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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孙俪 房似锦原型是个坚强的女孩

《
安
家
》
剧
照

■ 本报记者 张洁
包里装有她做中介用了七八年的笔记
本，有她的钱包、名片夹、计算器、充电
宝，包里还会放鞋套、测距仪、指南针，
我看她摩羯座特性非常强，因为我是
天秤座，
就喜欢那种花里胡哨、好看没
用的，但摩羯座务实。我还去了她家
里，她家猫吃的都比她吃得好，她是不
太会关心自己的那种人，家里基本没
什么电器，冬天去的时候屋里好冷。
她会给自己买很好的护肤品，家里唯
一值钱的是口红，
都是大牌，她对自己
再抠门，都很在意自己在客户眼中的
形 象 ，这 也 是 我 在 剧 中 涂 口 红 的 原
因。那个女孩在我开机前买了三支口
红送给我，
我很感动，我戏里用的都是
她喜欢的口红颜色。

印象

演戏时是主角
生活中像群演
西装整洁，目光果敢，
习惯性不
苟言笑，工作雷厉风行——暌违三
年，孙俪回归电视剧，摇身一变成了
金牌房屋中介房似锦。她与罗晋、
王自健等联袂出演的都市现实题材
行业剧《安家》，自开播后收视捷报
频传，好评和讨论度也一路飙升。
出道多年，独揽飞天奖、金鹰奖、白
玉兰奖，孙俪被誉为“大满贯女主
角”，从古装剧到现代剧，百变孙俪
在镜头前演绎了形形色色的不同人
生。采访中，她大方分享了台前幕
后的故事和心得。
片场里的孙俪似乎永远不知疲
倦。拍《甄嬛传》时，孙俪被人广为
流传的是：吃苦。1800 多场戏，她
占了 960 场，平均每天十几场，要背
十多页台词。拍摄《安家》时经历了
一个完整的三伏天，她抗高温的秘
诀是靠心理暗示，
告诉自己：
心静自
然凉。拍摄时身上衬衣常被汗水浸
透，有时甚至要两小时一换。
她身上有种上海女人特有的智
慧，俗称：
拎得清。
“不是自己平衡得
有多好，
而是对生活有要求，不能让
生活很随意地过去。”
外界觉得她接
戏少，她说：
“我真的不懒，
一直在看
剧本。我也不是为家庭牺牲，我反
而觉得家人孩子都在帮助我。”
这些年，由于孙俪演的甄嬛形
象深入人心，许多观众会把她当作
真的“娘娘”，然而生活中的她却一
点儿都不威风。朋友俞白眉这样描
述她：
“ 演戏的时候不管角色多小，
都像个主角；生活当中不管地位多
高，都像个群演。”关注她的微博就
会发现，取代街拍、红毯、通稿的是
孙俪一则则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点滴
记录，就像她自己所说：
“ 我喜欢真
实的美丽。”
在这里看到了真实的孙
俪，那个她口中所谓的
“家庭主妇”
。
因为工作原因，和先生邓超经
常会作息不同步，
孙俪养成了
“挤牙
膏”
的习惯，这也成了他们夫妻间的
一种问候。
“晚上了挤个牙膏放在那
儿，就好像在说‘晚安，我睡了啊’；
早上如果我先出工了，就挤个牙膏
放在那儿，就像在说‘早上好啊’。”
很多人羡慕孙俪的幸福家庭，大概
就是因为这种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
余闲”
的自得其乐，做演员的霸气拼
命和做自己的安之若素，构成了我
们看到的孙俪，既有独立与自主，又
有知足与温馨。

并没有刻意要演行业剧
喜欢这个角色就想去尝试

开拍前采访房似锦真实原型
戏里用的是她喜欢的口红颜色
记者：
《安家》是您和导演安建
继《小姨多鹤》拍完十几年以后的再
次合作，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接这
部戏？
孙俪：其实我接戏的标准很简
单，故事和角色能够打动我，我喜欢
看这个故事。要是连我自己都看不
下去，观众怎么会喜欢？剧本我是
一气呵成读下来的，
非常流畅，这个
人物的状态我蛮喜欢的，她能够从
很多剧本中脱颖而出，因为这个人
物在戏里你会对她有想象，不像很
多剧本看完总觉得似曾相识，人物
没有一个独立的个性。
记者：您喜欢房似锦这个人物
设定吗？
孙俪：这个人物的状态我蛮喜
欢的。她非常努力地生活，努力创
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喜欢
的。她不像甄嬛、芈月那么多曲折

记者：在《安家》播出之前，您有
三年没有电视剧作品，远离焦点心态
上有什么变化？
孙俪：我觉得自己拍戏时反而状
态好一点，
饮食、生活作息都会特别注
意。不拍戏时反而会犯懒，不那么严
谨。这些年我并没有刻意放慢脚步，
每部戏从拍摄、播出有一个周期，
对我来说没有三年。我要走进
孙俪
每一个角色，就像跟一个人交
著名演员，1982 年生于
朋友，没有一定的相处和时间
上海，2001 年出道，主演电视
积累，根本不可能走近他、了
剧《玉 观 音》《幸 福 像 花 儿 一
解他。我每次演起来比较顺
样》
《甄嬛传》
《辣妈正传》
《芈
利、心里比较舒服的，都是我
月传》《那年花开月正圆》
跟她相处得比较久的角色，我
《安家》，电影《恶棍天
会很肯定地说：
“哦，她现在做的
使》
《影》等。
事就是她应该做的。”这样我演起
来会很有自信，不然心里也会打鼓。
记 者 ：这 部 剧 叫《安 家》，您 对
坎坷，因为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两三年 “家”
如何定义？
间，非常贴近现在的生活，
就是我们大
孙俪：我觉得家不光是房子，房
家在生活中看到的那些房屋中介，他
子只是一个大盒子，要把所有的爱放
们是什么状态，我们演的就是什么样。 在这个盒子里面。家一定要有温度，
记者：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您
每个家庭成员要有爱才能组成一个
如何让自己和这个角色更靠拢？
家。很多人有房子，
但他不幸福，心不
孙俪：开拍前我去了几次房产中
在这个家里面，他虽然有厨房，但他们
介，实地踩点调研，我跟房似锦原型的
从来不开火、不在一起做饭、不在一个
那个女孩接触了几次。我觉得她挺伟
桌上吃饭，这不叫一个家。我觉得家
大的，她说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她的原
是有温度、有颜色的。
生家庭并不是多么美满，她是家里最
记者：您之前演了不少古装剧、
不受重视的一个孩子，但与此同时，
她
年代剧，
这次为何选择一部行业剧？
又是个非常坚强、非常有韧性的人，
她
孙俪：我挑戏并不复杂，被别人
一直在资助家里。这估计是我所有戏
解读得很复杂。影视行业跟服装潮流
里眼泪最少的一部戏了，因为她是摩
挺像的，过去几年，大家爱看古装剧、
羯座的，对摩羯座来讲眼泪就像金子
年代剧，很多影视公司就会投拍这类
一样，很难流下来。
戏，我们也只是在一个大趋势下，挑一
记者：当时见面后有哪些具体细
个自己想演的角色和剧本而已。古装
节让您有所触动？
剧盛行的时候，我的邮箱看不到几部
孙俪：开拍前我就跟她讲，你能
现代戏，现在我的邮箱里有非常多现
送我些东西吗？我就直接当道具了。 实主义题材的剧本，这是大势所趋。
邓超看我买的很多新鞋觉得太洋气
我也没有刻意想演一部行业剧，我都
了，他说你就应该穿那个女孩的鞋，
就
是从自己的感官出发，一个剧本看起
是中介穿的那种小尖头皮鞋。戏中的
来我喜欢，
这个角色我想去尝试。

讲述
《浮生二十一章》拥有“非虚构”气质，
但实际它又是虚构的

写作时脑子里像搭了一个电影棚
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
小说被译成瑞典文

■ 口述 任晓雯 整理 何玉新
《浮生二十一章》是任晓雯的短篇
小说集，在结集成书前即已荣获百花
文学奖
“开放叙事奖”
。书中素材多源
于对上海芸芸众生的采访，聚焦小人
物命运，兼备生活细节的笃实与文学
想象的自由，以精简准确的沪语、
古语
融为一体，给出了当代市井中的人物
群像。任晓雯生于 1978 年，她的作品
被译为瑞典文、
英文、
意大利文、
法文、
俄文，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
百花文学
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她的短篇小
说《阳台 上》改编 为 同 名电 影 ，已 于
2019 年上映。写作是任晓雯喜欢且
擅长的工作，她说：
“ 我在写作时感觉
生活很充实，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
感，当然，遇到写作瓶颈或状态需要调
整时，我也会感到苦恼。”

从小到大，我的作文可算优异，
但
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总拿不了大奖。
我认识的很多人在中学时就阅读了大
量世界经典名著，
我都没接触过，因为
那时的阅读只为写好作文，所以读书
范围很小。念高中时我读的是理科，
数理化、英文成绩都很棒。经过综合
分析，高考前转学文科。与一般的文
科生相比，
我的优势很明显。
考入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后，我接
触了不少文艺青年，开始阅读卡夫卡
的作品，
突然有一种感觉：
阅读激发了
我的写作潜能。每个人的才华不同，
有没有天赋，我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
比。我是怎么发现自己有写作天赋的
呢？比如说，通过大量做题，我可以学
好数理化，但也就比一般同学稍微好
一点，而对于文学的语感，
我不需要下
死功夫就能触类旁通。
不知不觉中，
我开始尝试创作，
像
模像样地写了几首诗，现在看起来当
时脑子像糨糊一样，看到什么就学什
么。随后便是在《萌芽》上接连发表作
品，连投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不是一
等奖就是二等奖。最大的收获是《萌
芽》编辑老师的鼓励，在他们的语气
中，我俨然是有文学才华的，作品也陆
续在《人民文学》
《大家》
《芙蓉》等著名
刊物上露过脸。
但是真正的职业创作和作文大赛
是两回事。2002 年，我用几个月时间
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岛上》。无数

次被杂志社、出版社退稿。经过整整
六年，
《岛上》终于出版，没什么关注，
没什么宣传，如石沉大海。又花了五
年 时 间 ，我 写 了 39 万 字 的 长 篇《她
们》，
这本书的命运和《岛上》一样挫折
多舛。最终还是出版了，并在鲜有关
注的情况下，意外获得了华语传媒大
奖的提名。
几年后，有出版社找到我表示想
再版《岛上》。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女士
曾将余华、莫言的作品译成瑞典文，
她
无意中在图书馆读到我这本书，觉得
喜欢，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就开始翻
译。我的写作道路开始顺风顺水，出
版社主动找上门签约，各路媒体约稿
纷至沓来，
给我的感觉是
“熬出来了”。
因为生活等各种原因，出版了几
本书之后，我按下写作暂停键。2005
年，我和从事广告行业的丈夫一起去
云南调查市场、寻找优质原材料，成立
了“普茶客”公司。但是我发现，只有
打开电脑，
写下一些文字，
才感觉时间
没有白白流逝，所以我决定重新进入
写作状态。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之外
对真实人生进行文学阐释
关于《浮生二十一章》，最初我以
为写得会像《米格尔大街》
《都柏林人》
《小城畸人》，但很快意识到它们的不
同。第一篇磨掉整整 30 天，写一个中
年男人，有惊无险度过半辈子风浪。
我的首要工作，是从一地鸡毛的人生
里找出叙述支点——这个男人的懦
弱。我据此挑选细节，又借细节抹去

记者：拍戏时工作和家庭平衡起
来会不会很难？
孙俪：很难，非常难。因为我跟
我先生都是做这行的，所以家里人都
非常理解。不会觉得拍戏你一天没打
电话就是不顾家，可能家里人觉得我
多少天没看到小孩了，就会带着孩子
来探班，当然是在不影响我工作的情
况下。我发现工作的时候，只是说在
我平时的家务事上，
又多了一份工作，
根本没有把家务事放掉，而是比以前
更忙。小孩会觉得妈妈有空就会陪我
们，但妈妈也需要有自己的时间、自己
的工作。其实不用我跟孩子说妈妈是
个独立女性，孩子不懂的，
你做给他们
看，他们就能看到。我经常会感激我
的孩子，是他们时常会把我从工作中
拽回来，让我知道在生活中我就是一
个普通母亲，更是一个家庭主妇，我需
要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安家》是乐观温暖的橘色
希望下次能做得更好
记者：您演的角色大多是传奇女
性，她们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
孙俪：我跟安导说，
《安家》的剧
本看完，
我觉得眼前有一股颜色，是很
温暖的橘色，我们在这个中介门店里，
大家的相处，包括这些人物身上散发
出来的气息，就是给人很温暖的感觉，
这是我喜欢的。但凡吸引我的角色都
是乐观、积极、向上、努力的，这跟我信
奉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样
的角色，会像吸铁石一样很快地走到
我面前，包括很多我喜欢的朋友也是
这样的。
记者：
您会觉得焦虑吗？
孙俪：我在孩子、家庭上面得到
很多正能量，这让我变得越来越好。
我有一套让自己不焦虑的方法，比如
我的床头有一个笔记本，睡不着时我
就把所有做完的和没做的事都写在本
子上，忘记了我就去看一下，提醒自
己，告诉自己不要焦虑。我不停地读
剧本也是为了让自己不焦虑，因为导
演有时候在现场会改台词，如果你对
这个人物熟，即便改也不会慌。我觉
得以后也不太可能会焦虑，如果生活
需要我重新选择，我就走进另外一扇
门，这都是自然发生的。目前我还是
选择把眼下的事做到最好，因为在喜
欢的事业中，每个人都是无可取代的。
记者：想过下一步要饰演一个怎
样的新角色吗？
孙俪：我也只是在潮流趋势下挑
一个自己想演的角色和剧本而已，但
最终的选择，我觉得还得要看缘分。
时代在变化，大家对演员的要求也在
变化，演戏到最后真的是你对生活的
积累和认识，你的台词可以背，但每一
次的反应你是背不出来的，你的反应
才是一个演员最真实的表达。

构思意图。毕竟，文字最终呈现人性的
逻辑，而非作者的逻辑。这种对历史进
行微观叙述的意图，使《浮生二十一章》
拥有了
“非虚构写作”
般的气质。
初篇完成后，读者和编辑部反响不
错。我又将这一篇改写为长篇——35
万字的《好人宋没用》，花掉近 3 年。在
写作长篇的过程中，我重拾《浮生二十
一章》。
《浮生二十一章》的人物原型来源有
三。一是对亲友的采访；
二是口述史；
三
是网友自述。我的工作实质，是在历史
学和社会学意义之外，对它们进行文学
的阐释和总结。它属于文学创作，并不
是完全意义的非虚构作品。既然是文
学、小说，那就是想象力的产物，不需要
对真实性负责。但非常微妙的一点在
于，小说需要带给读者一种真实性的错
觉，让读者感觉“假的也写得像真的一
样”
。这里面存在某种微妙的平衡。
我有个写作习惯：看到人物在头脑
里走动了，
方能落笔。在初习阶段，
我的
人物都是“英译中”嘴脸。渐而随和下
来，仍是满口落字成文的普通话。现在，
沪语进来了，古语进来了，
头脑里的人物
顿时鲜活。我甚至能感受他们“噼里啪
啦”
说话时，咸酸的唾沫溅射而来。
过去我认为对写作来说南方方言吃
亏。后来虽仍坚持这个判断，却逐渐意
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
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
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气脉贯通，并让
所有 汉 语 读 者 看 懂 ，则 取 决 于 写作 技
术。方言不是目的，是手段。写作者有
权决定它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
关系，决定它以何种方式，
揳入以北方官
话为基调的叙述语言之中。
很多经典文学作品都会使用方言写
作。比如美国作家斯科纳，他的作品运
用了大量方言，中国像贾平凹也一直坚
持用方言写作。阅读方言作品的时候，
一部分非方言地区的读者与懂得方言的
读者，对于阅读的感受确有不同。但是
好作品有很多层次，
经得起损耗，每一种
读者都会在阅读时获得他想要的愉悦

感。许多读者也许感受不到《浮生二十
一章》里沪语带来的
“会心一笑”
，但除了
这一点，本书也足以让读者们感受到其
他层面的乐趣。也有一些非上海籍的读
者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书里一些细节
打动了他们，对此我很感动，希望这些细
节和描述具有方言之外的价值。
我认为语言应该跟着题材以及小说
的氛围走。如果故事背景发生在当代，
题材非写实且有魔幻意味，那么，写作语
言会更加复杂，句子更长，字、词的选用
也有所不同。就像导演拍摄不同题材的
电影，其镜头语言肯定不同。我不会拘
泥于语言的表现形式，更不想成为语言
的俘虏，
我之所以愿意一直写下去，
就是
因为我可以不停地尝试新的写作风格，
从中体验新奇感和一种未知的兴奋感，
这可能是写作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

文学从不为所有人存在
只为需要它的人存在
我每天早上 5 点半起来，在手机上
定好计时器，写作 3 个小时，下午做做家
务。有时候我放任自己一觉睡到 7 点
多，我看到天已经那么亮了，心里的感觉
是万念俱灰，这一天完蛋了。就好像只
要 7 点多起来，人就很松懈，没法像早起
的时候那么高效，
所以我还是习惯早起。
我爸爸是理工男，妈妈虽不是知识
分子，但她有一个特长：
对于生活细节的
捕捉能力和记忆能力超强，并且能够活
灵活现地重现他人的生活片段和细节，
复述对话。在这方面，我有所继承。我

孙俪有话说
我愿意让自己靠近角色
没有哪类人物不可能存在

每一次我接戏，最怕编剧、导演说：
“孙
俪，你来演，我要把这个戏往你身上靠，写得
更像你。”我说：
“ 别，那是我演的角色，不是
我，我要去塑造另外一个人，我更愿意让自己
去靠近角色，而不是让角色来靠近我，我要走
进她的心里。”
以前我看剧本，
常常觉得
“这怎
么可能，
世界上还有这种事”
？那是因为我年
龄太小、见识还太短。到我现在这个年龄了，
我真的觉得，没有哪种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不拒绝任何事情和冲突的发生，也不拒绝
任何性格的产生，
我愿意走进这些事件、这些
性格。
以前我基本上一有时间就会去电影院看
电影，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但看了什么，经
常都忘记了。我还会带孩子去看些舞台剧、
音乐剧，希望小孩的成长更丰富多彩些。有
一天妹妹的学校在教一首关于爱的歌，她睡
前就问我什么是爱，哥哥就回答她说，好像
《寻梦环游记》那个电影里说的，如果没有人
爱你，你就真正地死亡了……他这个回答让
我很惊讶，因为电影里有句台词：
“真正的死
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我觉得这
是《寻梦环游记》对他的影响。我也一直告诉
他们：
“如果你这辈子做了不好的事情，并不
是说就没有人记住，
还是会有人知道的，反面
教材。”
前一阵子我一个搞音乐的朋友来上海看
我，她陪我一块去看我爷爷，她可能从没见过
这类老年医院，因为所有老人都躺在病床
上。我爷爷 90 多岁，冠心病，躺在医院十多
年了，有时间的话，我一个星期去看他一次，
如果时间紧张，可能两个礼拜去一趟。我那
个朋友去医院看了以后就惊呆了，她说：
“我
们还有什么可以要求的？”
我们对自己有那么多的要求，有那么多
的不满足，
当你看到这里，
瞬间觉得我还能直
立行走，有说话、吃饭的权利，就已经很知足
了。每次去爷爷那里，我就看到一房间的老
人，然后听护工讲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状态，
我觉得真的要知足，而且时间对我来讲太珍
贵了。时间越过越快，别说我觉得快，我们家
儿子都会跟我讲：
“妈妈，怎么那么快一个礼
拜就过去了？”
所以，
来到你生命中的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接受去享受就好了，不要去顾虑太多，把所
有的时间都花在思考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
办，那你享受的时间太少了。一天 24 小时很
快就过去了，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选择上面。
人生不需要做过多的计划，它来了就来了，人
生计划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现
实会出现什么状况。我觉得我现在更珍惜时
间了，真的不能蹉跎岁月。

写作的时候，感觉脑子里像搭了一个电
影棚，棚里有完整的布景或人物。我甚
至能听到人物的声音，感受到他们的气
息，我所创造的人物在我的脑海里不停
地走来走去。感觉到这些以后，我只需
要用文字把它们呈现出来。
现 在 流 行 一 句 话 ：生 活 比 小 说 精
彩。似乎足以将文学贴上“遗产”标签，
送进历史陈列室。文学足够老了，人们
一次次丧失耐心，对它宣判死刑。倘若
有人问我文学是否消亡？我很难作答。
文学不是面目清晰的科学，也非统一标
准的赛跑。文学凭借着记忆建构另一个
世界？所有体验、感悟、表现、洞视，乃至
想象力，
都是记忆的衍生。
经历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人，感慨当
下文学凋敝。在我看来，不过是因为文
学被小众化、边缘化而感到失落。文学
从不为所有人存在，只为需要它的人存
在。理想的文学生态应是三足鼎立：学
院、商业、网络。学院独立于商业；商业
高度发达，门类齐全；
网络赋予通畅的传
播渠道。有人怕商业导致文学消亡。可
我认为损害文学的不是商业，而是它商
业化得不够。在成熟的市场，不同的文
学品种都能各得其所。细分小众市场，
定位目标受众，而非在所谓大众的低水
准上批量复制，才是正道。
对于从事写作的人，写作是一辈子
的事业。比如说你在工作后每天都写两
个小时，你慢慢以后也能出来。但是在
出来之前，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其实是
一个难熬的过程。我自己就深有体会，
所以还是要有工作，
慢慢地再去创作。
我家的家境还可以，不用靠写作去
买房子，然后我又很宅，又不出去，化妆
品也用得省一点，衣服也买得少一点，交
通费也不多，其实基本没问题。我希望
我到老了还在写，我写的东西还有生命
力。宫崎骏有句话打动我：
“我一点也不
担心手绘动画的未来，因为，首先我，我
就不会放弃它。”我也很佩服马尔克斯，
他晚年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当时他已
经得诺奖了，为什么还要写？我很佩服
能写一辈子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