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口述郑斯涵 采写刘佳维

27岁的郑斯涵毕业于天津师范
大学文学影视剧本专业，作为摄像师
拍摄过腾讯《英雄联盟》、武汉《德玛
西亚英雄联盟总决赛》宣传片、北京
虎仔冰球队宣传片等作品。瘦高的
她戴着方框眼镜，手拿单反相机，职
业感十足，她说：“我随时都会拍些有
价值的画面留作素材，当导演是我的
梦想，赚不赚钱放在一边，我心中有
很多画面和故事想要去展现，想以自
己的视角，拍出这个世界的精彩。”

高中时迷上电影
艺考进入天津师大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探险家或者
考古学家，我家在1992年就买了一台
电脑，那时我4岁，开始玩游戏，后来

出现了网游，我就愈发沉迷其中了。
我爸妈都是钢厂职工，倒夜班，他们半
夜上班时我就爬起来玩游戏，第二天
照常去上学。

我是那种很胆小很老实的孩子，
不惹事儿，但学习成绩也不好。有一
次半夜玩游戏睡着了，可电脑一直开
着。偏偏那天我爸回来得早，门被我
从里面锁住了，他进不来，但通过门上
的小窗户看到屋里亮着灯，我爸担心
我出事了，从邻居家爬窗户进来，发现
我开着电脑在床上睡觉，气得把我揪
起来，删除了我的游戏账号，把电脑也
加上了密码。

玩不了游戏，我觉得太无聊了，就
用DVD看电影光盘，都是一些娱乐
片。有一次看了王家卫的电影，发现
原来电影能这么拍，从画面到剧情都
很美。这好像激发了我的兴趣点，开
始疯狂地看电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
确立了理想——走艺考之路，将来做
电影编导。

当时好学校都要三试，拉得时间
也比较长，北京电影学院我过了二试，
跟中国戏曲学院的考试时间重合，我
觉得北电更难考，就把重点放在了中
国戏曲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的主考官
是个特别有想法的老师，是杨超导演，
后来他拍了《长江图》，特别成功。但
我的三试表现得特别失败，出来后我
就知道考不上了，在食堂里放声大
哭。最后我考到了天津师范大学文学
影视剧本专业。

大学期间，学到的理论知识偏多
一点，比如《中外电影史》《电影理论》
《视听语言》等，还有一些剪辑和摄影
课。当时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微电影
创作，大家分组去拍摄作业。我的大
部分时间是自己研究剧本，研究电影
创作。我还在一个工作室干过一段时
间，拍过婚礼宣传片，挣点外快勤工俭
学，也学到了一些拍摄技巧。

毕业后一心想拍电影
历尽艰苦完成处女作

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新媒体
美食摄影师。没想到吧，一心想搞电
影事业的我竟然去拍美食了。因为当
时我一心想拍“独立电影”，已经把剧
本写好了，片名叫《月升东方》，万事俱
备只欠资金，刚毕业没什么收入，就卖
了心爱的单反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家
人给了一些钱，朋友投了一点资，自己
拉来了一些赞助，但是，比起我预算的
6万块钱还差得太远太远了。于是我
开始打工，接一些拍摄的私活儿，一点
一点地攒钱。

和别的行业不太一样，电影行业
社会招聘的工作岗位只有宣传片、广
告、电视纪录片、新媒体等，基本不会
招聘编导，要想真正入行，都是熟人带
熟人，进圈子是第一步。一流院校的
老师有很多都是圈内人，所以学生的
机会多一些，像我这种普通院校的学
生想进圈子就难了，除非自己有作

品。所以我才决定拍“独立电影”参赛。
但这个过程比我想象得艰辛多了，投资
人绝不会掏钱给一个什么履历都没有的
年轻人，只能自己花钱拍，一部网剧最低
成本也要100万元左右，我想拿6万块
钱的成本拍一部剧情长片，是一个很冒
险的决定。
剧本完成后，我找到专业写剧本的

同学，增改了一些内容，我又写了分镜
头，剧本基本没问题了，在勘景完成和摄
影指导协商后，决定做一个以长镜头为
主的诗意电影。拍摄地点选在一个北方
小村落里，想要拍出一种有别于南方小
村温软湿润的意境，周围的一切都很干
燥，但并不是西北的那种凛冽，画面和构
图追求一种简洁感，色调偏暗，营造出一
种超现实感。

我设计了一款小海报，让朋友转发，
做简单的网络宣传，招演员和其他职位，
但基本都没有报酬。除了摄影指导是自
己带机器来的，给了费用，其余人就是管
吃管住。摄影指导张之坤是我们剧组里
最有经验的一个，自编自导过好几部微
电影作品，是山东电视台纪录片《宣纸传
说》的执行制片人，也是CCTV—9纪录
片《太阳照在井背塘上》的后期统筹。另
外，我们的摄制组还有两名掌机、一名摄
影助理、一名录音师、一名场记、一名生
活制片，几名场务。除了女主演是通过
别人介绍找来的，在网剧《你好，旧时光》
里面饰演过刘贝贝，其他演员都是在拍
摄地村子里找来的“素人”。
那个小村子连自来水都没有，我们

每天凌晨5点起来，要用水泵抽地下水，
男生住的地方窗户上没有玻璃，当时正
是夏天，苍蝇蚊子乱飞，洗澡也没热水。
虽然条件很艰苦，虽然我们不是“正规
军”，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电影梦，所
以每天热情高涨，都在尽职尽责地各司
其职。
拍摄时就是按分镜头剧本去拍，每

天写好要拍哪一场。演员走戏之后，就

架起机器开拍，拍完了之后再整理素
材。拍摄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因为经
验不足和编排不是那么顺畅等原因，最
后片子呈现的效果和我所预期的相差很
远。但我还是一心想带领团队把电影送
去参加电影展，打算好好做后期。后期
需要调色、混音，之后是宣发。这些也都
需要费用，而且当时送去参展也要几万
块费用，所以我又走上了继续筹钱，继续
准备的道路。

“北漂”追逐梦想之光
在电影路上艰难前行

第一部电影做好之后，因为没有了
做后期和参展的费用，只能搁置下来。
我又不得不回到现实中，父母想让我找
个工作，稳稳当当挣工资，可我觉得年轻
人不折腾，去过一眼就望到头的日子，实
在是浪费青春。要说继续电影之路最好
的办法，就是去北京找机会，因为北京毕
竟有成熟的艺术氛围，所以我毅然决定
“北漂”。有个同学在北京工作，帮我找
了一处合租房，我打点行囊去了北京。

都说“北漂”很辛苦，但如果找对了
方向，也就不觉得特别苦了。在北京我
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高校宣传片，干了半

年多，觉得无聊，跳槽去了另一家工作
室，做了一段时间“影像方志”，本以为能
学到些东西，没想到赶上新冠肺炎疫情，
没法拍摄，工作室减员，我只好再换工
作，去一家电影出品公司做抖音。这家
公司出品过《姜子牙》《攀登者》《误杀》等
电影，我以为是一家成熟的电影公司，但
进去之后才发现公司里都是做销售的，
就是拉投资去投电影，并不负责拍摄和
制作。
我仍感到特别迷茫，去了趟云南，

到梅里雪山脚下的雨崩村，突然有种想
留在民宿里当服务员的冲动。我不敢彻
底随心所欲，放空自我，但一直坚持的梦
想却又看不到希望。我终于想明白了，
之前独立创作的那部片子，除非能一炮
打响，要不然也收不回成本，能不能一炮
打响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可就算失败，
也是一种经历，所有的导演不都是一路
摸黑走来的吗？只管踏踏实实做目前能
做的事就好了！
返回北京后，我又找了一份新工

作，是一家拍宣传片和广告片的公司，我
的工作是先写脚本，拍摄，再做后期剪
辑。这家公司比较正规，工作氛围也很
好，灯光、摄像组的专业性都很强。但也
有烦恼，我在片场不太自信，缺乏经验，
没人跟你谈什么艺术，最重要的是怎么
才能提高效率。
如果只想为赚钱而去做电影，过于

急功近利，反而不会有好的结果。我相
信观众更喜欢能打动心灵，能对自己产
生启发的作品，也不一定就要故弄玄虚
高深莫测，让人不知所云。新派导演或
者说我们这些初级导演，风格还没有固
化，还有更广阔的创作空间。目前国内
院线上映的华语艺术电影，在收获口碑
同时也收获了一定的票房，而且国内还
在小范围搭建起艺术院线，我积累的经
验和资金虽远远不够，但也算是渐渐摸
清了门道，算是入门了，我也正在创作新
剧本，相信只要坚持，总有机会。

当导演是她的梦想，心中装着很多画面和故事

自己攒钱拍电影

讲述

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大概十几岁，从
我爷爷的百宝箱偷来的《碧血剑》。我从没读过
童话，这是个特别大的遗憾，也导致我的写作可
能过于残酷、过于真实、过于现实。
我爱故乡的自然，却不喜欢它日复一日的

单调无趣，总盼着有一个远亲把我带走。很多
人离开一个地方，同时也做好了回来的准备，而
我是一个不回头的人。这里头有性格、信念，也
有我对未知的好奇心。
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开始人生

的成长，文学的萌芽。我找了一份证券公司的
工作，21岁时发表了第一篇散文，随后陆续发
表读书笔记、随感之类文章，写了六七年。我觉
得可以靠写作对抗在高学历同事面前的自卑，
但日子一长，报纸一黄，什么也没留下，这些松
散的文字也不能表达我的内心。证券公司被银
行合并，我被裁员淘汰。然后我当过记者、编
辑，总觉得意犹未尽，文字语言在心里回旋冲
撞，憋得慌，工作和生活都很无聊，于是再次求
变，28岁时辞职去了东北。
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关门写作，那是我

人生中的背水一战。就是一支自来水笔，提起
就能写，躺下去脑子里还在继续推进情节，有时
候得摸出小本子记上。每天蓬头垢面，起床写，
倒头睡，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没有可以说话的
人，黄昏在小区里走一走，逗一逗不知谁家的
狗。我要求自己每天写3000字，有时完成得
早，有时要写到晚上八九点。
小说中虚构的日常琐碎很真实，那些不一

定是我的真实生活，但是每一个人物，不论男人
还是女人，都是我，或者是我的一部分，或者是
我化身为人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人性
不分性别，读者对人物产生共鸣，也正是由于他
体验或感受到了自己的某一部分被挖掘了。作
品与作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关联，情怀上的
纠缠。
2004年，我忽然想到，再不冒险就老了，于

是一个人进入藏区。汽车盘了一天山路，一路
惊险，风景美绝，我在心里大呼小叫。下车时天
已黑了，双脚一着地，心就忽然紧缩，后来那些
日子吓得一直没有舒缓。中途有一些奇怪的遭
遇，但万幸没发生意外，不知道这是我的运气还
是我的警惕。每次回忆我都心有余悸，但又庆
幸我这么走过一遭，生命添了一点别的颜色，年
轻时的冲动就是没有道理可讲。
后来我开始画画。我的童年很孤独，很忧

伤，但故乡是那么美，我把它画下来，变成了《春
天怎么还不来》这本图画集。小时候我是放养
的，自己玩，对于跟人讲话总有不安，因为我不
会说话，我视之为性格中非常大的缺陷，这是我
唯一不喜欢自己的地方。童年起根深蒂固的孤
独延续至青春期，到如今“美人迟暮”，已经是弥
天蔽日。我不喜欢昨天的自己，对今天的自己
也很勉强，我喜欢明天的自己。

故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
是取之不尽的宝藏

记者：您在《女佣手记》中最想表达什么？
盛可以：生活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

彩和面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结构与模式。我
在《女佣手记》中描写的这群女人，本能地生存着，
随波逐流，她们很少有清晰的计划，也不乏有心计
的女人，但只是谋算着怎么获得更大的利益。这
群人大多没受过多少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很
小，有的寄望于下一代，因此舍得送孩子上补习
班，上好学校。我写作时心里只有小说人物，在职
业身份等各种外衣之下，跳动的都是一颗人心，我
想发现她们心灵角落的一点星火，让它燃烧。我
觉得洞察人性是一个作家的本能，只有具备这样
的能力，你的创作才能抵达人心，引起共鸣。

记者：虽然您在很多城市生活过，但写起来
却常常回到故乡。

盛可以：故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取之不
尽的宝藏。故乡是文学的记忆之矿，如果贫穷无
助也是一种肥料的话，我倒是得此滋养，注定要在
困顿的底子上写字。故乡决定了我的情感基调，
是今后永远无法改变和挣脱的。我写过很多故乡
人，他们几乎走进了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除了《女
佣手记》，还有《北妹》中的钱小红，《道德颂》中的
旨邑，还有很多短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只不过他
们有的进了城，有的在乡村。乡村的生活就是一
口炖锅，揭开锅什么都能闻到，什么都能看到。我
或许嗅到其中一味，就开始一个故事。写作如果
需要忠实什么，那也是忠实于自己，我只写能触发
我内心涌动的事物。

记者：您在《女佣手记》中大量使用了湖南益
阳方言，现在方言写作还是比较流行的，您怎么
看这个问题？

盛可以：使用方言叙事的初衷很简单，我没想
过刻意使用方言，由于我的人物是有蓝本的，是我
的同乡，当人物开口说话，就传出了她们的腔调，
这样也有助于让人们了解小地方人的生活。所以
在创作中，我把不太易懂的方言适当删除，主要保
留方言的语感节奏以及那种腔调。方言写作也没
有影响雅致的部分，有很多句子像诗歌，比如我写
的，“爱嫂是保姆里头嘴巴最热闹的一个，矮墩墩
的，一身软肉，手脚都很小。手背‘酒窝’很深。她
总是比别人快乐些，一笑笑很久，一口气像火车过
山洞，听的人都走了，她的笑火车还在往前开。”我
觉得文学必须有一定的语言要求，有技术技巧，有
叙述手段，有结构布局，有审美趣味，有艺术性，这
些东西肯定是文学才有的。

记者：作为女作家，无论写作还是生活，您会
追求美好幸福的感觉吗？

盛可以：我想，美好就像幸福一样，不必一说，
它没有什么特性，甚至这种东西在小说中出现会
成为平庸的元素，是应该警惕的。但一部小说中
不能没有温度，不能没有亮光。生活中所有
人对美好与幸福的理解与向往都是相同
的，我也不例外。

好作品有种坚硬的诗意
凝练洁净意味绵长

记者：您的笔锋准确、凌厉，有读者猜测
您的性格会不会也让人不敢接近。写小说
的盛可以和生活中的盛可以，是怎样的关系？
盛可以：写作中的作家和生活中的作家是同

一个人，但又不是同一个人。我尽量在生活中剔
除属于作家的那部分特性，包括唯我、忘我、严肃、
深虑、魂不守舍，这些东西带到日常生活中就近似
于病人特征了。比较正常的状态是，将自己关在
书房里，创作时是作家，走出书房就是妻子或丈
夫、母亲或父亲、朋友或同事。那些无时无刻不戴
着作家这顶帽子生活的人，本身并不真实。我不
懂、也不那么看重写作上的规矩，我也不是奔进文
学史来写作的。我写作，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分裂
成很多人，这些人成为我的朋友，陪我打发时间。
记者：您觉得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的差别

是什么？
盛可以：长篇需要有意思的闲笔，冗长的景状

描写，建筑模式，家具细节，尽可以写个酣畅淋漓；
短篇则是减法的写法，越是留白，越有余味，甚至
故意避重就轻，不写实物，单写影子，光线下影子
的变化，更能刺激阅读想象。我喜爱短篇这种体
裁，它和好的生活节奏非常合拍。

记者：您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盛可以：我每个阶段喜欢的作家不一样，没写

作的时候喜欢普鲁斯特，七卷本的《追忆逝水年
华》买回来，只看了两册，觉得很满足。我受余华
的影响很多，他那本《河边的错误》我一直保存着，
后来我又在书店站着看完了《活着》《许三观卖血
记》《在细雨中呼喊》。当时我想，我知道怎么写
了。当然那是一种无知的自信。再后来读到福克
纳、海明威、伊恩·麦克尤恩、尤瑟纳尔……每次无
意间接触到令人惊喜的作家，总发现余华老师早
在多年前熟知他们的作品，并推崇备至了。

记者：写作与阅读密不可分，近期您读了哪
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书？可否分享一些？
盛可以：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让人震惊，充

满悲怆的力量，语言有种坚硬的诗意，凝练洁净意

味绵长，他选择了少有人触碰的主题，那是一种珍
贵的视角。但我更多的还是重读经典，像《押沙
龙，押沙龙》《卡拉玛佐夫兄弟》《失明症漫记》《百
年孤独》等。有的人说现在好书越来越少，我觉得
不对啊，好书永远都在那儿，因为你就算是看中国
的经典，从古代看到现代，一辈子可能也看不完，
更何况世界这么大。

记者：您如何看待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盛可以：我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自己写的。聪

明的读者不是家庭宠物，而是森林中的野生动物，
自己知道如何觅食。我经常收到读者反馈，有的
读者能准确地抓住作品想表达的东西，同时也敏
锐地察觉到作者的内心，仿佛茫茫人海中，多了一
位知己，令人感动。

让写作的速度慢下来
可以捡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您在生活上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盛可以：没什么特别，偏于安静、宅居，研究菜

谱做美食。很喜欢写作的慢速度，慢下来，慢有慢
的好处，细嚼慢咽，咳珠唾玉，落在时间的后面，可
以捡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当下很多人用短视频来获取资讯，娱
乐自己。您觉得一个作家该不该用自己的作品
去帮助大家提高文学欣赏水平？

盛可以：文学的影响力可能既不像我们认为
的那样微小，也不会是有些人希望的那样强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做一个逆向思维，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时代没有文学，这个时代会是
什么样？这个时代的人会是怎么样？可以说，如
果没有文学，这个时代几乎是不被记录和反思的，
这个时代的人也可以说是没有灵魂的。文学的重
要性恰恰是在没有它的时候体现出来，就像健康
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被意识到，窒息的时候才
发觉空气的存在。文学欣赏水平、文学鉴赏能力
既有天赋成分，也有后天的感悟，人文素质的整体
提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作家的责任就是写出经
得起品尝、咀嚼的作品，不向粗糙的胃口妥协。

记者：您近年来也画画，还办过画展，画画和
写小说，哪种方式更适合您？

盛可以：绘画可以表达出无法用小说表现的
情感，同时也能调适心情，拿毛笔在宣纸上慢涂细
画与敲击电脑键盘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我没
有勇气当着陌生人的面，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作
家。遇到别人问我的职业时，我也略有尴尬，只含
糊地说搞文化，或者说我是画画的，尽管名不副
实，但仍说得很顺溜，毫无愧意。还真有不少人是
看了我的小画儿之后，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
我也觉得有点意思。其实就是一种微妙的心理，
因为把写作以及作家看得过重，就会随身携带内
心对自己的质疑：你写出了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作家相符的作品吗？所以当我说我是作家，我会
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记者：现在“90后”“00后”越来越成熟，您怎
么看待这种代际划分？

盛可以：“70后”这拨人生在和平时期，社会
不动荡，个人经历平庸，“70后”作家基本上是在
场写作，反映当下生活，日常冲突、生存遇境、热气
腾腾的人间烟火……这当然是很宝贵的。社会很
丰富，沉下去就能看见各种细节。略略遗憾的是，
或许这一代作家内心的敏锐不够，稍嫌温和，未能
充分展示体内的能量。我对于怡然自得的写作表
示怀疑。这让我想起毛姆的一句话，“你一定要培
养你的偏见。”这个“偏见”其实就是你独立思考的
能力，你的判断能力。“偏见”很重要。

印 象

盛可以 我只能写触动内心的事
■ 文张艺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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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推出“70后”女作家盛可以的新作
《女佣手记》。小说用湖南益阳方
言书写进城保姆的生存状态，她们
以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对生活充
满美好愿景，活得自在酣畅。盛可
以不只写她们的生活之难，更为她
们的尊严与价值辩护。
对于盛可以而言，农村或进城

务工的普通女性，是她文学表达的
重点对象。作为才气与创作辨识
度都很高的女作家，她对这个群体
女性的爱情、婚姻、亲情关系，有着
非常精准透彻的洞察，并对她们背
后所处的农村社会现状，有着深刻
的体悟和思考。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

多农村的年轻人向城市流动，在盛
可以的家乡湖南益阳某乡村也是
如此。在前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
谋生的人群中，有她的亲戚和熟
人，也包括她本人。这些群体的命
运、悲欢喜乐，成为盛可以写作世
界的一大题材。
《女佣手记》中这些人物故事

都有原型，盛可以认识其中的一部
分，这些人带着七情六欲，活得很
现实。“一开始是亲戚给我做饭时，
说起她周围的人，比如哪个人被骗
了，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
从被动听到主动问，形成互动，最
终形成了这本书。”
盛可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

不是刻意寻找的，“而是这个题材
跳到我脑海里，或者说某件事撞击
了我的心灵。”如此近、实、贴地面
的写作，也许会让人觉得缺乏文学
的想象与距离感。但盛可以说，
“我坚信文学语言有翅膀，我喜欢
写熟悉的人，关心他们的生活。我
的写作从来不刻意舍近求远，避开
当下的生活，我关心历史，更关注
此刻的亲眼所见。”
尖锐、精准、血性，在读者圈和

评论界里，盛可以的文风长期被这
样定义。但其实，文风只是她所表
达内容的外在表现，看似凶猛的笔
下，潜藏着她对世相敏锐的观察和
巨大悲悯。由此可以说，她的创作
最大特点是准确、节制。
盛可以很认可“准确”这个词：

“准确——几乎是衡量作家是否具
有敏锐洞察力的标志，不管多么漂
亮的修辞，无论多花哨的技法，其
语意都必须直中准星。准确，某些
时候会显得寒光凛凛，呈现清晰的
能见度，读者会顿感耳聪目明。”

关注眼前事
从不避开生活

我小说里的每个人物
都表达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盛可以口述

《月升东方》拍摄现场

盛可以
生于湖南益阳，现居北

京，著有《北妹》《道德颂》《死
亡赋格》《野蛮生长》等长篇小
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另有
《怀乡书》等多本图文绘
本。曾获国内多种文学

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