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应松：写生态，更要表达广阔的现实世界
本报记者 傅小平

记者：关于你的神农架叙事 ，莫言有
个颇具概括力的评价：“陈应松用极富个
性的语言，营造了一个瑰丽多姿、充满了
梦魇和幻觉的艺术世界。 这个世界建立在
神农架上但又超越了神农架。 ”当然，除了
个性化的语言之外，或许还可以加上诸如
“广博的知识 ”“充沛的感情 ”“丰富的想
象”“奇异的故事”之类的修饰语。 你的长
篇新作《森林沉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知
识、感情、想象、故事，还有语言，才吸引我
读下去的。 这部小说体现了某种综合性。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是否是评论家李敬
泽所说的“你命里该写”的一部书？

陈应松： 我自 2000 年去神农架挂职

深入生活，到这几年选择半隐居式地在神

农架生活，快二十年了，我写了几百万字

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但没有一部是关于森

林的，我总是想写一部森林的长篇，也一

直在准备，这就是尽可能多补充点森林的

知识，写了三年，改了一年，觉得有点模样

了，才拿出去。 这的确是我命里该写的书，

既然此生与神农架结缘，就要对得起神农

架。 何况神农架给了我一切，只有更深入

地了解她，才能真正全身心地爱她，写她。

我喜欢森林狂热和阴郁的气氛，森林是这

个世界上最大的杂草丛，它的远古的荒芜

感让人不知所措， 人会有失踪的恐惧，因

为这种旷世的消失感， 会把你彻底地征

服。 这是人回到人类远古故乡的一种还乡

病，爱上森林是艰难的，它太荒凉，是我们

古老乡愁的废墟。

记者：小说里关于森林的知识的确丰
富，用你自己在后记里的话，其中涉及到
近百种动植物， 以及关于森林的物候、地
质、气象和所有对于森林的想象。

陈应松：我说了我希望写得像动植物

图谱一样精细，并告诉人们如何描写山川

自然， 我认为我应该做一件这样的事，这

件事很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就像某种自然

随笔一样，非常美艳，可以为我这部小说

中的山民们简陋而残酷的生活增添一些

暖色。 我在最后一章罗列了许多的神农架

花卉，我删掉了很多，我原想写 360 种花

卉，要打破某种极限，造成阅读刺激，后来

我还是妥协了。 但已经够多了，这是有意

为之的， 是为自己书写森林的恐惧壮胆。

这种写法很暴力，读者一定有新鲜感。

记者： 你或许是太想让森林开口说
话，或为沉默的森林代言了，所以你要让
它们有更多的呈现，哪怕只是在书页上留
下个名字。 美国生态作家戴维·乔治·哈斯
凯尔写过一本《看不见的森林》，言下之意
是提醒人们“看见”森林的。 你写《森林沉
默》，大概也包含了类似提醒的意图吧。

陈应松： 我在这部小说中提到了戴

维·乔治·哈斯凯尔的这本书。 这位作家很

伟大，在一平方米的森林里写出了浩大森

林的秘密，广博的学识让人佩服。 此人是

个生物学家，他的研究调查本来在生物学

界就是如此，找一米见方的地方，调查昆

虫、植物的分布，没想到的是生物学与文

学离得如此之近，而他的观察和描写能力

又如此惊人。 一种苔藓，一只蜗牛，一个飞

鸟，一只萤火虫，一丛树梢，都能够写出整

个生物世界的秘密，写出自然森林生态的

生机和复杂性。 但我在小说中是以写人为

主的，我没有醉心地写生物，我的作品中

对森林的描写又是不吝笔墨的，如果把它

们拎出来有好几万字。

我说了我写森林是对抗森林的精神

压迫。 森林虽然沉默，但神灵在飞舞，一切

在暗处有不测的心机， 森林里的一草一

木 ，飞禽走兽 ，都活得有声有色 ，波澜壮

阔，有着自己的发声方式。 森林从来就不

会沉默， 只是我们在遥远喧嚣城市的人，

完全听不到森林的壮丽交响。 森林是不可

欺的，凡是欺辱森林的，都会得到森林的

强力的高亢的反击和回噬，决不会有好下

场。 我就是想用文字传导来自森林貌似沉

默却是壮丽的天籁之音。

记者：李敬泽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山林是薄弱的，自然是薄弱的。 那你写这
本小说，是否有一种使命感，接续古代文
学或荆楚大地写自然山水的传统，为 “以
人为中心”的当代文学补上一课？

陈应松：其实中国的山水文学是非常

发达的， 楚辞诗经里生长着茂盛的草木，

中国人对草木的认知很深并且赋予了它

们美妙的名字，草木的名字多是难认难写

的生僻字，有神秘性更有神性。 从魏晋到

唐宋，山水诗的发展登峰造极，如果没有

山水诗包括散文创造的意境，我不知道中

国文人该怎么生活。 中国古代散文随笔里

对山水的描写，用词精妙丰富，达到了极

致。 作家对自然景物和山水描写与感悟能

力的失去，是近几十年的事，加上全球化

和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自然在我们生

活中的远去，成为奢侈，成为文学的珍稀

物种，我有一点小志向，就是要复活大自

然中山川河谷花木鸟兽在文学作品中的

卓然风情，所以我不仅在《森林沉默》中不

厌其烦地描写大自然，也在其他作品包括

散文中写自然风景。 读者不仅仅读故事，

他们还可以在我的作品中饕餮大自然的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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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肖澜：当时当刻的上海，就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富矿
本报记者 张滢莹

有读者形容， 读滕肖澜的小说 ，“感

受到一种特别真实的质地”。 作为一位土

生土长的上海作家， 滕肖澜的特别之处

在于描摹一个正在发生 ，也正在 “发声 ”

的上海。 童年生活在浦东的她见证了这

块土地由贫瘠之地开始， 直至如今成为

全国乃至全球金融重镇的崛起过程 ，并

将其刻写在多部作品中 ：《城里的月光 》

以一对年轻夫妇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

经历写起，考托福、炒股、下岗、重寻出路

等大量生活细节， 描摹出的不仅是个人

的人生历程， 也是浦东在时代更迭中历

历在目的变迁和发展；《乘风》 围绕浦东

机场一家航空代理公司的生存发展 ，写

两代 “机场人 ”的内心纠葛与职业成长 ，

首次以小说的形式为航空代理业的发展

留下注脚和印痕；《城中之城》 聚焦金融

领域，打造两代金融人“文学新形象”。

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亲历者，滕肖澜

感受到的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改变，更是浦

东人从衣食住行的改善，到心理自信的不

断增强。 不久前，滕肖澜还问过家里长辈，

小时候的外婆家，到底在哪里？ 长辈指着

金茂大厦附近说，喏，就在这里。 从一条老

弄堂和破旧的烟纸店、小菜场、学校，到远

一些的劳动剧场，马路狭小，空间紧窄，小

孩子的活动区域基本就在附近一公里内。

这一场景， 曾在滕肖澜的童年里定格许

久， 并与如今的浦东新貌形成了鲜明对

比，“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是非常直观

的一个方面，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在我的写

作中”。

关于浦东的书写中 ，《城中之城 》的

特殊性显而易见———作为中国作协定点

深入生活的项目选题， 在两个月的银行

蹲点过程中，滕肖澜观察、研读、探问、实

践，不仅走访了前台、信贷、风控、审计等

不同的岗位， 也调阅了大量内部档案卷

宗，不断与相关职员沟通，在充分了解他

们的工作状态后才开始作品和人物的构

思。 在复杂繁忙的工作中，滕肖澜所感悟

到 的 ， 还 有 属 于 金 融 领 域 特 有 的 严

谨———金融无小事 ， 任何一点数据和操

作流程上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

这也使得在岗、 在职的金融人拥有和日

常玩笑时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专注 、专

业、细致、投入，这一切，都被她纳入了作

品细节中。

这也是滕肖澜第一次在创作前写下

那么完整的人物设计和大纲 ， 光是主要

单个人物设计，就写了五六千字。经过扎

实的素材收集， 滕肖澜带给读者的是一

部兼具轻逸与厚重之作， 厚重在于作品

切入金融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 金融领

域的安全监管、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

国成就， 以及新时代中国金融的新发展

等热点问题和重大事件； 轻逸则在于她

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切入和讲述方式 ，将

暗流涌动的故事如行云流水一般娓娓道

来。 在为该作举行的研讨会上，《城中之

城》题材的特殊性、时代感受到了评审专

家的普遍认可， 评论家认为作品聚焦金

融业这个一般作家很难触碰的题材 ，向

读者展现一个新的世界， 也丰富了中国

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作品风格 ，值

得鼓励和进一步探讨。

在《城中之城》后，滕肖澜的长篇小说

《心居》（暂定名）也已经收尾。 在这部关注

上海“居”生活的作品中，她所写的也是当

下的生活，确切说，就是这两年因为房市

变革和房产政策调整，给普通百姓的住房

问题所带来的影响。 虽未明确以浦东为书

写背景，但写着写着，滕肖澜发现小说里

写的楼盘、小区，越来越像是自己曾经关

注过的地方、散步时经过的地方、朋友提

及的地方。 作为一部时间跨度仅为一两年

内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几乎与

故事发生的过程同步———她笔下人物所

经历的“当下”，正是上海市民所经历的当

下。 某种为现实中上海的发展变迁立此存

照的意义， 在不自觉的书写中逐渐显现：

“写的时候未必为了明确的目的， 但在讲

故事的过程中，关于这座城市在发展变化

中的点点滴滴是免不了的， 写着写着，或

许就攒起了一种样貌。 ”

与不少作家所擅写的回望和记忆相

比，滕肖澜在近期作品中所展现的当下性

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在发生什么，她的

笔下便出现什么。 在她看来，直面当下现

实，并不是一种刻意标榜，而是自然选择。

因为靠得近， 空间上做不到 “距离产生

美”，时间上也没有“情怀红利”，人人都有

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写当下，便是难在这

里。 就作者而言，第一步要做的，也许就是

‘真实’。 这是基础。 ”

“这座城市时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变

化，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时时刻刻有新

生事物正在诞生，太多了，甚至写不完，只

要走近、真正地去了解，会产生很多创作

欲望和冲动。 ”对滕肖澜而言，当时当刻的

上海，就是写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

源富矿，为了写好故事，深入生活、挖掘素

材是少不了的。 “现实生活的处理，或许是

一个虚虚实实的分寸把握的问题。 风筝线

在作者手中，只要捏得够紧，线也够厚实，

便放心大胆，尽情由它飞。 ”

陈应松

滕肖澜

我是想写我渴望知道的生活，干
脆就是我渴望的生活。 我渴望的生活
才是真正的生活，你不去深入和体验
你到哪儿想象呢 ？ 你写你渴望的生
活，也是在重构你的精神世界。

这座城市时刻都在发生着各种
变化，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时时刻
刻有新生事物正在诞生， 太多了，甚
至写不完，只要走近、真正地去了解，

会产生很多创作欲望和冲动。

3
2019.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