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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青年
作家落落以一本 "年华
是无效信#荣膺$校园女
王%称号!之后又连续出
版 &不朽#&须臾#&剩者
为王#等作品!由她主编
的文艺类杂志 &文艺风
象#! 也在去年

'(

月上
市' 今年

)"

月初!落落
新作&剩者为王

**

(第二
部在全国同步上市'

在落落的新作&剩者
为王

**

#中!她继续保持
批判态度!将现代都市男
女在相遇相处中的百态
图!曲妍尽态!呼之欲出'

笔触主要描摹了拥有高
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
都市女性)女主角盛如曦
和她的闺蜜章聿) 汪岚
等$事业女%忐忑的情感
经历!将剩女的故事!一
个现代都市情感之怪现
状的故事发挥到了极
致! 对很多女性对爱情
的荒凉感受! 从冷漠到
不再相信! 都进行了最
深刻的描写和剖析'

借助分析人
物来分析自己

海南周刊! 你在作

品中描写到都市中大龄

女性在情场中的种种怪

现状! 比如剩女相亲中

的不顺利! 相亲后的失

意! 面对喜欢的对象时

的退缩! 来自父母和周

遭环境的压力""这些

思考是对剩女的一种平

反吗# 你希望带给读者

一种什么样的启发或者

感受#

落落! 写上册的时
候类似的抱怨和发泄比
较多! 下册就回归到故
事本身里了' 毕竟在以
第一人称写的时候 !会
不自觉代入对这个问题
进行考量' 是关于我吗!

还是关于这个社会!我的
恋爱观有问题吗!到底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会
一边写! 借助分析人物
来分析自己'

海南周刊!写作白领

题材的小说!是你的一次

转型吗#听说你还在写作

$剩者为王
!!

% 的时候就

被著名导演滕华涛买下

电视剧版权!你觉得吸引

腾导最大的理由是什么#

落落!白领题材对我
来说的确是第一次!但也
促成了我自己从校园题
材开始的一次转型'

可能还是这个题材
有一定社会代表性!反映
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
会趋势! 所以会被滕华
涛导演相中吧'

海南周刊!在$剩者

为王
!!

%中 !比第一部在

故事上有什么发展 !最

终你给了女主角什么样

的命运安排 # 这是不是

同时反映了你对剩女最

终出路的一种看法#

落落!以我个人的习
惯!其实在最初设计的不
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之
前写的长篇小说!几乎也
都 不 是

+,--. /01!

*02

' 可是在写第二部的
过程中!渐渐的改变了想
法!从原来的下定决心让
角色单身到底!到目前!

经过调整后的结尾!我想
大概是不太忍心对于这
个投入了自己很长时间
以及也投入了自己很多
自我在内的角色! 下太
狠的毒手吧' 至少我并
不觉得'

掏心掏肺写
剩女情路

海南周刊!我们知道

你一向以&文字华丽'情节

温暖(而著称!这次)剩者

为王
!!

%! 一改以往风格!

其中不乏犀利'独创的语

言!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转

变风格的# 以后还会持续

这种风格吗#

落落!一直写惯了的
文风! 在过去几年后!会
有尝试改变的意图'平日
里在生活中! 或者网络
上!表现出来的都是比较
活泼或者说癫狂的一面!

因而在对待这次的作品
时!想着是个不错的结合
方式' 但以后未必会继
续!我觉得自己骨子里不
是一个那么欢乐的人!因
而以后还是会回归到比
较传统的风格中去'

海南周刊!如今市场

上反映&剩女(这个题材

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很多!

比如)胜女的代价%)姐姐

立正向前走%等!你认为

自己的 )剩者为王
!!

%与

这些小说相比!特点在哪

里# 你怎么思考剩女'胜

女'盛女这三个当下最流

行的词汇#

落落!我不太了解其
他的同题材作品具体是
怎样的! 以我的角度!我
只想写我自己能写的!里
面包含了我的想法!我的
经历!我个人很完整的态
度! 从出道要作开始!这
应该是第二本我写得那
么掏心掏肺的小说了 '

至于流行词汇之类!比起
社会上给予的!那只是一
个笼统的称呼!更多的意
义是在挖掘宣传点吧!对
于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
切身的感受! 剩也有时!

胜也有时!盛也有时'

扛着压力做

每件事

海南周刊!你以&校

园女王(享誉读者!更有

青春文学的定义!你认为

你的作品属于青春文学

的范畴吗#有没有想过挣

脱这个限制#

落落!国内对于青春
文学的定义只有一个笼
统的界定!认为面对校园
为主的读者群!写的以校
园为题材的差不多就是
青春文学'所以从个人角
度来看的话!我一半还留
在其中!一半已经不再属
于了' 但我依然希望!既
使自己不再写以学校为
故事场景的小说!仍然能
够被身处校园中的读者
们接受!因为这也代表了
我的一种进步和成长'

海南周刊!您的经历

很特别!曾离家出走其他

城市生活!曾中途退学转

而从事在长辈眼中不靠

谱的漫画资讯杂志编辑!

又投身青春小说的创作!

并颇有知名度*这些经历

会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您应该是很高产的作家

吧!又主编杂志!又创作

小说! 压力会比较大!面

对成绩!心态怎样呢#

落落!以前看很多少
女漫画!也带来了一颗不
会死的少女心吧!所以虽
然眼下写了一部以剩女
为题材的小说!但相信我
是个无论如何都保持少
女心的人'

说到状态! 有起伏!

平均下来只能算是一个
能保持创作的人!谈不上
高产'我的心态倒一直不
算很积极或健康的那类!

每次都会产生巨大的压
力!是扛着巨大的压力做
每一件事!但好像得到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

只要把所有的坏结果先
预想好!反而可以比较没
有所谓地去防守做了'希
望今后还能写更好的作
品!很老套!但我觉得很
实在'

微博的传播速度之快! 几乎是在一分
钟以内!可以传遍世界' 然而!微博真是的
一种前所未有的发明吗+ 不!不是的' 作家
安宁用一部解读&笑林广记(的书回答了这
个问题! 她在 &笑浮生(+上海三联书店

"#$"

年
%

月版,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我
将&笑林广记#当成充斥了八卦绯闻和谣言
的微博来读!短小精悍!趣味盎然!古人之
吃喝拉撒)鸡零狗碎!全在其中!热气腾腾
--%

在古代!我们的先辈们虽然没有网络!

却靠着他们身边的$可以口口相传%的$微
博% 来组织人际关系' 几个男人在一起喝
酒!各自说出自己悍妇的缺陷!甚至准备成
立$怕老婆男人俱乐部%!哪知!正商议时!

突然几朵老婆春天般到来! 拳打脚踢一番
后!男人终于投降'

这便是&笑林广记(里的一些$微博%内
容' 这些内容在当时的三纲五常的男权社
会!会不会当作不和谐的内容被删除掉呢'

我相信会的!正因为他们进不得正史!

所以!才离饮食男女的思想和身体极近!以
至于过了千年!我们今天捧读!仍然觉得!

这些活生生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人性里定然有许多恒定的东西!男女之
欲!人性之复杂多变!都是数千年来文学作
品争相揣测描述的主要题材'

然而在安宁的解读下!&笑林广记(不
仅仅只供茶后闲谈的笑料! 还是一个公民
社会的情商教育读本' 我最喜欢安宁笔下
的乡下人吵架的情形' &卧室争吵!请来观
看(一文里处处机锋!那些在乡村生活的经
验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密码' 我几乎从
安宁笔下看到了她幼年时的一些记忆!也
看到了我的乡村生活的一些细节' 安宁写
道,$乡下人没有隐私! 院子里女人一声大
吼!隔壁家的男人会立刻点评,老赵今天又
喝高了!晚上睡觉准得被踢下床去'%其实!

这像极了一个人发了一条微博! 邻居在后
面转贴的乐趣' 只是那个时候! 邻居们都
已经睡了!无人相互转贴而已'

&笑浮生(!是一本专门研究古代饮食
男女故事的随笔集' 作者安宁用温婉且良
善的笔墨! 将藏在野史里的旧中国打捞了
出来' 让我们知道!原来!在那样美好的宋
词唐诗之外! 还有这样放纵的讽刺的以及
好玩的一些人! 他们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淹
没在正史里!现在被安宁重新雕塑!安宁解
读了他!便解救了他们'

安宁兴致冲冲地做了这些事情! 甚至
将自己也放进了这绸密的小闲事中! 她在
后记里这写道,$生活的要义! 不过是这样
吧!找个闲闲的午后!倚在墙根旁!讲一则
小小的笑话! 给某人上人听' 外面的英雄
们!再怎么地建功立业!显赫耀眼!跟此刻
不理纷争的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

有什么关系呢!不如躲进小楼!翻开这
册&笑浮生(!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

!

"

!

#

!

$

%

"

"

"

读
安
宁
#

笑
浮
生
$

!

!

"

#

$

%

&

'

(

)

!"#$% !!&

落落%掏心掏肺剖析剩女忐忑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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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浮生'封面

#

剩
者
为
王

%
%

$

封
面

落
落
近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