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B8
主编：陈申
美编：张丹
版面：李维华 校对：李艳

锐读周刊

2019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余华：
余华
：
怀念跟莫言电话聊天的时光
面对
面

跨年之际，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南京团市委、建邺区委宣传部联合主
办的“新华之夜·青年之歌”第五届南
京跨年诗会在新华剧场举行，12 小时
不 眠 不 休 ，用 书 香 诗 韵 迎 来 新 的 一
年。来宁陪伴读者的著名作家余华，
分享了自己喜爱的文字。而前一天迎
着飞雪赶到南京的余华，一下火车就
跟本报记者聊了聊。现在生活中充满
诱惑令他感到疲惫，他反而怀念那些
与莫言一起写作，电话聊天的时光。
文|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张楠
摄|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见习记者 陈俨

余华很少接受采访。他说，一个作家一旦到快
60 岁，基本上说出来的都是陈词滥调，所以不想再
说。关于爱情故事，余华也说，
“这是我们家庭的事
情，这是隐私，不愿意对外说。
”
余华大概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聊天对象，他有时候
很犀利，甚至会直接拒绝。他告诉记者，自己并不喜
欢接受采访，去年登上央视《朗读者》忆故乡回顾童
年，据他说是一个“例外”。
“ 其实拒绝的主要原因，是
我对自己比较厌倦。重复的话说了十多年，作家也不
可能每天都有新的话出来。可能那个对你过去比较
了解的读者，一看就知道，你又说过去说过的话了。
但是对你不了解的读者觉得比较新鲜，其实不是，都
是老话。一个作家一旦到快 60 岁，基本上说出来的都
是陈词滥调，
所以不想再说。”
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
院期间，
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其实在
这个文学摇篮里，
诞生过不少知名作家。严歌苓在回忆
鲁院时光时就笑说，余华大概是他们班最擅长追女孩
的。对此，
余华也笑说，
“跟严歌苓同班的时间很短，
她
一个学期不到就去美国了。可能因为我追了我们一个
同学，
然后我们结婚了，
所以她这么说吧。
”
但对于那时
的爱情故事，
余华说，
“这是我们家庭的事情，
这是隐私，
不愿意对外说。
”
飘雪的南京很冷，余华想起 2003 年在哥伦比亚
广场跨年的情景，一群诗人在朗诵，来了一万多听众，
一点也不冷。之所以会心心念念那个场景，是因为余
华每年去国外，却觉得跟国外诗人的交流并不深入。
因为语言不通，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偶尔聊几句，甚至
互相都没有读过对方的作品。
“ 在国外的受众肯定不
如母语国家，在国外会遇到各种障碍。”余华说，有点
遗憾的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大多是想了解中
国的读者，而不是纯粹对这个作家，或者这部作品感
兴趣。但余华说，不用焦虑，国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在亚洲国家，对西方最有影
响力的是印度作家，除才华横溢之外，跟他们直接用
英语写作也有关，不存在翻译问题，因此很多地方都
能传播。而日本老一代作家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
进入西方社会时已经备受认可，到村上春树可能已经
历经好几代，前面的作家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
“而我
们是第一代闯天下的，莫言 80 年代末就出去了。经过
很长时间积累，
读者会慢慢多起来。现在看来，
当年无
声无息的状况已经改变，
我去法国和意大利，
就发现年
轻一代作家像阿乙的书摆在书店里。
”

许多人都知道余华放弃做牙医转投写作的故
事。余华曾在他的散文中这样写道，
“ 因为不想每
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
的地方。5 年牙医生涯，大概拔了 1 万颗牙，实在是
不想再拔了。”记者问他现在会不会给自己看牙，他
笑说“也会”。
“写作和人生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
么。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即将来到的 2019
会发生什么。
”
余华《活着》的主角福贵一生都在与死亡
纠缠，
《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则为了卖血不断去医
院。由于父母都是医生，
从小余华已见惯生死。
跨年诗会上，一位女大学生问，
“写出《活着》后又
过了这么多年，再回头看，能不能告诉我们‘活着’的
意义是什么？”余华回以一则发生在二战时期纳粹俘
虏营的故事，
“《活着》只是告诉人们一个看似浅显却
很深刻的道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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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
最近到处走的状态，
令余华感到疲累，
想停下来休
息。
“昨天在杭州，
到今晚坐火车到南京，
一直在忙各种
事情。这肯定会影响写作，
时间被切碎了。
”
吐槽让他逐
渐放松下来，
余华说，
“写作最好有一个完整的时间，
能
够安静下来，
而且最好是让生活变得极其无聊。生活中
没有任何诱惑，
才能够把写作的激情延长一些。而在今
天的中国，
生活中到处充满诱惑，
像我们这种意志薄弱
的人经常被诱惑出去。真没有办法。
”
从前生活简单的年代，余华写《在细雨中呼喊》，
莫言写《酒国》，恰好是这两位北京鲁迅文学院同窗惺
惺相惜的年代。
“ 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就用柜子隔
开。等我在北京写《许三观卖血记》，他已经在山东高
密写《丰乳肥臀》了。那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就瞎聊
天，因为我们都没人说话，无聊。”余华也给莫言打电
话，很长时间没人接，后来突然听到一个大喘气的声
音。原来他码字之余，在院子里跑步。
“写作对体力的
要求很高，还好我比他年轻五岁，可以不用跑步。”两
个人的友情一直延续，莫言得诺奖，余华也是第一时
间短信祝贺。
余华写作没有固定时间，吃饱睡好就能写。
“吃饱
比较容易解决，但睡好很难，每天总是觉得差一两个
小时。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往往会两三天睡不着，有
时候为了把睡眠找回来，在床上躺到天黑，那一小时
还没回来。我就会停下来，
身体跟不上。”

“影视有时候会起到坏作用，所以轻易不要改
编。我不希望别人改编我的作品，我失去的是读
者，并没有什么好的。
”
早期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现实一种》
《难逃劫
数》
《河边的错误》等小说以对人性尖锐而冷酷的审视引
人注目，
在文学观念、
审美姿态、
叙述方式上对传统文学
形态构成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人物作为欲望的符号使
叙事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欲望呈现为暴力，
而暴力
的结局必然充满恐怖和死亡，
我们就不难理解余华作品
中充满暴力和死亡。评论界认为，
自《在细雨中呼喊》开
始，
余华的创作风格发生鲜明而深刻的转型，
先锋的气
质与人性的温暖的叙事和人道的情怀相融合，
先锋小说
与现实生活、普通读者的距离被拉近，
余华的小说开始
成为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品。
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余华进入一个对人
物不断理解的过程。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把人物的结
局写那么惨，
“ 我也不知道，构思的时候并没有这样，
但写着写着就这样了。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我自己，一个作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既是他，又不是
他。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必须有同情和怜悯之心，这会
使他笔下的人物，
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余华凭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
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
十部作品。他并不担心小说创作与现在的年轻人产
生隔膜，事实上去年《活着》还以“长红”销量，获颁出
版社颁发的“超级畅销纪念奖”，创造当代纯文学作品
销售的奇迹。最新小说《第七天》获得 2018 年意大利
Bottari Lattes 文学奖。
不少资深粉丝认为，张艺谋电影《活着》是余华小
说成功影视化的例子，也好奇为何他没有在这条路上
走得更远。余华认为，
“ 张艺谋改编电影的小说不是
只有《活着》，但是在中国大陆销售超过一千万册的只
有《活着》。反面例子也不是没有，
《解忧杂货铺》去年
疯狂销售 400 万册，但电影版上映后，销量迅速下降，
主要是口碑差反而影响小说。所以，说《解忧》烂，其

实说的不是小说，而是电影。一部小说要达到那么大
的销售量，主要靠口碑，所以口碑下来，销量也就下来
了。”他对影视产业有着自己的洞察，
“ 影视有时候会
起到坏作用，所以轻易不要改编。加西亚·马尔克斯，
就坚决不允许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我也不希望别人
改编我的作品，我失去的是读者，并没有什么好的。
除了像张艺谋这样的顶尖导演，这个产业中间一块的
人才缺得厉害，
且素质并不高。”
余华还说，好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并不那么容易，
但一般的小说改编成好的电影却要容易些。像李安
导演可以把两部短篇改编成《色戒》，但未必所有导演
都适合。像贾樟柯就适合做原创，你要让他改编别
的，反而会觉得受拘束。平时余华很爱看电影，他说
很少进电影院看，但去年有意外惊喜，来自是枝裕和
导演的《小偷家族》。
现在仍有不少人找余华谈版权，
但余华说，
“不是我
不同意的问题，
而是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编。
《兄弟》也
好，
《许三观卖血记》也罢，
买了版权，
你拍完怎么播？三
五年后版权还要过期，
所以我常建议他们，
不要买。
”

快问快答
Z = 扬子晚报记者 张楠

Y = 余华
现在什么样的题材会引起你创作的冲动？
很难说题材有什么重要性，可能一个很小
的冲动会变成很大的作品，也可能一个很大的
构思，
最后会放弃，
不会再写。
Z

Y

您拒绝手机阅读吗？
我觉得挺好，原来上网三四个小时一晃就
过去了。现在有了手机客户端，我早上起来看半
小时，晚上睡觉看半小时，看看发生了什么。比
较感兴趣的是体育、
财经类新闻。很多年前定华
尔街日报中文版，每天都看标题和提要。娱乐新
闻从来不看。
Z

Y

您会感受到纸质阅读受威胁吗？
纸质阅读还是比较普遍的，我儿子 90 后去
美国留学，kindle 下载了好多小说，
《卡拉马佐夫
兄弟》就这样读完的。但回到北京，他再也不用，
觉得阅读纸质版书特别好。电子书在中国当然
在增长，但我看到好多年轻人，告诉我愿意读纸
版的。
读书的人越来越少，30 年前就这样说了。
这样论调说到现在，全世界的出版社都在抱怨，
他们的国家的人不读书，可那些出版社只要不
倒闭，
就意味着还是有不少人在读。
Z

Y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
是太忙碌，
没时间看书？
嗯。我儿子说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读
完，我说这太好了。你要是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
学校毕业，那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学校都要伟大。
他跟我说他担忧，可能 30 岁以后就没有那么多
时间读书了。我说是的。你现在 20 多岁，刚好是
读书最好的时候。
Z

Y

儿子读过你的小说吗？
都读过。他原来小，读我的书时还没有提意
见。我写《第七天》已经长大了，提意见，其中有
几个我也接受。
Z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