为时代付出代价。个体
与历史在南京城里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协奏。

《仪凤之门》小说梗概

——从电影《爱情神话》说开去

《爱情神话》的出圈走红，是对上海这座传统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织相映的魔幻之都，所奉上的一份深沉的爱与礼赞

《仪凤之门》首发于2022年第一期《收获》杂志。图为文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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