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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与家乡是完美的圆环
———专访作家陈丹燕

■ 本报记者 黄玮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人物小传

春节前夕， 作家陈丹燕以个人旅行展的举办迎接新
年。这也是她对自己近 30年“在路上”时光的首度回望。

这么多年在路上，陈丹燕的旅行道路和文学道路相
互交织应和，呈现出“文学和旅行的滋养对于一个作家
漫长的回馈”。而旅行，不仅不断铺就她的远方，也日渐
丰富她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的理解。

家专访独

陈丹燕
当代都市

文 化 的代言
人，也是中国作
家中较早走出
国门的背包客。

关于上海和行
走的书写交织
于她多年的写
作生涯里，成为
其创作的鲜明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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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契诃夫面前的那条河流

这个春节前， 作家陈丹燕以个人旅行展的举办迎接
新年。这也是她对自己近 30年“在路上”时光的首度回望。

“我想让读者看到， 文学和旅行的滋养对于一个作家漫长
的回馈；也想让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代人是怎么成长的。”

陈丹燕的“成长”，在文学和旅行的维度上可以这样
浓缩表述：从小，她的心里就种下了“看世界”的梦想，如
今，她的足迹遍及全世界 600 多个城市。书籍是她旅行
的伴侣，文字又成为她足迹的延伸———《我的旅行哲学》

《咖啡苦不苦》《令人着迷的岛屿》《捕梦之乡》等 12 本旅
行文学书接连问世。

陈丹燕 32 岁第一次出国旅行，自此步履不停。近 30

年来， 她的旅行道路与文学道路相互交织又彼此应和，

并在眼下凝聚为这个名为“陈丹燕在路上”的旅行展。

解放周末：虽然《陈丹燕在路上》被定义为旅行展，但事实上
观众可以从中看到您的双重行走———旅途与文学的不断往前。

陈丹燕：我想它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书展。展览展出的有
我在路上看过的书、用过的地图，以及我自己写的旅行文学
书等，这些都共同构筑了我的“在路上”的隐性轨迹。

解放周末：书本与旅行，其实已经在您的生命历程中实
现了某种一致性？

陈丹燕：我觉得，书和旅行之间具有一种本质的、根源的
关系，也可以说是互为根源。这么多年在阅读和旅行的交织
中，我向外寻找自己，向内寻找世界。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
7岁那年读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海底两万里》。就是这本书在
我心里埋下了“看世界”的种子。

要知道，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人们很难看到中国
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或许正是因为生活在那样的时
代，我就愈加渴望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各国作家文字描述
过的世界。比如说，我想看看外国作家笔下的生活现场，想看
看契诃夫面前的那条河流。

解放周末：童年的种子“破土而出”是在您 32岁那年。真
正让您迈出看世界第一步的契机是什么？

陈丹燕：机会得之偶然。当时，我的第一本书被译成日文
在日本出版， 日本的出版公司就邀请我在那年樱花开的时
候，用我的版税去旅游，顺便做下推广。也是这个偶然，形成
了我走出去看世界的“机制”———我把国外的版税都存在出版
商那里，用这些钱出去看世界。

好像经历穿越时空的旅行

一个被文字清晰记录下来的恍惚时刻，如同一种隐
喻：1993 年，风雪交加的圣彼得堡火车站月台上，背包客
陈丹燕目睹火车呼啸而至的瞬间，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
娜·卡列尼娜的身影，在她眼前一闪而过。

真实的月台与虚幻的人物， 在陈丹燕眼前晃动着、

重叠着，成为她的阅读爱好与地理旅行的一次“相逢”。

作为中国作家中较早走出国门的背包客，每次出门
远行，陈丹燕的行囊里总是装着书：“在都柏林时带乔伊
斯的书，在维也纳时有茨威格的书，在巴黎读巴尔扎克
的书……”

隔着岁月的河流， 在遥远异乡重读多年前读过的文学
作品，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奇妙重逢，吸引她一再追逐。“那
些书我在少年时代已经读过。如今，在故事发生的城市，用
一个中年人的心境重读，好像经历穿越时空的旅行。”

解放周末：坐在乔伊斯桥对面的酒馆屋檐下读《死者》，

握着《城堡》找到黄金小巷对面的饭馆……当小说里熟悉的
气息与陌生城市的日常交融时，您的旅途是否具有了个性化
的精神内容？

陈丹燕：我是一个从小就非常喜欢看书的人。我最初的旅行，

就是跟着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而出发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样的旅行是非常接近地理阅读的，

但在我刚开始旅行的时候， 我只是感受到文学作品指引我旅
行的方向。慢慢我又意识到，它不仅指引我的方向，也指引我
怎么去看我到的那些地方。文学作品常常是对普通的生活、人
物和城市进行解剖和升华，把它们变成更有意义的一部分。

现在想起来，我在写《咖啡苦不苦》和《今晚去哪里》这两
本我最早的旅行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书与地理交融的时刻
我个人的感受。而且，那不光是我对地理的感受，也是一个中
文专业的人重读世界名著时对作品更具体和深入的感受。

解放周末：千里迢迢而至，在书诞生的地方或者所描写
的地方重读这本书，这样的阅读隆重得像一种仪式。

陈丹燕：在我看来，带着自己的身体走进小说环境里，这
样的阅读会激起一种奇异的梦幻感。

在陌生的城市行走时，过往与之相关的阅读所带来的感
受和方位感，使我常常在好奇中带着明显的熟悉，似乎我总
是前往一个梦中熟悉之地。

解放周末：2015年，作为重走意大利“壮游”路线的中国作
家，您带着一行李箱文学作品重走了但丁写《神曲》的路线。像这
种聚焦文学主题的旅行，会给您的阅读带来什么启示或变化？

陈丹燕：那次在意大利的旅行中，我体验了一段梦幻般
的重读。有一天，我借住在但丁写《神曲》的修道院里。让我惊
喜的是， 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保留至今的 16到 17世纪的
《神曲》羊皮本。

修道院晚上 8点就关门断网，我就开始在灯光下读《神曲》。

小时候读《神曲》，我最感动的是但丁和贝阿特丽切的爱
情，觉得那是最好的爱情。后来，随着学识与阅历的增长，我又
知道了《神曲》和但丁的世界观、宗教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多年后，在那所修道院里重读《神曲》，我获得了最重

要的阅读体验———越过但丁的世界观， 回归自己最初的感
动，体悟一种抽象之爱的永恒性。

解放周末：中世纪修道院里灯下的阅读，典型地具象了
您的那句“有时一去万里，只为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

陈丹燕：是的。对我而言，旅行的一大好处就在于，我“看
到”了我小时候看的小说的主人公，还有创造这些主人公的
人是如何生活的，这让我觉得快乐。

如果没有那年布鲁姆日的漫游

地理阅读笔记，是陈丹燕式旅行的“进化版”。

灵感来自布鲁姆日。每年 6 月 16 日，《尤利西斯》主
人公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世界各地的乔伊
斯爱好者都会聚集都柏林， 通宵达旦狂欢。2013 年布鲁
姆日，陈丹燕跟随着人群，沿着布鲁姆日步行路线从清
晨漫游至夜晚。

漫游路上， 她走过书中两位主角第一次擦肩而过的大
楼，走过小说里所描写的咖啡馆，走过都柏林图书馆……直至
找到一种属于她自己的地理阅读方式。“如果没有那年布鲁
姆日的漫游，我将一直没有做地理阅读的能力和激情。”

此后 3 年间， 陈丹燕接连推出两部地理阅读笔记
《驰想日》和《捕梦之乡》。

解放周末：地理阅读笔记已经成了陈丹燕创作的一个标
签，您自己如何定义这种方式？

陈丹燕：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写作形式的，通过地理阅
读报告来认识一个地方。通常就是，一路走，一路读，然后回
来写读书笔记。用这种方式来写，可以写得很深很全，读者也
可以从中看到主题的延伸性。

解放周末：“我爱这本书，所以我去了作家的故乡。”2014

年，带着这样的率性，您走进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哈扎
尔辞典》作者帕维奇的家时，心里是否已有创作一部关于巴
尔干半岛的地理笔记的计划？

陈丹燕：我到塞尔维亚的时候，已经明确地知道我要写
一本地理阅读书。我想要用一本书来帮助自己理解巴尔干这

个地方，同时，这个地方也会帮助我理解一本自己吃不准是
不是看懂的书《哈扎尔辞典》。

我的巴尔干半岛旅行更像是一次游学，是带着明确的目
的去的，所以，我需要敞开所有的感官 ,调动所有的学习能
力，从抽象和具象两方面来感知这个地方。我到现在还是非
常喜欢这次旅行。

解放周末：您的“非常喜欢”，还特别指向您在那间朴素
寓所里所经历的“发梦般奇异色彩”的旅程吧。

陈丹燕：帕维奇已于 2009年去世。我去他家拜访的时候，接待
我的是他的夫人。那天，我们一起喝椴树花茶，看帕维奇生前的藏
书、写作用的羽毛笔，翻阅他写作时记下的 20多本笔记本，浏览
他在写作间隙画的大量工作速写、自画像……

帕维奇生前喜欢用花哨的笔记本来记录闪现的灵感，然
而，1999那一年，他却只用了一页，上边写的是：“3月，轰炸
开始了”。

先观世界，才有世界观

手捧《哈扎尔辞典》，追随帕维奇的足迹，一路往前
地理阅读， 陈丹燕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叉里，乐
而忘返。她行走、观看、发现———“贝尔格莱德的橱窗好
像一架望远镜，让人看到它被世界冷落的那些价值观。”

于是，她思考、记录、传播。

2016 年，陈丹燕的《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笔记《捕
梦之乡》出版后，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任命她为塞尔维
亚国家旅游形象大使。次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她宣布
跨界执导首部中塞合拍电影《萨瓦流淌的方向》。

导演陈丹燕期望，站在一名中国作家的角度，用电
影的方式来展现塞尔维亚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特点。

解放周末：是什么令作家陈丹燕决定选择电影语言来表达？

陈丹燕：我们拍的是一部非虚拟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作
家在旅行中所遇见的塞尔维亚。 第一次到帕维奇的故乡时，

我意外地发现，原来，那里不是我想象中的战火连绵、却有很
多穿着牛仔短裤的小姑娘的地方时，第一次动了用影像来记

录的念头。

解放周末：你们记录了什么？观众将看到什么？

陈丹燕：说到底，这部电影不是简单地想要介绍一个国家，

而是试图回答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中，塞尔维亚提供
了一种独特的活下来的方式， 他们不是用悲苦的方式与灾难相
处，而是非常乐观的，该唱歌的时候唱歌，该跳舞的时候跳舞。

解放周末：您本人所持的世界观是什么？

陈丹燕：我持有的世界观也是比较乐观的。而且，我有一个
主张，就是要先观世界，才有世界观。

阅尽山河后，觉得人生值得

有人评价说， 陈丹燕的旅行总是在依仗她脑内的文
艺、知识谱系。走走停停间，她所看到的不仅是一处景致、

一方建筑，或许也是这个地点的过去、现在、未来。

陈丹燕自己的一个说法恰好与之呼应。她说，我把旅
行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

比如，在意大利，她会找铜版画老师上课；在爱尔兰，她会
请民俗学专家讲解凯尔特人的神话传说。这构筑了她的“在路
上”的独特景致和内涵，并赋予她的旅行以别样的意趣。

解放周末：您怎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陈丹燕：跟着那些优秀的小说，踩着小说留下的足迹，想要
不断去认识这个世界和人心。

解放周末：那颗“看世界”的种子，在经历近 30年时光的滋
养之后，在今天变成了什么？

陈丹燕：记得在我动身前往意大利旅行的时候，《蒙田全集》

译者马振骋先生来为我送行。他说，愿我能像 16世纪前往意大
利的蒙田那样去旅行。旅途漫长，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蒙田
那样去旅行，但我知道，陈丹燕在路上。

解放周末：对现在的您来说，看世界究竟是看什么？

陈丹燕：有位朋友曾发给我这样一句话：我不祝你快乐，但
祝你阅尽山河后，觉得人生值得。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的。我并
没有阅尽山河，但我尽我的能力和用我的运气，去看了世界的
一部分。看完回来，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值得。

解放周末：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您作为
资深背包客对他们有何建议？

陈丹燕：想走就走。在我看来，独自旅游是很好的方式。因为
有时旅行就像有生命一样，最有趣的东西不在你的计划里，必须
一个人走，随时改变计划，跟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走下去。走下
去，你就会发现，你看到的很多东西的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同时，我相信一点，不管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去看世界，看比
不看好。

是旅行让我变成了一条河

陈丹燕的“在路上”各有主题。走遍旅途中的咖啡馆，品
尝《咖啡苦不苦》；走遍旅途中的博物馆，感悟《往事住过的房
间》……所有的旅行感悟，又汇聚为《我的旅行方式》和《我的
旅行哲学》。

而旅行，不仅不断铺就她的远方，也日渐丰富她对自
己生活的城市上海的理解。“我看到了世界，知道这个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跟上海的建筑相似，跟上海话里面的那些外
来语相似，它启发了我对故乡的好奇。”

解放周末：您有一个观点，“世界与家乡，原来是个完美的
圆环”。这句话怎么理解？

陈丹燕：这是我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感受到的。我过去一
直认为，去看世界是出发，离家乡越来越远。但是，其实世界映
照着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对家乡的理解、家乡给我的支
持。所以，它们是互相映照着的，当你理解了一方，你就理解了
另一方。

说起来，这次做展览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展览的展陈
设计师是一位法国人，他不懂中文。有一天，我们一起在现场看
那些书籍的陈列时，偶然翻开其中的那本《神曲》。他发现版权
页里是有书名原文的，他就看懂了这本中文书原来是《神曲》。

当时，他就和我说，他很感动，因为他少年时代也看过这本书。

然后，我们翻了很多书的版权页，通过那里的原文他发现，原来
很多书都是他少年时代看过的。当他说他很感动的时候，眼泪
就在他眼眶里转。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世界与家乡是完美的圆
环”，世界那么大，而我们却在各自的少年时代读过那么多相同
的书。

解放周末：书写家乡和书写远方，有何区别？

陈丹燕：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是从自己
的家乡开始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在写这个世界。不知道的人，以
为我是先写家乡，再写世界。其实，在我的写作生活中，这两个
系列的书一直是在交叉进行的。

我的家乡上海，恰恰是我看世界的动力。因为上海是开放
和包容的， 这样的城市给了我对世界的热爱和看世界的愿望。

这么多年来，我在慢慢理解上海的城市精神，同时我又不断看
到世界的样子，对我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解放周末：在《捕梦之乡》的简介中，您这样写道：“这些文
字是一位痴迷行走的作家呈现给读者的真正的旅行文学。”在
您看来，“真正”是靠什么实现的？

陈丹燕：我想，“真正”应该来自旅行文学自身的文学标准，

就是说主题要有深入性和关怀性，文字书写要考究。不是写一
个新奇的地方就可以称为旅行文学的，比如旅游指南一类的书
就不能称之为旅行文学。

解放周末：指南关乎足迹，而文学关乎头脑。

陈丹燕：是的，关于旅行的文字应该比游记更深刻。

解放周末：漫长的行走、阅读、书写，带给您哪些深刻的改变？

陈丹燕：这种深刻就是小溪变为河流的“深刻”。我一直说，

如果没有旅行，我可能还是一条小溪，可能很清澈，但不耐脏。

而常年的旅行让我学会忍耐，让我变得宽容，让我学着去理解
别人，学着容忍生活当中很多的缺憾和遗憾……是旅行让我变
成了一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