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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作家贾平凹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当代文学大家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暂坐》，在 2020 年第
三期《当代》杂志推出后，无论在文学界
还是社会层面，犹如平静的湖面涌起阵
阵涟漪，闪烁出绚丽的光彩，好评如潮，
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学又一巨著。《暂坐》
以现代城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一群中年
女性在追求经济独立、个性解放、精神自
由以及理想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
以及困境中所展现出的复杂人性。小说
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有很大的创
新和突破，达到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一个
新高度。近日，笔者专访了贾平凹。

笔者：贾老师，您好！您的新著《暂
坐》，是您的第十八部长篇小说。您在后记
里说，这部小说是您70岁前的最后一部长
篇，可见您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这部描写
女性群体形象的小说，是您小说创作题材
中不曾出现的“新变化”“新面貌”，您的创
作思想是什么呢？

贾平凹：《暂坐》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小长篇《酱豆》的初稿，先修改整理出了
《暂坐》，然后再修改整理出了《酱豆》。《暂
坐》在《当代》杂志推出后，七八月份，两本
书将同时出版单行本。到了这般年纪，写
作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写自己长久以来想
写又没有写的东西。谈不上什么“新变
化”“新面貌”，只是像水流着，流到哪儿是
哪儿，因往下流的地势不同，流量不同，呈
现的状态、颜色、声响越不同而已。

笔者：您之前的长篇小说作品多以乡
土题材为主，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这次，您的笔触深入到现代城市
生活，而且通过这十多位美丽优雅而又各
自有一段难以言说的伤痛个人史的女性人
物，构成了生动鲜活的“西京”生活故事，这
是您在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一个新的突破，
您能讲讲创作这部小说的心理动因吗？

贾平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说，
不了解农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我大多数
作品都是写乡土的，写近百年中国的历史
演变，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现在城
乡的概念进一步模糊，大量农村青年进入
城市，农民和市民无法分清，时代变了，社
会变了，文学当随时代、社会，文学自然也
要变化。我在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应该
写写城市生活。其实也写了许多城市题材
的作品，除过大量散文外，小说也不少，比
如《废都》《白夜》《土门》《高兴》，但还都是
写乡下人进了城的故事，而《暂坐》中虽也
有从乡下进城的人物，大多已经是完全的
城市人了，过的是真正的城市人的生活了。

笔者：《暂坐》的创作背景很是贴近时
代，您准确而深刻且艺术地反映了当下正在
演进中的历史生活，这十多个女性形象非常
鲜活而生动，您能讲讲您的艺术原型吗？

贾平凹：小说都是有原型的，但原型在
小说写作中仅起到一种诱发写作的冲动和
写作的切入，写作起来了就无关于原型。
《暂坐》里的那些女子，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
的一群女性形象，这我在后记里已详细说
过。不仅那些女子的故事，还有所在城市的
街巷，都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小说是不
能对号入座的，一对号入座就荒唐和尴尬

了。发现和表现灵魂的真实、情
感的真实才是小说的精髓。

笔者：《暂坐》采用了“人物+
地点”这样的“短片”局部写法，
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长片”完整风
貌，这样的笔法使得人物形象更
为丰满和立体，是一种艺术上的
新突破，能谈谈您的艺术心得吗？

贾平凹：小说是怎么写都可
以的，尤其现代小说。建筑因
地势而赋形，小说以内容决定
形式么。《暂坐》是写群像的，又
是写日常的，采用“人物+地点”
的写法，宜于更好地表现人物，
又宜于节奏的紧凑，还可以增加
作品的真实感。

笔者：在长篇小说《暂坐》
里，您采用散文化的艺术手法来
塑造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古典
小说韵味，体现了您的审美追
求。散文化的小说表现手法，在
您的笔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
的境地，您是如何结构这部小说
的，这样的结构艺术难度和优势
在什么地方？

贾平凹：《暂坐》里人物众
多，又没有离奇的故事，仅仅有
个轮换去医院照顾夏自花的线
索，那么，为了写好人物，就得
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注
重这些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和表情，这
样才能使小说好看。而大量的市井描
写，生活的智慧性的感悟则弥漫和充盈
其间，才能使小说有一种韵味。为了结
构的需要，其中冯迎的死亡、迎接“活
佛”，等等，都是有其讲究的。

笔者：在《暂坐》里，您塑造了俄罗斯女
性“伊娃”的形象，并通过她的“眼睛”来打
量当下社会生活、勾连起整个女性形象，通
过这个带有“陌生”和“外来者”视角的“伊
娃”，您想告诉读者什么呢？

贾平凹：伊娃的角色是小说结构的需
要。伊娃的视角其实就是作者的视角。采
用“外来者”或“跳出来”的视角，这样更容
易表现作者的一些企图：小说并不是仅仅
写写故事，也不是只有批判的元素，还应
有生活的智和慧。试想，我们在阅读任何
一部小说，是不是从中想受到一些思想的
精神的启示和感悟、一些生活的智和慧
呢？我读小说，就是这样读的，如果其中
没有那些思想的精神的启示和对生活的
智与慧的感悟，那有些可摘可抄的好句子
也行么。否则，就把所读的书扔了。

笔者：您在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别说
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婚姻
与爱情的实质不单单是情感，而最重要的是
生存的条件，没有生存的条件，爱情就无法
附丽，您的这句话是在表达这层含义吗？

贾平凹：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之所以
用在此，也是表达当下的一些婚姻爱情的
实况。世上或许有纯真的爱情吧，但现在
的社会里更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使
走在一起了，也多是“饿着”，“吃了饭”便
各走各的。正如此，《暂坐》里的女子追求

经济独立，要自我，要自由，要时尚，要潇
洒，要文艺范儿，才多是未婚或离婚后的
单身。这是别一样的时代，这也是别一样
时代里的一群别一样的女子。

笔者：《暂坐》后记里引用了一段古文，
“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缭以土
垣，垣外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您说

“ 这 是 她 们 的 生 存 状 态 ，亦 是 精 神 状
态”——这句话是否说，当下社会的女性生
存与精神状态处在双重的矛盾之中，一是
她们各自喷吐着芳华的娇娆，二是她们又
处在艰难的困苦之中？

贾平凹：你说得对。《暂坐》中的女子
是一群别样的小团伙，她们在美丽着奋进
着，同时在凋零着困顿着。我说过，风吹
风也累，花开花亦疼。这群人代表着城市
的时尚，犹如道边的树，是美的风景，能标
示着风向，但大风来了会断枝折股，即便
是微风，那叶子也在不停地摇晃翻动。

笔者：世界如若老子所说是“混沌”的，
那么，“混沌”的世界里“清水出芙蓉”的女
性，无论是在心理和情感上，或者是身体
上，都担负着比常人或者男性更为沉重的
东西，这些沉重的东西，构成了您笔下这十
多个女性摇曳的姿容和难以言说的苦痛，
这就是女性的两难吗？

贾平凹：是呀，这也是我最初想写《暂
坐》的原因。这群人看似光鲜，其实辛酸；
表面看似热热闹闹，却每个人都很孤独。

笔者：《暂坐》与您的《秦腔》《山本》等
长篇小说不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
手法上，走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
您关注女性命运和女性生存，全然展示出
一个新时代作家的风貌。可以说，这部小
说勘破了当下社会女性精神与生存的真实

状况，必将是您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
碑。您怎么认为？

贾平凹：也不敢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
阶段，但可能在以后会继续写些关于城市
生活的作品。我读过一篇文章，里边写
道：“城市越是现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越
是艰难，其惶然命运的无望，失去信仰的
撑持，远离存在的意义，彼此相交集，各自
成障碍，表面常来往，实际不兼容，每个人
都自我中心，每个人又身处边缘，不见外
表的冲突，却在群体中大感不适，既虚弱
又脆弱，既无力又无奈，既有所萦怀又无
动于衷，情感的损伤无法疗治，精神的苍
白难于慰藉。”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需要我
们看到的东西，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笔者：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在
《双城记》里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
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您的这部长篇小说，
既反映了这个时代昂扬奋进的主流气象，
也揭示了这个时代腐朽的“坏”的一面，尤
其是您的笔下被“双规”的领导，为当代文
学奉献出一个“新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
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贾平凹：那个被“双规”的领导，为此
而引发的一系列事情，连同所描写的雾
霾，以及所有的市井现象，都是那些女
子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背景。因为那
群女子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追求
故事为什么发生，从而表达人类生存的
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

笔者：除过小说的后记，您还想对广大
读者说点什么呢？

贾平凹:有的书宜于快读，有的书宜于
慢读，如果读《暂坐》，还是慢慢读着为好。

□柏桦

在我七十岁前，《暂坐》可能是最后一部
长篇小说。酷暑才过，书稿刚完。字数是二
十一万吧，整整写了两年，这比以往的任何
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
它写了四遍。年纪大了，爱弹嫌，弹嫌别人，
更弹嫌自己，总觉得这样写着不行，那样写
着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

《暂坐》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
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
年，对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
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
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它的小
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
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二十一世纪
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
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

突然想写《暂坐》缘于我楼下的那个茶
庄搬走了。茶庄在的那些年，我每日两次
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
后。喝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将就，我已
经被培养成喝茶贵族了，茶庄却搬走了。
人在身体好的时候并不觉得呼吸有多重
要，一旦病了,才知道呼吸的重要，且一呼
一吸是那样的紧迫，一刻不停。

茶庄卖着全城最好的茶，老板竟是一
位女的，人长得漂亮，但从不施粉黛，装束
和打扮也都很中性。我是从那时候，醒悟
了中性的人往往是人中之凤。她还有一大
群闺蜜，个个优游自尊，仪态高贵。我曾经
纳闷：为什么男的没有，女的却有闺蜜呢？
而且她的闺蜜还那么多？后来我也醒悟
了，女的比男的有更多的心事，无论多么了
不起的女的，她们都需要倾诉，闺蜜就是来

做倾诉的。那些闺蜜们隔三差五地来茶庄
聚会，那是非常热闹和华丽的场面。这如
一个模特在街上走，或许有人回头看，而十
多个模特列队在街上走，那就满街注目。
我是在茶庄看见了她和她的闺蜜，她们的
美艳带着火焰，令你怯于走近，走近了，她
们的笑声和连珠的妙语，又使你无法接应。

她们充满活力，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
远自我。简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们就有
多深的沟；你有云，云中有多少鸟，她们就有
水，水中就有多少鱼。她们是一个世界。

现在，茶庄搬走了，不知是因经济下滑，
还是强有力的反腐，作为奢侈品的高档茶已
越来越难卖了，或者因房租太贵，员工的工
资一再上涨，经营再也无法为继？而留给我
的只是叹息，看茶碗在渴着，看蜡烛要烧死。

她们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
《暂坐》的文本。《暂坐》以一个生病住院直
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铺设了十多个女子
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
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
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
文所写：“墙东一隙地，可二亩许，诛茅夷险，
缭以土垣，垣外杂种榆柳，夹桃花其中。”这
是她们的生存状态，亦是精神状态。而菟丝
女萝蔓延横生，日光漏叶莹如琉璃，叙述以
气流布，凝聚为精则是结构之处。其中更有
着陆以可的再生人父亲出现的奇异，有着冯
迎幽灵萦绕的迷离，使这人间的人确实有了
两种：人类和非人类。也时空转换着，一切
都有了起伏不定、黑白无常的想象可能。

《暂坐》中仍是日子的泼烦琐碎，这是
我一贯的小说作法，不同的是这次人物更

多在说话。话有开会的，有报告的，有交代
和叮咛，有诉说和争论，再就是说是非。

《暂坐》里虽然没有“我”，我就在茶庄
之上，如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巢筑屋梁，
万象在下。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事，说
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们
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
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明白了凡是生
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的受苦，在随
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
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
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
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
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在写这些说话的时候，你怎么说，我怎
么说，你一句，我一句，平铺直叙地下来，确
实是有些笨了，没有那些刻意变异和荒诞，
没有那些华丽的装饰和渲染，可能会有人
翻读上几页便背过身去。但我偏要这样叙
述。在这个年代，没有大的视野，没有现代
主义的意识，小说已难以写下去。这道理
每个作家都懂，并且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
在让自己由土变洋，变得更现实主义。可
越是了解现实主义就越了解超现实主义，
越是了解超现实主义也越是了解现实主
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的长河，在这条长河
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
渡口。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
逆、挣脱的文学表现，这种迷茫、怀疑、叛
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的原
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阶段的原
因。处理这些说话，一劲地平稳、笨
着、憨着、涩着，拿捏得住，我觉得

更显得肯定和有力量，也更能保持它长
久的味道。尽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现实主
义的元素，丰富自己，加强自己，来从事
适合国情和自况的写作。视野决定着器
量，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

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
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
坐》就试着来做撑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
厘米。它的突破每每以失败为标志，俄罗斯
的那个伊辛巴耶娃似乎从没有见好就收。

齐白石在他晚年的绘画中，落款总是
要写上八十几岁或九十几岁，这是一种释
然，还是一种炫耀？而《暂坐》之所以敢纯
写一群女的，实在是我不自信使然。写作
中，常常不是我在写她们，是她们在写我，
这种矛盾和分裂随处可见。写到了最后，
困扰我的是，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
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异后不再结婚？世
上的事千变万化，而情感是不会变的吗？
还是如看到的那句话：别说我爱你，你爱
我，咱们只是都饿了。我就这么疑惑着，犹
如这个城市在整个冬季和春季所弥漫的雾
霾，满天空都是个谜团。

《暂坐》后记 □贾平凹

贾平凹在工作室接受专访 杨小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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