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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作家” 与“黄昏收集者” ，大概是七堇年本

人唯二认可的标签。 与写作有关的“作家” 有多规

则，与行走有关的“黄昏收集者” 就显得有多不规

则。 相同的是，两个身份都是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

动词，只能由一个人去完成。 当她携新作《晚风枕

酒》来贵阳西西弗书店签售时，感受到的是“人气

青年作者”“畅销书作家” 标签背后的一切，粉丝、

长龙、签字笔———一如她在其他都市所领受到的。

在新作《晚风枕酒》中，七堇年想探讨的是身

份与标签之后的活法，一种不规则的人生。 书中出

现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位是从小出国读书，人格独

立、热爱自由的个性不规则的姑娘；一位是热爱滑

翔伞与精酿啤酒，事业不规则的金融精英；而另一

位则是外形突出， 家境富裕却想法不规则的继承

者。七堇年形容三位主人公像三个不肯融化的“雪

人” ，“在春天逼近的温暖里， 努力保持自己的轮

廓。 ” 在故事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对自己人生所热

爱的不断坚持和探索，在实现多元价值的同时，也

收获财富上的自由，从而体现出“斜杠青年” 的生

活信仰， 传达出 “不规则的日子， 也是值得认真

过” 的价值体系。 她写道：“这个世界是因为例外

而美丽的，例外的，不在乎恋爱和甜点的姑娘，不

痴迷成功和金钱的小伙子。 例外或不规则，世界是

因为这样的人而有趣的。 ”

“年纪越小，越关心宏大叙事。我 15 岁时想写

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 可是到现在，觉

得能够把眼下的柴米油盐关注好就不错了。” 七堇

年说。

盐为百味之王，七堇年的小说之盐，是她和母

亲的母女关系。 七堇年与母亲不和，她从不讳言自

己的原生家庭：单亲家庭，母亲养大。 母亲性格强

势，三天两头便是“我是真后悔要了你 / 你看人家

再看看你自己 / 你能不能少给我添麻烦 / 没有你

我过得好得很……” 七堇年最初开始写作时母亲

并不认可，觉得是不务正业。 最终她靠写作、出书，

获得经济独立，母亲依旧不以为然。“这些年，母女

俩打电话不超过三十秒， 每个月就像例行检查彼

此还活着没。 ” 七堇年说。 原生家庭阴影的涟漪，

与七堇年写作的年轮一起蔓延着， 从 《远镇》到

《大地之灯》，以至后来的《灯下尘》，原生家庭与

少年成长的主题在七堇年的笔下不断出现并深

化。“不原谅” 成为这些书的共同主题。 直到三十

岁时，七堇年发现“不原谅并未让我的生活过得更

好” ，她被作家绿妖的一句话打动，这句话是“不

要在童年阴影里赖床” 。

于是，她写了一篇长篇小说《无梦之境》，与

母亲与自己和解，也就是与“柴米油盐” 固有的张

力和解。 《无梦之境》写完不久，七堇年给母亲写

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写完这本书，算是我与你

的和解之路，迈出了第一步。 我对自己说，从现在

开始，我要练习原谅的正确姿势。 ” 再接下来，有

了这部 《晚风枕酒》———光看书名就觉得快意洒

然。 七堇年开始享受现实生活中固有的问题与张

力在她身上的撕扯。

“人生，也许只是一个‘探讨问题’ ，而‘研究

成果’ ，并不重要。 ” 在《晚风枕酒》一书里，七堇

年不止一次这样写道。

提出问题，探讨问题，是七堇年所有写作的目

的。 她将写作视为一件空山问雪之事：在一片白茫

茫的孤独中，你的提问化为回声，反问着你。 而答

案，如果有的话，则被覆盖在白茫茫的深处，随着

春天的到来，消融，或者发芽。“我不知道我是否很

好地完成了它。 每创造一个故事都是绘制一座迷

宫，动态的，不断生长的迷宫，因此有时候我自己也

会迷路。 抵达出口的时候，故事也许已经发育至完

全变样。 好在就像我们出生不是为了死亡那样，我

并不在乎出口在哪儿，何时找到，我留恋在迷宫中

找寻出口的感觉， 尽管那个过程丝毫谈不上愉悦。

但这不妨碍我坐下来，想起雪地中的自己。 ”

写作可以经历“多重人生”

记者：上一部作品《无梦之境》写“原生家

庭” ，最新的《晚风枕酒》写“斜杠青年” ，刚好分

别对应着当代青年人的“现实” 与“理想” 。 很多

人因为职业的倦怠而梦想成为“斜杠青年” ，你怎

么想到去关注这一群体的？

七堇年：我的写作，不是情节跌宕起伏的悬疑

小说，更多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心，以及文字的场景

感， 适合去展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的迷惘

和问题。 比如在一个单位呆一辈子的时代场景，早

已经过去了。 一份职业，从事六七年以后都会有一

种倦怠感，想要有一些变化，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但不论怎样， 心里都向往着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发

展，所谓“斜杠青年” 的说法现在比较流行。 我对

这一类型的人挺有兴趣。

书里的三位主角，差不多都是有着“不规则信

念” 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符合主流的期待。 比如男

主角是个学霸类型， 大家对这类型有一个既定轨

道的期待， 应该海外常青藤留学， 做金融工作之

类。 如果不按照这个轨迹走，就感觉辜负了所有人

的期待，他的一生也就被这种期待所绑架。

写作好玩的事情是可以过“多重人生” 。 你可

能不用去经历一件事， 但在信息收集和观察的基

础上做一个虚构，带着人物的角色走进人物的世界，也等于是

经历一次人生。 我身边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可能随口说一个卖

菜的故事，但对我们写作者来说，可能也是很有趣的题材。我就

是在这些基础上去虚构、去发挥的。

记者：信息收集，很重要的一点是阅读。你的写作与阅读有

没有直接的关系？

七堇年：肯定会有。但我现在看虚构小说反而挺少的。我的

阅读很杂，什么都看，包括物理学、心理学、医学等等，可能跟我

的行业隔得越远的东西，我越愿意去读。

但阅读并不是一定对写作有立竿见影的影响。不是说读到

什么，就写什么，这就写成读后感了。 可能要读很长时间，方可

从中获得一点启发。 就相当于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每天都要长

跑，保持体能，也不是说今天跑了明天就能进球了。但长跑依然

是足球运动员必备的体能训练。一个写作者也是如此，旅行、阅

读、看电影，学习写剧本都是基本功。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它的基

本门槛和所需付出的基本功夫。

对我而言，写作和阅读，都是个人爱好。看书最多的还是学

生时代，我相信大部分的上班族很少有时间看书了，回家已经

累瘫了，只想洗洗睡或玩手机，现在这个时代冲击

阅读的好玩的事情太多了。 当然我还没有妥协到这

一步，遇到好看的书，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的，都

舍不得把它读完，这也可能是能引起共鸣的书越来

越少的缘故。

其实，真正参与写作和阅读人越来越多了，大家

的兴趣在分化，也在精进。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

因为在个性更丰富多彩的时代，大家的选择更加多

样化了。

感知如孩子，克制如成人

记者：其实你的写作经历蛮“正规” 的。 十多年

前从“新概念作文” 出道，签了公司，一直在坚持写

作、出书，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当。 现在写作和当初写

作，心境以及关注的问题有何不同？

七堇年：一开始的写作是非常纯粹的倾诉，想到

什么写什么，非常直觉化。 到现在十多年过去，算是

进了文学的“幼儿园” ，才明白真正的文学，是在保

持纯真表达的同时，又要保持克制，而非纯粹的宣

泄。 这牵涉到微妙的平衡。 我的理解，这种平衡就是

所谓的文学艺术传承。

人在长大，倾诉欲和表达欲望肯定是在收缩的，

就是朋友也会越来越少， 想说的话也会越来越少。

但人就是一边长大，一边保持感知的锐度和认知的

敏感性。 其实这是跟生活的要求相悖的，人麻木一

点总归是过得要更容易一些的，但是写作始终要求

保持感受的敏锐度，像一个少年、一个孩子一样。 但

是在表达方式上要越来越成熟， 要学会如何去克

制。 这很不容易的，我可以算是刚刚入门。

记者： 在你十多年的写作当中， 有没有过倦怠

感？

七堇年：肯定会有，而且不仅是对写作这件事，

很可能对生活本来的意义、对人存在的意义都会感

到倦怠。 写作真的是很漫长、很枯燥的一件事。

写作过程中要持续往上走， 去挖掘更多的优美

和趣味，而这需要更多的认知和见识作支撑，周而

复始。 这得强迫自己坚持。 刚刚在朋友圈看了一个

金句， 就是如何鉴定你对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天

赋。 很简单：能不能持续的产出。 这就是职业化的意

义所在，超越一般的兴趣去持续做一件事。

记者：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年轻时容易误将热

情当才华” 。意思是文学艺术天然的离年轻人近些。

人往中年、往老年走，更容易远离文学艺术的创作。

你写了这么多年，有这种感觉么？

七堇年：其实是有同感的。 不仅是文学，导演、

画家也是如此，最好的作品常常是在非常年轻的时

候出来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姜文的《阳光灿

烂的日子》，当然他们后来的作品也有他们的理解。

为什么越年轻的时候其实越容易出作品？ 是因为你

思想更单纯一些，你所谓的表达与倾诉欲也是更加

强烈，没有那么多的理性的阻拦和筛选。 这些都是

出作品的前提。 当然，早期作品可能很好，可能也很

糟，但都是表达欲旺盛的阶段。 这是非常珍贵的。

热情肯定不是全部， 但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终身

的事情来做，哪怕在你老了之后，面对热情退却之

后，还能持续保持进步，到一个可能越老越好的阶

段。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目的性很强的写作最终都

不是享受

记者：你在写作中，会有“告别青春” 的意识或

界限否？

七堇年： 这涉及到标签的问题。 标签化本身就

是人类认知模式的一部分，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是

先分类，然后建立一个概念，给它贴上标签，无一幸

免。 我们作家都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和分类，

我的同行好像从来没有谁喜欢自己身上标签。

所以我倒没有刻意说要不写青春， 因为我觉得

青春其实是一个很美的、永恒的话题，是人类集体

潜意识深处都很眷恋的东西，就是没有人不喜欢青

春。 但是我不会仅仅只写青春，也不可以回避青春。

我心里面自认为我还挺小的。

记者：标签撕下来，也可能是血淋淋的。 因为从

商业的逻辑， 都希望创作者的风格能相对固定，维

持一个稳定的人设，这样能极大程度地维持粉丝群

和商业价值。 商业的逻辑和写作的逻辑不同，但写

作又离不开商业。 怎么办？

七堇年：您说得非常到位，这是作家成长过程中

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纯商业考量的是，你的形

象、产品的用户定位在哪里。 但是文学不是产品，但

一个作品是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所以让你自己

满意就好了。 你要想着为讨好谁而写，你会自己也

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

把写作当成纯粹商业化的一个考量， 用某种套

路来固定读者群，这是类型小说的商业逻辑，但我

写的不是类型文学。 我觉得我还是属于跟读者一起

成长的那种作家， 可能和我分道扬镳的读者不多。

我觉得各有取舍吧。 那种目的性很强的写作最终都

不是享受，所以我还是轻松地写吧，因为写作这件

事情本身就已经够烦了。

一群省内的文化老人和文化人，出席乌当区一位

老作家的第一部书的研讨会，这在当地文坛是罕有的

事。 9 月 11 日，作家欧阳俊《活着的传奇》增订版分

享会在乌当举行。 顾久、黄万机、谭佛佑、梁茂林、王

尧礼、厐思纯等省市学者、专家、作家与会。

作者欧阳俊先生 1941 年出生于贵州松桃， 前半

生任教，后半生从政。 退休后十年，欧阳俊感到有荒

废生命的隐痛，于是选择认真地老去，留点文字在人

间。 他很认真地打量着自己，一个老态龙钟但又精神

矍铄声如洪钟的老人。“我是如何变老的？” 欧阳俊的

直觉中有两个字眼：一是“冰” 。 一个土头土脑，衣衫

单薄，满头冰花，赤脚踏着冰雪艰苦求学的普通少年，

变老了；一是“火” 。 一个出生在火光中，前半生在烟

熏火燎中度过，在大火中燃烧着冶炼着的人，变老了。

他又想到了和自己一起老去以及先自己死去的同辈，

昔日的一群野孩子在苦难的途中走出了外交家、工程

师、全国优秀教师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他决定写

一写自己及同辈人的来路，看看这冰与火能锤炼出怎

样的人来。

这是 2012 年的事， 他决心用百姓家史的方式搜

集自己近八十载的个人成长史，回顾先祖三百年来的

家史。“坚持了两千多个日夜，写坏了一台电脑，写脱

了几层皮，写成了肩周炎，写掉了大把头发。写得死去

活来。 ” 欧阳俊说，这次写作简直像是由小变老又苦

了一次。“但不管怎么说生来吃苦，写来是福。 ” 落下

最后一个字时，他这样想。 在书中，他用了爷爷、父辈

以及他自己三代人的视角：爷爷的故事穿越三百多年

的历史长空，记录下了从家乡土地上走出的几个将军

人物，苗乡神兵神话的历史表情依旧活在民间；父母

亲的故事跨越晚清和民国，重现匪患、饥荒和瘟疫的

乱世江湖；“我” 则经历两个政权，新旧社会两重天。

最终成书的《活着的传奇》一书，除了记录作者

亲历、亲见、亲闻的人物、故事、地方风土民情和人文

习俗外，还对那些濒临消失的历史事件和民间文化进

行了抢救性的追述。 该书于 2017 年出版以来，获得

了省内外的广泛好评，一再加印，并于今年 8 月份推

出增订版，最终于 9 月份成功召开分享会。

分享会上，李芳、张明、厐思纯、朱松华、罗克彬、

王亚平等文史专家、学者先后发言，从家国情怀，文学

的笔法、 史学的实录等角度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大家一致认为，《活着的传奇》再现了不同时期风

云变幻的历史事件， 充满着对家国命运的深厚情怀，

正如作者所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最是家国情怀深，

用生命杜撰历史，用大爱书写未来，把中华民族家国

深情一代又一代的爱传承下去。 ” 体现了一个作家的

历史担当与责任，同时，也详细记录了地方人文习俗

和风土民情， 专家们一致认为本书具有史志文献价

值，励志教育作用，收藏审美意义。

分享会现场由乌当区老年大学朗诵了贵州著

名文化老人黄万机写给作者欧阳俊的题词：“有灵

梵净挥椽笔，无韵离骚媲史迁” 。 贵州文史馆馆员、

贵州师范学院教授谭佛佑朗诵《活着的传奇》赋赠

二律，为活动增添了别样的精彩。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著名学者教授顾久

作总结发言。他说，《活着的传奇》一书是欧阳俊先生

对自己生命的一段真诚的、精心的实录。 实录是非常

伟大的，实录保存了人类的记忆，并生发出人的情感

与信仰，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注定是没心没肺的，历史

就是要精确地记下这些事。“我觉得欧阳先生身上就

有这些用信仰、用智慧、用拼搏影响下一代的精神和

力量。 《活着的传奇》写真实、抒真情、说真话，在历

史的真实中回顾了新中国 70 年发展的历程， 经济、文

化、生态、教育，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在作品里得到

了生动形象的体现。 《活着的传奇》真情流露、真实感

人，既有历史的效力，又有艺术的价值，能够给当代青年

很多启示。 ”

� � � � 作家欧阳俊《活着的传奇》

增订版分享会举行———

用信仰和拼搏

影响下一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作家七堇年携新作《晚风枕酒》签售贵阳———

写作只是“探讨问题”

“研究成果” 不重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人物名片

七堇年，作家，黄昏收集者。 出版作品有《被窝是青春

的坟墓》《大地之灯》《澜本嫁衣》《尘曲》《平生欢》《灯

下尘》《无梦之境》《晚风枕酒》等。 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

一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近年来，七堇年的写作不断

趋于成熟，以风格独特的洗丽文笔著称，作品多次荣登畅

销书排行榜。

七堇年签售现场。

《晚风枕酒》书封。

作家欧阳俊在分享会现场。 罗安艳 摄

《活着的传奇》书封。

访 谈

“作家” 与“黄昏收集者” ，大概是七堇年本

人唯二认可的标签。 与写作有关的“作家” 有多规

则，与行走有关的“黄昏收集者” 就显得有多不规

则。 相同的是，两个身份都是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

动词，只能由一个人去完成。 当她携新作《晚风枕

酒》来贵阳西西弗书店签售时，感受到的是“人气

青年作者”“畅销书作家” 标签背后的一切，粉丝、

长龙、签字笔———一如她在其他都市所领受到的。

在新作《晚风枕酒》中，七堇年想探讨的是身

份与标签之后的活法，一种不规则的人生。 书中出

现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位是从小出国读书，人格独

立、热爱自由的个性不规则的姑娘；一位是热爱滑

翔伞与精酿啤酒，事业不规则的金融精英；而另一

位则是外形突出， 家境富裕却想法不规则的继承

者。七堇年形容三位主人公像三个不肯融化的“雪

人” ，“在春天逼近的温暖里， 努力保持自己的轮

廓。 ” 在故事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对自己人生所热

爱的不断坚持和探索，在实现多元价值的同时，也

收获财富上的自由，从而体现出“斜杠青年” 的生

活信仰， 传达出 “不规则的日子， 也是值得认真

过” 的价值体系。 她写道：“这个世界是因为例外

而美丽的，例外的，不在乎恋爱和甜点的姑娘，不

痴迷成功和金钱的小伙子。 例外或不规则，世界是

因为这样的人而有趣的。 ”

“年纪越小，越关心宏大叙事。我 15 岁时想写

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 可是到现在，觉

得能够把眼下的柴米油盐关注好就不错了。” 七堇

年说。

盐为百味之王，七堇年的小说之盐，是她和母

亲的母女关系。 七堇年与母亲不和，她从不讳言自

己的原生家庭：单亲家庭，母亲养大。 母亲性格强

势，三天两头便是“我是真后悔要了你 / 你看人家

再看看你自己 / 你能不能少给我添麻烦 / 没有你

我过得好得很……” 七堇年最初开始写作时母亲

并不认可，觉得是不务正业。 最终她靠写作、出书，

获得经济独立，母亲依旧不以为然。“这些年，母女

俩打电话不超过三十秒， 每个月就像例行检查彼

此还活着没。 ” 七堇年说。 原生家庭阴影的涟漪，

与七堇年写作的年轮一起蔓延着， 从 《远镇》到

《大地之灯》，以至后来的《灯下尘》，原生家庭与

少年成长的主题在七堇年的笔下不断出现并深

化。“不原谅” 成为这些书的共同主题。 直到三十

岁时，七堇年发现“不原谅并未让我的生活过得更

好” ，她被作家绿妖的一句话打动，这句话是“不

要在童年阴影里赖床” 。

于是，她写了一篇长篇小说《无梦之境》，与

母亲与自己和解，也就是与“柴米油盐” 固有的张

力和解。 《无梦之境》写完不久，七堇年给母亲写

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写完这本书，算是我与你

的和解之路，迈出了第一步。 我对自己说，从现在

开始，我要练习原谅的正确姿势。 ” 再接下来，有

了这部 《晚风枕酒》———光看书名就觉得快意洒

然。 七堇年开始享受现实生活中固有的问题与张

力在她身上的撕扯。

“人生，也许只是一个‘探讨问题’ ，而‘研究

成果’ ，并不重要。 ” 在《晚风枕酒》一书里，七堇

年不止一次这样写道。

提出问题，探讨问题，是七堇年所有写作的目

的。 她将写作视为一件空山问雪之事：在一片白茫

茫的孤独中，你的提问化为回声，反问着你。 而答

案，如果有的话，则被覆盖在白茫茫的深处，随着

春天的到来，消融，或者发芽。“我不知道我是否很

好地完成了它。 每创造一个故事都是绘制一座迷

宫，动态的，不断生长的迷宫，因此有时候我自己也

会迷路。 抵达出口的时候，故事也许已经发育至完

全变样。 好在就像我们出生不是为了死亡那样，我

并不在乎出口在哪儿，何时找到，我留恋在迷宫中

找寻出口的感觉， 尽管那个过程丝毫谈不上愉悦。

但这不妨碍我坐下来，想起雪地中的自己。 ”

写作可以经历“多重人生”

记者：上一部作品《无梦之境》写“原生家

庭” ，最新的《晚风枕酒》写“斜杠青年” ，刚好分

别对应着当代青年人的“现实” 与“理想” 。 很多

人因为职业的倦怠而梦想成为“斜杠青年” ，你怎

么想到去关注这一群体的？

七堇年：我的写作，不是情节跌宕起伏的悬疑

小说，更多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心，以及文字的场景

感， 适合去展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的迷惘

和问题。 比如在一个单位呆一辈子的时代场景，早

已经过去了。 一份职业，从事六七年以后都会有一

种倦怠感，想要有一些变化，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但不论怎样， 心里都向往着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发

展，所谓“斜杠青年” 的说法现在比较流行。 我对

这一类型的人挺有兴趣。

书里的三位主角，差不多都是有着“不规则信

念” 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符合主流的期待。 比如男

主角是个学霸类型， 大家对这类型有一个既定轨

道的期待， 应该海外常青藤留学， 做金融工作之

类。 如果不按照这个轨迹走，就感觉辜负了所有人

的期待，他的一生也就被这种期待所绑架。

写作好玩的事情是可以过“多重人生” 。 你可

能不用去经历一件事， 但在信息收集和观察的基

础上做一个虚构，带着人物的角色走进人物的世界，也等于是

经历一次人生。 我身边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可能随口说一个卖

菜的故事，但对我们写作者来说，可能也是很有趣的题材。我就

是在这些基础上去虚构、去发挥的。

记者：信息收集，很重要的一点是阅读。你的写作与阅读有

没有直接的关系？

七堇年：肯定会有。但我现在看虚构小说反而挺少的。我的

阅读很杂，什么都看，包括物理学、心理学、医学等等，可能跟我

的行业隔得越远的东西，我越愿意去读。

但阅读并不是一定对写作有立竿见影的影响。不是说读到

什么，就写什么，这就写成读后感了。 可能要读很长时间，方可

从中获得一点启发。 就相当于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每天都要长

跑，保持体能，也不是说今天跑了明天就能进球了。但长跑依然

是足球运动员必备的体能训练。一个写作者也是如此，旅行、阅

读、看电影，学习写剧本都是基本功。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它的基

本门槛和所需付出的基本功夫。

对我而言，写作和阅读，都是个人爱好。看书最多的还是学

生时代，我相信大部分的上班族很少有时间看书了，回家已经

累瘫了，只想洗洗睡或玩手机，现在这个时代冲击

阅读的好玩的事情太多了。 当然我还没有妥协到这

一步，遇到好看的书，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的，都

舍不得把它读完，这也可能是能引起共鸣的书越来

越少的缘故。

其实，真正参与写作和阅读人越来越多了，大家

的兴趣在分化，也在精进。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

因为在个性更丰富多彩的时代，大家的选择更加多

样化了。

感知如孩子，克制如成人

记者：其实你的写作经历蛮“正规” 的。 十多年

前从“新概念作文” 出道，签了公司，一直在坚持写

作、出书，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当。 现在写作和当初写

作，心境以及关注的问题有何不同？

七堇年：一开始的写作是非常纯粹的倾诉，想到

什么写什么，非常直觉化。 到现在十多年过去，算是

进了文学的“幼儿园” ，才明白真正的文学，是在保

持纯真表达的同时，又要保持克制，而非纯粹的宣

泄。 这牵涉到微妙的平衡。 我的理解，这种平衡就是

所谓的文学艺术传承。

人在长大，倾诉欲和表达欲望肯定是在收缩的，

就是朋友也会越来越少， 想说的话也会越来越少。

但人就是一边长大，一边保持感知的锐度和认知的

敏感性。 其实这是跟生活的要求相悖的，人麻木一

点总归是过得要更容易一些的，但是写作始终要求

保持感受的敏锐度，像一个少年、一个孩子一样。 但

是在表达方式上要越来越成熟， 要学会如何去克

制。 这很不容易的，我可以算是刚刚入门。

记者： 在你十多年的写作当中， 有没有过倦怠

感？

七堇年：肯定会有，而且不仅是对写作这件事，

很可能对生活本来的意义、对人存在的意义都会感

到倦怠。 写作真的是很漫长、很枯燥的一件事。

写作过程中要持续往上走， 去挖掘更多的优美

和趣味，而这需要更多的认知和见识作支撑，周而

复始。 这得强迫自己坚持。 刚刚在朋友圈看了一个

金句， 就是如何鉴定你对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天

赋。 很简单：能不能持续的产出。 这就是职业化的意

义所在，超越一般的兴趣去持续做一件事。

记者：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年轻时容易误将热

情当才华” 。意思是文学艺术天然的离年轻人近些。

人往中年、往老年走，更容易远离文学艺术的创作。

你写了这么多年，有这种感觉么？

七堇年：其实是有同感的。 不仅是文学，导演、

画家也是如此，最好的作品常常是在非常年轻的时

候出来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姜文的《阳光灿

烂的日子》，当然他们后来的作品也有他们的理解。

为什么越年轻的时候其实越容易出作品？ 是因为你

思想更单纯一些，你所谓的表达与倾诉欲也是更加

强烈，没有那么多的理性的阻拦和筛选。 这些都是

出作品的前提。 当然，早期作品可能很好，可能也很

糟，但都是表达欲旺盛的阶段。 这是非常珍贵的。

热情肯定不是全部， 但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终身

的事情来做，哪怕在你老了之后，面对热情退却之

后，还能持续保持进步，到一个可能越老越好的阶

段。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目的性很强的写作最终都

不是享受

记者：你在写作中，会有“告别青春” 的意识或

界限否？

七堇年： 这涉及到标签的问题。 标签化本身就

是人类认知模式的一部分，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是

先分类，然后建立一个概念，给它贴上标签，无一幸

免。 我们作家都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和分类，

我的同行好像从来没有谁喜欢自己身上标签。

所以我倒没有刻意说要不写青春， 因为我觉得

青春其实是一个很美的、永恒的话题，是人类集体

潜意识深处都很眷恋的东西，就是没有人不喜欢青

春。 但是我不会仅仅只写青春，也不可以回避青春。

我心里面自认为我还挺小的。

记者：标签撕下来，也可能是血淋淋的。 因为从

商业的逻辑， 都希望创作者的风格能相对固定，维

持一个稳定的人设，这样能极大程度地维持粉丝群

和商业价值。 商业的逻辑和写作的逻辑不同，但写

作又离不开商业。 怎么办？

七堇年：您说得非常到位，这是作家成长过程中

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纯商业考量的是，你的形

象、产品的用户定位在哪里。 但是文学不是产品，但

一个作品是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所以让你自己

满意就好了。 你要想着为讨好谁而写，你会自己也

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

把写作当成纯粹商业化的一个考量， 用某种套

路来固定读者群，这是类型小说的商业逻辑，但我

写的不是类型文学。 我觉得我还是属于跟读者一起

成长的那种作家， 可能和我分道扬镳的读者不多。

我觉得各有取舍吧。 那种目的性很强的写作最终都

不是享受，所以我还是轻松地写吧，因为写作这件

事情本身就已经够烦了。

访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