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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独特的上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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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要把它拍成电影了。评弹、
话剧，
还有 80后的小伙立志创作全本连环画……S
MG艺
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运营总监李琳说：
“小说《繁花》会有无限的可能，呈现出很多不同的样式。”
而
这一切都源于大家对《繁花》的喜爱。
“我喜欢，我太喜欢了。”她说，
“很少有人能把上海写得这么
优雅，这么高级。”
“以一个粉丝的心态”
，李琳在位于陕西南路上的“汉源汇”策划举办了《繁花》插图展。作为
延伸阅读，
5月 9日，湖南街道和“汉源汇”还举办“一切源于阅读”专场活动，邀请小说作者金宇
澄与读者互动，分享创作《繁花》的心得。

小说《繁花》以大量的人物对
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像“说书”一
样讲述了上海上世纪六十年代至
九十年代，
阿宝、沪生、小毛三个童
年好友的上海往事。
谈起当年的写作经历，金宇澄
说，自己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写成
了长篇 《繁花》。起因是 20
1
1年 5
月，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
市井事迹，
于是起了个网名，
上去开
了帖。
“以十岁的阿宝开始，
由一件
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
四，
每天写几千字。写着、
写着就觉
得煞不住车了。”
于是，
金宇澄就做
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结构，
“网上的初
稿搜索《独上阁楼》就出来了。”
“从初稿可以看出，
我掌握上海
话的能力，
一开始是结结巴巴、
比较
粗糙的。”金宇澄说，
“第一回心里
念着上海话来写作，
像小学生一样。
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觉得已经
到了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
2012年《收获》杂志发表了《繁
花》。“突然有一个人，用一种半文
半白的方言，用自己的腔调写上海

的市井生活。”在《收获》上第一次
读到《繁花》，李琳兴奋不已，
“《繁
花》把我们打‘昏’过去了。怎么可
以把上海写得这么入木三分？
！”
看完小说后李琳当即用上海
话发了条微博：
“ 读《繁花》用了交
关辰光，
伐舍得漏一个字啊。阿婆
舅妈小娘娘一个个跑到眼门前，回
忆潮潮翻。最赞是虚扑扑额蓓蒂跟
阿婆，
欢喜煞。”
于是，
“不断有人加入到《繁花》
的阅读中，从一个人的阅读逐渐变
成一群人的阅读。看到普通话不能
表达的上海方言的那种语境，我和
我那些读中文系的同学都会会心一
笑。”
李琳说，
“《繁花》这部小说，
就
像春天撒在野地里的一把花籽，在
各种公共空间、
私人场所、
虚拟世界
里绽放，
人们用上海话朗读它，
或用
繁花体在社交网络上交谈嬉闹。”
“沪生、阿宝和小毛，三个出身
不同阶层有着不同家庭背景的主
人公，
用上海人特有的语言系统讲
述了他们所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
文革、上山下乡、插队返沪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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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也有个人朝九晚五，柴米
油盐的细碎的城市日常生活，读来
就像身边一个个鲜活的、熟悉的
人。”在部队长大的李琳则对“沪
生”
感到尤为亲切。
《繁花》 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
巨大的成功。2
01
2年被中国小说学
会评为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
第一名。2
0
1
3年《繁花》被中国图书
评论学会评为 2
0
1
3年中国好书第
一名，并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
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以及第一届
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2
0
1
5年 8
月《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繁花》的流行一定有他内在
的门道。文学，其实也是一把打开
历史的钥匙。在金宇澄的笔下，消
逝的街景和破碎的记忆被重新拼
贴起来，
粘合成我们集体的记忆。”
李琳说。
之后，带插图的《繁花》单行本
出版了。这些插图明明白白地告诉
读者小说主人公的活动半径和活动
场所，一切有据可查。这使虚构的
《繁花》平添了一种非虚构的魅力。
“顺着文字和插图的脉络，
你可
以自由穿行在上海的马路和弄堂
里，
就像我们在唐代小说里遭遇长
安城东西两市 10
8坊。”
李琳说。
“《繁花》又仿佛是继承了清代
小说民间讲唱的传统，又有着宋代
瓦舍勾栏公共空间里讲故事的腔
调，
抑或是魏晋‘俳优小说’诙谐调
笑的段子。”
作为“汉源 20年深度阅读系
列展”，
李琳策划了《繁花》插图展。
展览地址“汉源汇”
，与金宇澄小说
里，
如今变身为上海大戏院的上海
电影院仅一墙之隔。
“做这个展览蛮挑战的，
因为《繁
花》已经很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金
宇澄的画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更立体
化了。看小说的时候，
你不觉得它是
虚构的，
感觉它就是写实的。因为小
说中的每条路都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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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除了金宇澄亲笔绘
制的小说插图外，还有专门为王家
卫《繁花》电影所画的已经消失的
上海地标图。有读者说“窗上有漫
画和金宇澄的画，光照进来的时
候，
感觉非常独特。”
李琳还把《繁花》插图展做了
延伸。她寻寻觅觅，找寻了很多从
小说文本中延伸出来的历史旧物，
如剃头推刀、粮票、凤凰牌自行车
商标和车铃；展厅一角的老式家具
搁着老的结婚照。“展览是很写实
的，很多内容和东西，都是从《繁
花》文本里延伸出来的，展现了当
年市民阶层的生活，
接地气。”一名
《繁花》爱好者说。
现场展出的一只老上海旅行
袋就勾起了许多读者的回忆。“网
上很多外地朋友都说，这个我家里
也有过，到上海来就要买一个，把
上海的产品带回去。”金宇澄说：
“这些收集来的东西，这些旧的元
素，
代表了一种对城市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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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上海老弄堂，无天井，无
抽水马桶，基本是周璇与赵丹说笑
挂鸟笼的背景。1
990年，市面出现
粉碎式马桶，底部装一粉碎器，一
切可以打碎，冲入下水管道，重点
销售对象，就是这类民居的人们。”
现场还放置着专门请人根据小说
人物小毛、阿宝、沪生曾经居住过
的石库门、老洋房等制作的模型；
视频里滚动播放李琳专门收集的
290多张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
到九十年代建筑、人物、事件的照
片；著名沪剧演员孙徐春朗读的
《繁花》 片段音频也营造出浓浓的
氛围。
“通过这样细节的延伸，
不断
丰富小说的故事，通过这些物件去
理解这本书，
理解那个时代。”
“《繁花》其实已变成一丛粗壮
的籐蔓，缠绕在城市的周遭。”
李琳
说，
“ 为这样一部生命力旺盛的小
说策一个展览，其实是一次深度阅
读的过程。相信未来还有无限蔓延
的可能性。”
记者 34

记

!"#$%&'()*+,-./0123456789/"#:;
<=&>?)@A)BCDEAFGHIJ"KLMNOPQRS"TD U
VWX$YZ[\L]^_`a bcdef
E
ghOijSklLmGn`
opqr&stuvLwxyz{"#|}~&"vD U /ieL
E
YZ
[\{R%bcd  AF&&QD U
;& ¡¢£YZ[\¤¥
¦§§
§E
"T;¨$U©ª«¬FL®¯RSK"°~f ±²³
´µ/¶·&)¸/|¹ rº&»¼L½¾ ¿À) |/&Á
ÂÃÄm&BÅÆÇÈÉÊËÌ&ÍÎÏÐ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