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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身边写起

《夜游神》的开头，孙一圣摘了 3 句话。

这3句话摞在一起，占了半页纸。第一句出

自契诃夫：“一个疯人认为自己是个鬼魂，一

到深夜就到处走动。”第二句出自道教《净心

神咒》：“三魂永久，魄无丧倾。”第三句出自

佛教《楞严经》：“夜见灯光，别有圆影。”孙一

圣认为第一句并不突兀，因为“契诃夫”是一

种“文学宗教”。

小说里，毛毛是曹县一中的数学老师。

她有洁癖，课前课后都要洗手，哪怕“洗掉一

层皮也不在乎”。毛毛从不请假，只迟到过

一次——厕所门关了，要出去只能拉门，而

拉门后又得洗手，陷入死循环。于是，她迟

到了整整一节课。直到下课铃响，有人开

门，她才侧身闪出。写完毛毛的开场，孙一

圣意识到，这是一个困在洁癖里的人，就像

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事实上，这个细节是孙一圣的亲身经

历。他在商场的卫生间里，自己的纸巾用完

了，卫生间连厕纸也没了。面对关住的门，

他张着手，指尖滴着水，等待推门而入的

人。《夜游神》里的主角“我”，是毛毛的学

生。课上，毛毛说：“人类发明十进制，因为

我们只有十根手指。”听到这里，“我”甚至觉

着，“人类所有的秘密都在这十根手指里”。

这是孙一圣想写的。“为什么是十进制，

因为古代只能掰着手指头数，只能数到10。”

孙一圣张开双手，他说：“如果人类只有9根

手指，那么计数法就会是九进制。”他没有查

过资料，但坚信“这个逻辑是通的”。“每个人

都有过一些奇怪的想法，看起来很有道理，

只是有的人说出来了，有人的没说出来。”他

想把它写下来。

真实的想法包括：手机调到静音以后，

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拿到手里，手机变轻

了，好像失掉了重量；出门以后，总会疑心没

锁门，不论走出多远，还是会折回检查，结果

发现门锁了。比如坐车，如果两个人正在吵

架，第一下猛拽安全带是拽不出来的，需要

慢慢拉才能拉出来。还有一件刚刚发生在

孙一圣身上的事，他下楼时踩过了每一级台

阶，最后一步迈了2级。他折了回去，把最后

一级台阶踩了一遍。

《日游神》是第四篇小说，讲了一对父子

的故事。小说灵感来自于一则社会新闻，一

名警察为独居老太太“驱鬼”。这则新闻具

有匪夷所思的成分：“驱鬼”是道士干的事，

然而她却向警察求助，最终得到了安慰。这

是两个时代的黏合：“驱鬼”是早年迷信思想

的残余，而报警则是现代社会“有困难找警

察”的理念渗透。这个真实的新闻击中了孙

一圣，他看到了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个看

似矛盾的事件，拆解开看，却合情合理。

《还乡》里，“我”老是梦见死去的亲人，

于是去算命，连掷了六回硬币。算完命，乡

村医生告诉“我”，不是鬼的问题，该拜神

了。临走前，乡医开了药——阿普唑仑，一

种用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失眠，抗惊恐的

药。孙一圣把两个熟悉的部分捏在一起：表

面是求神问佛，而核心是现代医学。他见过

赤脚医生开药，开的是护身符，让人放到枕

头下，然而里面是有安神功效的中草药。

孙一圣第一次见识到日常生活的诡谲，

是在上大学时乘坐的公交车上。学校放假，

孙一圣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半程上来一个

人，他只有半张脸，另半张被烧没了。见过

半边触目惊心的脸后，惊恐使他不敢再看第

二眼。于是，他只能看向车厢里的其他人。

下车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记住了所有

人的脸和表情。在此之前，他乘过上百次公

交车，却对这些完好的、正常的脸熟视无睹。

他只能从身边写起，写一点深深困扰自

己的东西，写出生活中被忽视的一面。自序

中，他写道：“有时候我们总觉着一天过于漫

长，但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却觉得一辈子不过

短短一瞬。”孙一圣解释，回忆过去几十年，人

们想起的都是重大事件，比如出生、上大学、

结婚生子，老人去世，所以常常会觉得时间过

得很快。孙一圣想让时间变得坚硬，让“一

天”如同一根竹签，穿透“一生”这根烤肠。

写小说需要时刻警惕

《还乡》是在卫生间写出来的。2017

年，孙一圣在北京，白天上班，晚上写作。

冬天冷，暖气的热量微弱，不大的出租屋，

只有床是热的。在床上写，进度慢，“一闭

眼就睡着了”。屋里有一张简易长桌，是孙

一圣在宜家花 99 元买的，刚好能塞进卫生

间。把浴霸打开，他坐在马桶盖上，桌子顶

着胸膛，坐得笔直地开始写。在这个狭小的

空间里，足够暖和，又不至于睡去。其间，

他坐坏了一个马桶盖，即便心疼，也只能再

买一个新的。

“我是贴着小说写的，有时甚至把半个

身子泡在小说里，以至于不得不写一段歇一

段，透口气。”孙一圣见过一张画，画的是卡

夫卡半截身子埋在文字里。他想到了自己

写作的状态，就像水涨到胸口，大口大口喘

着气，抵着水往前走。同时又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生怕稍一用力，就踩破了稿纸。

孙一圣把写小说比作一场漫长的拉锯

战，保持“真”的状态很难，因为廉价的道理

和情感容易趁虚而入，让语言陷入虚假的泥

沼。写《山海》时，他感到“很多东西蜂拥而

来，特别是生活四处蔓延，能够隐约体会到

一种宽度”。他写了大片大片的景物，试图

让文字漫过小说的边界。未来，他想写一部

没有人的小说，只有景物。

“你会发现，只要去写一个执拗的人，很

容易出故事，就像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

朵玫瑰》。”孙一圣讲到了这篇经典小说。贵

族小姐艾米丽发现，爱人无意与自己成婚，便

将其毒杀，和尸骨同床共枕40年。他在小说

《日游神》里也写了一个“执拗型”人物。辅警

马贼在宁三秀家“驱鬼”，他没有资格配枪，只

能用擀面杖敲了三下铁锅，模拟枪响。三声

“枪响”过后，他突然理解了父亲。

“小说过于理想化了，现实世界里不会

这样。”他观察过很多对父子，多数是沉默

的，彼此交流很少，各过各的。以前类似的

执拗型人物，孙一圣经常写，现在会尽量避

免。一方面，因为执拗型人物缺乏普遍性；

另一方面，因为这一类人物容易出故事，“有

偷懒的嫌疑”。《夜游神》里，毛毛有双重身

份：白天是数学教师，晚上则走进不同的宾

馆。在警局录笔录时，她说出了真相：她有

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地不能拖，只能跪

在地上擦，电饭锅内胆里有一滴水，母亲就

会尖叫，甚至连垃圾桶里的垃圾都要摆整

齐。她不想待在家里，只能出门。

在高压的亲子关系中，如果没法扛住，

孩子就会“断掉”。在毛毛的成长过程中，有

过许多这样的时刻。面对死亡，她恐惧，于

是后退了一步。抛开性别来看，毛毛也是小

镇青年的缩影，他们在故乡痛苦、挣扎，却无

法全然离开。孙一圣回忆起家乡曹县，和许

多的小镇一样，街边是棋牌室、KTV、盲人按

摩、洗脚店，很多人在牌桌上打发时间。他

看到的是，小镇人无处安放的精神需求。“在

一线城市，你可以看话剧、歌剧、球赛，去博

物馆、游乐场。但在小镇，只能打牌、打麻

将，没有太多选择。”

“冬至早过了，北京还没下过一场雪。

我去买水，回来路上平白跌了一跤，水桶摔

破了，水都洒掉了。我因此告假，与妻回到

久违的故乡。”这是《还乡》的开头，通篇是

“妻”，而不是“妻子”。每写完一大段，孙一

圣会停下来读几遍。他特地选了个单字。

“用‘妻子’会有棱角，就像在路上出现了一

块砖，会把人绊倒、磕伤。‘妻’也有起伏，但

这个起伏是圆滑的。”孙一圣解释完后问：

“你能感受到吗？”

小说《夜游神》，孙一圣写了2次。第一次写了3万字，他觉

得“有点对不起这个题目”，于是整个废掉，重头写起。就像《邪

不压正》里，姜文的一句台词：“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的这顿

饺子。”孙一圣想出了一个题目，为它写了一篇小说。

《夜游神》属于主题性小说。孙一圣认为最好的主题性小

说是《活着》。余华要写“活着”，写的却是亲人接连死去。“如果

所有的亲人最后都活着，那不叫活着，那叫生活。”孙一圣接着

说：“所以主题的选择很重要。”由此，《夜游神》也成为整部小说

集的名字。

孙一圣：

1946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

一年。在这一年里：美国完成了在政治、经

济和军事上的资本积累，走上了超级大国之

路；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欧洲大陆在意

识形态上一分为二，美苏冷战开启；国民党

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新的全国内战在

中国大地上爆发；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

言》，麦克阿瑟开始改造日本；大英帝国难掩

衰颓之势，印度宣布独立……

著名历史学者维克托·塞巴斯蒂安撰写

的《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并未探讨战争

本身，而是记录1946年发生的诸多大事，政

坛精英在“决策之年”纵横捭阖，黎民百姓于

“世纪寒冬”艰难前行。

维克托·塞巴斯蒂安，出生于布达佩斯，

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全家沦为难民，不

得不离开了祖国。他后来成为一名记者，供

职于《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等多家媒

体。还在《伦敦晚报》中任媒体编辑和首席

撰稿人。主要作品有《十二天：1956年革命》

《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等。

在《1946：现代世界的形成》里，维克托·
塞巴斯蒂安用32个长短不一的故事，呈现出

1946年的全球大格局。虽然这些事件大体上

都相互独立，没有明确的前后文关系，但是作

者还是尝试按照时序来排列并呈现。作者谈

论的话题包括：“美国世纪”的到来、斯大林如

何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独裁者、德国被清零和

重启、奥地利成为冷战的重要舞台、苏联在欧

美大规模铺设间谍网络、英国如何濒临破产、

日本天皇退位危机、战后欧洲国家对德国的

复仇、伊朗问题、英国处理印度问题等等。每

一章都充满了丰富的年代感和形形色色且饱

满的人物形象，以及完整的故事主线。

除了在中国、日本和印度发生的事件相

对独立以外，欧洲、美国、中东的大事件还由

一条隐藏的线索被有机组合到了一起，即犹

太人问题。不管是“二战”后对于德国国家

的重构、欧洲的重建、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定、

中东以色列的建国和阿拉伯的分裂，背后都

离不开大国如何处理犹太人问题和犹太人

如何自救之间的博弈。

从柏林到华盛顿，从伦敦到莫斯科，从

德里到上海，维克托·塞巴斯蒂安采信了大

量的档案资料和亲历人的口述记录，通过扣

人心弦的细节描述和颇有深意的小插曲，向

读者生动地展示了和平的第一年如何塑造

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书中几乎涉及了战

后每一个重要主题和关键事件，呈现出一段

信息量大、引人入胜又容易理解的历史。

世界的格局在1946年开始重新书写，并

让它的余辉一直映照到2021年世界中的各

个角落。掩卷沉思，读者不禁会问，“二战”

真的结束于1945年吗？还是一直到柏林墙

倒塌的 1989 年，或者苏联解体的 1991 年？

这些答案既对也不对。但看过该书后，几乎

所有人都会认为，如今这个既没有和平也没

有战争的年代，它的起始元年正是1946。

□ 为什么想写一部科

幻小说？

■ 除了工作之外，我一

直在思考其他事情，一些不

一样的事情。比如人类的未

来会发展成何种形态、科技

会怎样与人类相结合等等。

文学跟投资在本质上有相通

点，都是对事物有更细致的

观察，然后从独特的视角中，

试图得到一些不同的结论。

小时候，我看过很多科幻作

品，包括科幻小说、科幻电

影、电视剧。我对科学也很

感兴趣，大学时差点选了物

理专业。

真正产生想写一部小说

的想法，确实是在一瞬间。

去年 5 月，大概是五四青年

节前后，在辞职前的一晚，我

洗澡时产生了一个灵感，这

个念头让我兴奋得一夜未

眠。我要写作，而且是写一

部科幻小说——目标具体

而明确。当时有 3 个月时

间，足以完成一部小说的骨

干。过去我是一个在国外

读书的理科生，后来是一个

涉足金融行业的投资人，在

此之前我平生写过最长的东

西可能就是投资报告。那一

晚我没合眼，构思好了故事

的架构与脉络，主要人物也

浮出水面。第二天夜幕降临时，小

说的第一个章节基本写完了。

□ 听起来，写作本身也有神秘

的成分。人工智能进化到生命体的

临界点在哪？

■ 首先声明，我不是专业人工

智能领域的技术人员。我平常的工

作是做医疗和科技领域的投资。只

能说，恰巧做这个投资方向，对行业

现状有一些基础理解。从现状来

看，人工智能还在一个依据场景进

行优化的阶段，目前还没有一个通

用人工智能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医疗方面，人工智能经常用

于诊断，比如分析医疗影像，判断肺

部结节，通过基因测序的方式进行

癌症早期筛查，包括新药研发。在

保险领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原来

50 岁以上或者得过癌症的人，不能

买健康保险。现在有人工智能的辅

助和大数据算法后，六七十岁的老

年人同样可以买保险。自动驾驶分

几个级别，从 L0 到 L5，现在正在从

L3 向 L4 靠近。这些都是人工智能

在各个产业的一些应用和体现。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生命的临界

点，在于它有没有独立的意识、目

标，能够自主选择。它的发生可能

不在一个临界点上。就像人类从一

个受精卵长成一个孩童，自己是很

难区分出哪一刻是临界点。所以我

在想，其他的生命或许也一样。当

人工智能意识到自己有意识，这应

该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而不一

定是某一个瞬间。

□《青年世代》写到，200 年后

的世界发生巨变，欧洲迎来了青年

人主导的狂欢。第一章就写了丹尼

大学毕业后，竞选欧洲青年党议

员。小说背景为何要选在欧洲？青

年意味着什么？

■ 我在英国读的本科，在英国

留学 3 年，对这里的感情比较深。

2016 年，英国就其是否脱离欧盟进

行公投。当时，我在中国香港上班，

看了一晚上开票，最后是“脱欧”派

险胜，所以现在英国已经“脱欧”

了。再看一些具体的数据：18~

24 岁年轻人支持英国留在欧洲

的比例是 73%，65 岁以上老人

支持英国留在欧洲的比例是

40%。可以说，是老人让英国脱

欧的。实际上，这对年轻人不

公平。

“脱欧”之后的弊端，大多

要等到起码 10 年后再出现，短

期内“脱欧”对英国影响不大。

在一个“脱欧”的英国，老人大

概还要生活二三十年。对于年

轻人来说，这个时间是五六十

年，甚至更长。这相当于英国

的老年人扼杀了英国青年人的

希望。我就在想，投票权是不

是应该不一样，但当时还没有

写小说的想法。

我换工作前比较闲，就把喜

欢的科幻电影补了补。六七岁

的时候，我在中央六套看过一部

地球人打虫子的电影。后来找

了很久，发现是 1997 年上映的

《星际战队》。电影讲的是一

群人去外星打虫族，征服外星

球。其中有一个设定很有趣，

在未来只有军人能投票，因为

只有军人参战。这个设定一下

就和英国脱欧结合起来，我就

在想，假如只有青年能投票参与

重大的政治事件，那个社会是什

么样？

当然这种假设，目前看来不

可能在欧洲发生。所以我把时间放

到了未来。《青年世代》里的一个设

定就是，200 年后欧洲青年发起了

“青年革命”运动。在议会议员的选

举中，一个20岁青年的投票权，相当

于 5 个 60 岁老年人的投票权，或者

是1.67个40岁中年人的投票权。我

有一个朋友看完《青年时代》以后，

觉得对话里有武侠感。现在我只能

写到这个程度，还不足以写得那么

好。但是在写青年的对话、心理时，

我还是能把握到年轻的气势和凌厉

的状态。

□ 可以聊聊自己吗？您现在也

属于人生中的“青年时代”。

■ 2020年，我基本告别了校园

生活，就像一个乌托邦式的童话正

在远去。随着30岁临近，人生好像

到了一个阶段，能够感受到青春时

光渐渐逝去。

我写《青年世代》，并不是说要

为青年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人作为

一个体，本质里有自私的成分。一

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积累了社会资

源，到老的时候，你让他放弃，这是

非常难的。我只是希望这本小说，

能引发读者思考。每个人群都代表

了一个利益群体，利益群体最后会

博弈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不清楚。

事实上，在《青年世代》里你能

看到，虽然青年表面上占有社会主

导权，但其实还是被操控的，年轻人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由。

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老人活得更

久，从概率上看，就比年轻人有更多

的社会资源。就像我会去做很多尝

试，但不可能每件事都能做好，人的

精力、资源都有限。

在选择做医疗投资这件事情

上，我的信念还是很坚定的。我相

信这个领域对当下的社会是有好处

的。现在工作这么累，很多年轻人

得病，患先天性疾病的儿童也有很

多。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我选医

疗这个赛道，假如我投对一家企业、

一个行业，让一部分人多活一段时

间，多享受一些世间的美好，这就是

我做医疗投资最大的意义。

32个故事勾勒出“二战”后的世界格局
关键词 现代世界 重建 博弈 ■书同君

《青年世代》出版后，24小时内首印销售一空。李

佳蓬有了一个新title——90后科幻作家。在此之前，

他有10年海外留学经历，先后毕业于牛津大学、哥伦

比亚大学、中国香港大学，在中国香港工作6年，目前

是国内一线私募股权基金医疗健康及科技领域投资

人。在李佳蓬看来，文学和投资本质上有共性：都需

要观察、理解、解读。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邀请李

佳蓬聊聊他的新作，以他对科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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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传播学其实很有趣！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传播学原来很有趣：16位大师的精华课》。

该书作者梁萍主修新闻传播，多年来致力于传播理论学习与研究，擅长将经典传播理论与新媒体语

态下的传播相结合，文字风格风趣幽默。

社会工作者程瑞鹏评价：“传播学是一门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学问，它总是藏在许多社会生活问

题背后。在网络信息碎片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多了解一些传播学知识很有必要。”传播学处在一个

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各学科理论都可以为传播学所用。在此基础上，在众多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

力下，传播学也产生了许多自身独有的理论，这些理论丰富并完善了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者正是《传播学原来很有趣：16位大师的精华课》的重点内

容。作为一部传播学入门书籍，该书在内容架构上，立足于理论介绍的宽度和广度，而在理论深度

上进行了一些取舍。

在内容呈现形式上，作者选择让大师们“自己来说”，在阐述自身理论的同时，结合当前社会现

实进行例证分析。这种例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让每节课变得更有趣，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将传

播学理论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理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之一”，梁

萍说。 （童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

受
访
人
：
李
佳
蓬
（
科
幻
作
家
）

□

采
访
人
：
江
玉
婷
（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记
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