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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1969年，残雪16岁，我21岁；她在城里蜗
居于一间六七平方米的杂物间，我在农村“广
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但不约而同地，我们几
乎同时开始埋头于读书。

那一年我回到长沙， 忽然发现我这个妹
妹已经长大了，她和我谈她看的书，大量的是
小说，还有哲学，我恰好也正在如饥似渴地搜
寻这些书。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我发现她
的有些见解很是独特， 是她经过自己脑子思
索而得出来的。 我们相约保持通信， 交流心
得。 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们经常写长
信， 动辄就是十几二十页， 主要讨论哲学问
题。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来信说，她要把哲学
放一放。我当时觉得，那些枯燥的理论对于一
个女孩子也的确是太勉为其难了， 也就由她
去了。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主要是文学
书。她在城里结交甚广，与下放各地的知青也
有来往， 能够借到当时流落到社会上的各种
“禁书”。

残雪后来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当铣工，整
整八年，由于她倔强的性格，受尽了底层社会
的欺凌。现在想来，那八年时间对她来说恐怕
既是不堪回首的地狱， 但同时也是洋溢着生
命之光的天堂。 这种感觉自从她第一篇创作
小说《黄泥街》以来，就是她几乎一切作品中
贯穿的主题。如果说，我的哲学思考主要植根
于十年知青生活的积累， 那么她的文学灵感
则有很多来源于八年街办工厂对她的熏陶。
她后来因结婚生子而退出街办工厂， 继而自
立门户开始学做裁缝， 成为一个老练而世故
的生意人， 其实骨子里她仍然生活在自己创
造的“天堂”中，一刻也没有失去生活的兴致
和目标。

1983年，她带着自己的处女作《黄泥街》
初稿来到武汉大学， 与我的研究生同学和朋
友们见面交流。 那时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
文学青年，正在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她的作
品还带有不成熟的模仿痕迹， 主要是受传统
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很深。然而两年后，我再
读到她的修改过（重写过）的《黄泥街》，那种
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
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 而且里面透露
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 隐含一种令
人恐惧的危险性。我当时对她说，这部作品恐
怕在十年内没有发表的可能。

但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
1985年， 她发表了用同样怪诞手法写成的
《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年就先后在《中国》
杂志上发表了《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一
时间，人们纷纷在谈论残雪的作品，把她归入
“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这种说法只有一点
是对的， 就是残雪的确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
影响颇深，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她还真是读
进去了。 我由此终于明白了她当年为什么那
么痴迷地自学外语了。 那时我对她的痴迷很
不以为然。我觉得，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在外语
上，不如多读点正经书。但事实证明，她的工
夫并没有白费，这么多年来，她看了大量的外
语原版书， 并且具备了直接与外国朋友交流
的语言能力。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她一直保
持着每天两个小时外语学习的习惯， 已经能
够在网上与国外的评论家用英语讨论文学和
美学问题。 但她的文学风格绝不是照搬西方
现代派或先锋文学， 她是用自己在中国大地
上体会到的生活去吃透西方现代文学的神
髓， 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道
路。 她的小说中没有任何赶时髦或模仿的倾
向， 初看起来你可以说似曾相识， 但读进去
了，又说不出有哪一点是别人的，实际上是一
种现代人和现代艺术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
它把读者带进了人类精神的一个更加深邃的
层次。

经过二十多年持续高产的、 甚至有时是
“井喷”式的创作生涯，残雪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文学自觉。 在作家中， 她除了风格独特之
外， 一个极为罕见的特点就是她对于自己的
文学行动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能够对自己的
作品和她所欣赏的作品做出远胜于一般文学
评论家的评论。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作家评
论自己的作品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信的，因
为作家在创作时是非理性的， 即使在没有创
作时，作家的理性也是不够的，过于理性的人
当不了作家。 这种观点对于绝大部分靠非理
性创作的作家来说是合适的， 几乎是一条定
律。然而对于残雪来说，这条定律就失效了。
她是一个既有非理性的创造冲动， 但同时又
有极为强劲的理性控制力的作家， 只不过她
的理性在创作中不是介入其中直接支配其写
作，而是居高临下地遥控和激发，有时还需要
与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交手搏斗。

我觉得要能够把残雪的作品评论到位几
乎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哲学和文学根
本就是两个山峰， 我就像站在一个山顶上遥
望另一个山峰，偶尔云雾被吹散，露出了对面
山峰的真面目，但随即又云遮雾罩，模糊不清
了。多年来，残雪有时觉得我的评论不错，至
少比其他一些评论更深入一层； 但过一段又
觉得不行了， 原先认为不错的评论也被她所
否定。 很可能她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也处于一
个逐渐深入的认识过程中， 最初根本说不出
个所以然来， 但后来就有点眉目了， 越到晚
近，她能够说出来的名堂就越多。她看来是在
孜孜不倦地把自己当作一个谜来破解。

（ 本文节选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于天
上看见深渊》跋。标题为编者所加。）

她按照自己所喜爱、 所专注的那条路
走到今天

龚曙光：30年前，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去拜访残雪。
那时，残雪已经很有名了，《黄泥街》《苍老的浮云》等已经
声名鹊起。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残雪还住着一栋苏式的
老房子，很高，红砖的。高高的空间里，吊着一个电灯。电灯
下，摆着她赖以为生的缝纫机。那时，残雪还在一边写作，
一边偶尔重操旧业，为自己和朋友们设计“时装”。

残雪：曙光的这番话我听了感慨万千，都30年了。我们
在一起只要一开口，仍然能像以前一样说话。而且我们的
追求都是很类似的，有一个较高的境界。

龚曙光：30年前，人们用实验小说、先锋小说，这种去
概括一种群体的文学语汇贴在残雪身上。30年后， 如果还
将她定义为一个先锋小说家或实验小说家，那么，整个批
评界在30年中就缺位了。没有缺位的是谁?是残雪，她从30
年前到30年后，依然按照她自己所喜爱、所专注的那条路
走到今天。

残雪：当年，曙光对我的那几个评价，就是我自己对自
己的评价。他的那篇评论我仔细看了，当时他大概20多岁，
还是研究生。我当时的感觉是，比专业的评论家水平都要
好，都要高，因为只有他提出了“文体”的问题，别人都是社
会批评和历史观点，谈外在的东西，只有他提出了艺术本
身的问题。

光亮和暗影其实是一个东西

龚曙光： 残雪的作品是一个充满了浓厚艺术气质的、
融汇了众多艺术门类的很完整的艺术作品，这场对谈的题
目《暗影与光亮》是我起的，表明了我对残雪艺术的基本评
价。可能，大家一开始意识到“暗影”说的是残雪小说对于
生活黑暗的展示，而“光亮”是残雪小说中充满人性美好的
张扬，其实我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对于残雪这个作家来讲，
她用她的语言艺术， 多向度地激活了我们的艺术感知，由
听觉而视觉、由视觉而嗅觉。

残雪：对我来说，“暗影”就是人的生命体，就是我小说
里面黑暗的大地母亲，“光亮” 就是作为精神的太阳之光，
是理性之光，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题目非常贴切。

龚曙光：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差异。残雪所理解的暗影
是肉体、光亮是精神，在她的小说中，这种关系是非常贴近的。
我们读残雪的小说，总有一种飞翔感，始终在那儿飘荡，你有
时候感到是一个天使在这儿飞翔， 有时候感到是一个鬼影在
这儿飘荡，所以她的暗影是靠精神的光亮来塑造的。

残雪：30多年来， 我一直力图勾画出大自然母亲本来
的面貌，我以前不由自主地做这个，这也是出于艺术家的
本能。我深深为黑暗地母的力量所打动，直到近六七年，我
才慢慢悟出了，光亮和暗影其实是一个东西，没有黑暗的
大地母亲，精神的太阳就不能单独地发光。

人只要认真地生活，精神自然而然就会升华

龚曙光：残雪说，她认为最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艺术
和哲学的统一。读懂残雪的小说，了解她哲学的一些基本
立场和观点，是很重要的。最近残雪说完成了一部70万字
的哲学著作，这在当代作家里面是很少有的，用70万字去
攀登哲学这样一个高峰，心性和体力很不容易，这也体现
了残雪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地位的独特性。

残雪：在当今世界思想界，艺术和哲学正在合流，这是
新世纪最显著的特征。简单概括，我的哲学观跟历史上有
过的西方经典不一样，它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哲学
观，我们中国人崇尚自然性的物质生活，而西方人崇尚彼
岸性的精神生活，我的哲学观是取二者之长，将其看作一
个东西，这就是我在这部新的哲学书里面所体现的，题目
叫作《物质的崛起》。作为一个文学家，我一贯热爱日常的
生活，享受日常的生活，我通过文学上的创造，懂得了哲学
上的“形而上学”图形，人只要去认真地生活，他的精神自
然而然就会升华，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同此岸的日常生活
隔离的彼岸理想。我把物质生活看作我们自己每天生命体
的运动，我每天在家里搞搞卫生，去买菜，这种肉体的运动
里，充满了精神，而且洋溢着精神的风范。

龚曙光：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残雪已经走到哲学领域
去了，只是隐隐感觉到30年前的小说和30年后的《黑暗地
母的礼物》真的是有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我用了一个很简
单的词语，就是“更温暖了”。刚才残雪从哲学、文学、美学
的角度来描绘她的这种温暖的回归，就是对人的，最本质
的，也是对原生生活的认同和精神的肯定，我觉得这种变
化是很大的，这种东西在以反抗为主题的残雪的早期小说
中是比较稀薄的，或者说当年她体现的状态是对抗。我们
今天读残雪的小说，有了一个更大的背景，这就是残雪的
哲学。不管残雪的哲学未来能够形成多大的影响，但在我
们面对困境的时候， 她的著作是一种温暖的理性支撑，是
一束照透灵魂阴霾的人性光亮。

残雪：我希望把它丰满起来，把物质充实起来，变成一
种温暖的理性。

（选摘自2016年7月28日残雪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
光在内蒙古包头进行的对谈。）

残雪素描：
“她看上去就像一只金银蝴蝶”

我最害怕的动物里面，除了毒蛇，就是那
些丑陋的毛虫了。夏天上山拾柴时，毛虫掉到
过赤裸的胳膊上和颈窝里。 那可是不大不小
的灾难，红肿刺痛要延续好几天。我观察过一
种体形很大的棕色毛虫，身上有蓝色花斑，有
毒的毛刺密密麻麻。 联想起被这类毛虫蜇过
的疼痛，越观察越毛骨悚然。

有时候，无意中看见被咬得残缺的树叶，
我随手将树叶翻过来，啊，两条恶心的家伙聚
在一块，太可怕了！在我的印象里，毛虫是既
无赖又阴毒的寄生虫，应该彻底消灭。然而不
久就迎来了蝴蝶的季节。在小河边，在灌木丛
中，甚至在阴湿的沟壑里，飘飘而来的仙子们
在展示世界的奇观。 又有谁不为他们的美所
打动呢？

蝴蝶由毛虫变来这件事是外婆告诉我
的。“翅膀上有毒粉。”她警告说。可是这样的
美才惊心动魄呢。 我千方百计地去观察蝴蝶
了。我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看见了她。她是双
翅的，棕色的底子上起着翠蓝的圆点。在发白
的石头上， 她是那么显眼， 一种聚精会神的
美。她的身子和梦一般的触角、腿子，妖艳的
头部也由棕蓝两色构成。 我并不想捉她，那
时， 我也许知道了那美不能属于我———你去
捉她，她就成为有毒的了。哈，又有一只飞来
了，这一只是雄的，身体小一些，翅膀黑缎子
一般。她看见他，就也起飞了，他们一上一下
地飘飞，无限美丽。

我还见过粉底金红斑纹的蝴蝶王， 雍容
华贵，美得那么从容，因为这世界属于他。在

偷窥蝴蝶王之际， 我脑子里会浮出红斑毛虫
的模样。它啃食树叶时尽显恶魔般的贪婪，所
以身体才长得那么大。 奇怪的是阴沉可恶的
回忆并不能遮蔽美的华彩， 我内心深处涌出
的崇拜之情竟可以使自己一个多小时站在原
地不动不挪。因为听说了他有毒，就只能隔得
远远地观察，而距离，又增加了他的神秘，我
无条件地拜倒在他的脚下。

附近有一个老头是负责修剪树叶和维护
花圃的，他经常吃毛虫和青虫。这个人长得像
野人，只有一只眼睛。当他手执大剪刀走过来
时，我们就会吓得四处奔逃。我常常想，当老
头睡着了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只一只的彩蝶
从他口腔里飞出来呢？那么多的毛虫啊。瞧，
他靠着树干睡着了，半张着大嘴，那丑陋的牙
齿，刚刚嚼过毛毛虫……

关于蝴蝶和毛虫的关系，我思考了很久很
久，有三十多年吧。我其实没有将它当作通常
的问题来想，我只是不断地联想。这种有点机
械的、重复了无数次的脑力劳动忽有一天导致
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视力的改变。我从
毛虫身上看见蝴蝶， 又从蝴蝶身上发现毛毛
虫。我的目光既能混合，又能分解。又因为我拥
有了这种技巧，“美”便被我保留下来了。

我们脑海中的蝴蝶之美是绝对的美，至
高无上的美。 那飘向天堂的仙子们， 婀娜多
姿，如梦的流光，然而它们却来自于丑陋不堪
的肉体。

———摘自 《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
神图景》 残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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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精神的形成，必定是由一个或几
个启蒙的导师的影响所致， 我也不例外。从
少年时代起，鲁迅先生就是我的导师。那种
敬佩是由衷的，也是充满激情的。我太喜欢
鲁迅先生的那种语感了。大概当时，能够像
他那样让古老的汉语充满新意的作家我还
从未遇见过。所以我一旦接触到他的小说和
散文，立刻就被征服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
为他是唯一有幽默感的现代中国作家。他从
文学上给出了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那
时我并不十分熟悉那种角度，但就是受到牵
引，受到教化。我感到鲁迅文学有无穷的魅
力，一旦进去，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要改变。或
许，所有的伟大的文学对于个人都具有这样
的影响力吧。我在阅读中甚至觉得他是我的
一位亲人，家人，我极力想象过他的样子，他
的说话的节奏，他的手势，甚至他的肺病。

我是从十四五岁起开始读鲁迅先生的
《野草》的，一直读到今天。那时我有一个珍
贵的笔记本，就是用来抄录鲁迅先生的《野
草》等作品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家中居然有
《鲁迅全集》，我借了她的书就不还，没日没

夜地读。就连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小
约翰》等都被我抄录了好大一部分。鲁迅先
生的翻译是多么的精彩啊，很多句子令人叫
绝！也许那就是被今天某些无聊文人所批判
的翻译腔吧。 可是那种翻译腔造就了我，也
造就了很多优秀作家。我尽管年纪小，读鲁
迅先生的书也像我的哥哥们那样狂热。也许
是我觉得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同西方名著
类似吧。我只有读西方或俄罗斯的文学才会
产生巨大的热情， 产生想要改变自己的欲
望。今天，如果说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古
典文学很难有那样的胸襟和气魄，只有一些
假冒的英雄主义。

我记得我抄录了厚厚的一大本，反复揣
摩那些内容， 还用普通话反复朗诵。《野草》
里面的很多篇什我都能背下来。那个时候我
还不完全懂得《野草》的深奥含义。我只是被
那种悲怆和深邃的语感所吸引。当我沉浸在
那种语感里头时，性格不知不觉地就在起变
化，即使我想要轻浮也不可能了。

———摘自残雪 《什么样的硬骨头———关于
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是我的导师

他
说

她
说

对
谈

《黑暗地母的礼物》：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五里
渠小学的偏僻学校， 小说塑造了煤永老师、 张丹
织、雨田、小曼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角色，是残雪
用西方现代传统深入挖掘中国的传统的一部力
作。201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赤脚医生》是残雪耗费3年时间精心打磨的
长篇小说。201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图书通
过对赤脚医生亿嫂、米益、灰句等人的成长过程
和他们行医故事的描述，再一次用文学的方法精
炼而质朴地凸现出残雪的哲学观与自然观。

■编者按
从“小众”到“网红”，湖南女作家残雪只花了几天时间。“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的标签和话题，使

多年来隐身闹市谜一般存在的残雪，突然明星般耀眼闪现。
其实，从长沙街头的女裁缝逆袭而成备受瞩目的女作家，66岁的她走了30多年。她在湖湘大地汲取文

学的初乳，其文学创作的意义则早已超越一时一地。代替众人向灵魂最深处探索，她是勇敢的冒险者。
在她的哲学家哥哥邓晓芒眼中，在走近她、理解她的朋友眼中，残雪和她的世界是怎样的？她又曾怎

样在文字中回溯故乡的精神图景？本期“悦读”呈现的，是一幅简洁的关于残雪的素描。
或者，她喜欢并翻译的卡尔维诺的这段话，是关于她自己的最好素描：
“她沉入了地球那些渐渐浓缩的物质里头；她正在这个星球的深处努力为自己开出一条路来。她看上

去就像一只金银蝴蝶，进入了那个仍旧被照亮着的透明的区域，或者说，消失在变得越来越宽广的阴影里
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