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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魔术老虎智慧童话系

列 ”（第二辑 ） 近期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推出 。 该丛书包括 《小魔法 ，大怪兽 》《奇遇

多学校 》《转移功 》《神秘的飞碟 》4 册 ，收录

了儿童文学作家谢乐军新创作的十余篇童

话和他的魔术老虎奇遇故事系列 。

魔术老虎是谢乐军塑造的一个正义 、

勇敢 、 善良又神通广大的童话人物 ，2017

年湖南少儿社推出 “魔术老虎智慧童话系

列 ”第一辑后 ，反响热烈 。 此次出版的第二

辑将小读者带进一个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

世界 。

据悉 ，第二届 “我是故事大王·写 （讲 ）

故事 、画魔术老虎 ”全国征稿大赛评选出的

10 名 “故事大王 ”、10 名 “童话之星 ”、10 名

“金牌小画家 ”， 以及 2020 年 《漫画周刊 》

“我们一定赢 ”抗疫征文 （绘画 ）中获一等奖

的 105 名小作者 ，成为该丛书的首批读者 。

“我是故事大王·写 （讲 ） 故事 、 画魔术老

虎 ”全国征稿大赛 、“我们一定赢 ”抗疫征文

（绘画 ）大赛 ，由湖南省寓言童话文学研究

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漫画周刊杂志社 、陕西

青少年读写研究会联合举办 ， 评选结果日

前揭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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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让小说的语言有诗感，是我创作的目标
本报记者 袁欢

青年作家陆源称自己想成为一名具

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而不是单纯的故事

家， 他所说的诗人气质指向小说的语言，

他的小说文本中意象繁复， 语词丰沛，如

他所说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呈现一种浓烈

狂放的诗意， 让读者看到本人的文学个

性。 在他看来，对于当下所谓纯文学“危

机”，他认为不需要采取防御的姿态，更应

该主动进攻，因为他坚信：小说艺术是可

以进步的。

近日，他的全新短篇小说集 《大月亮

及其他》 由后浪出版， 与上一本小说集

《保龄球的意识流》 有一脉相承的意味 。

在这本小说集中，陆源的叙述依然绵密 ，

他旁征博引， 用绚烂繁杂的语言展现了

一个个带有奇幻色彩的时空故事 。 小说

中的人物包括作家、史学博士、民间科学

家还有整天修理器械的老头等等 ， 他表

示：“他们总是很狂热， 这些人生活在我

身边，有些人离我很近，我通过一些变形

展现他们的世界。 ”

通读这两本小说集，会发现一个共同

的地理定位：瀛波庄园，让人联想到马尔

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邮票般大

小的故乡，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等作家一生

都在书写的精神家园。 而瀛波庄园在现实
中是陆源平时散步的地方 ， 那里房价很

高，人流稀少，寂静森冷的氛围给了他灵

感、人物以及思考的环境。 “我曾在一篇札

记中开玩笑地和瀛波庄园做了一个约定，

它继续为我的想象仓库提供物料，我则努

力为它在虚构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

对于陆源而言，一个作家能拥有一个

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非常幸运，特别是对

于他这般题材缺乏型的作者，他说：“故事

的核心对我来说非常稀缺，我很难突然有

个什么点子，就开始动笔。 我的长篇小说

的故事核心， 都来源于长时间的酝酿，而

我又总有种种创作的冲动。 ”

所以瀛波庄园提供了某些便利：他可

以随时调用里面的各种资源，让它们穿越

于不同的小说中，又因为有足够的背景知

识而不必担心出错。 陆源透露，自己目前

正在准备一本小说集， 打算取名 《瀛波

志》，开头第一篇就是《瀛波庄园》，旨在营

造一种氛围，统摄全书。 看起来，他的确在

认真践行和这个空间的约定，在里面拾捡

生活的经验碎片，加之以想象，以此呼应

一个更为广义大写的现实。 这也是他把自

己的小说归类为“社会幻想小说”的原因，

他解释说：“我不愿意做一个贴地飞行的

现实主义小说作家，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

亦幻亦真，这可能是我的文学观上的一种

追求。 ”

青年评论家李璐在《陆源的比喻与文

字的“变形”》中，详细分析了陆源小说中

比喻和词语的使用特色，她写道：“陆源让

形容词与它的中心语之间构成了强烈的

对照，就像色彩上红与黑，光线上明亮与

暗淡一样，用强烈的对照造成猛烈的冲击

效果， 打破读者顺流而下的阅读惯性，猛

地急刹、再急刹、一连四个急刹……”

而陆源从不否认他对于语言有着某

种近乎执拗的追求，可以说，他总处于与

语言搏斗的过程中，他表示：“我认为诗有

一种恒久的魅力， 让小说的语言有诗感，

是我创作的一个目标，那么如果要设定一

个偶像，就是舒尔茨。 ”

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对陆源创作

特别是语言的影响尤其突出，《保龄球的

意识流》和《大月亮及其他》中的一些作品

便呈现了舒尔茨式的修辞盛宴，“舒尔茨

的小说是一场语言的狂欢，他已经达到了

我所说的完全信任词语。 ”因为太喜欢这

位作家，他还着手翻译了舒尔茨的小说集

《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和《肉桂色铺子及

其他故事》。

陆源喜欢把一些隐喻、一些意象压缩

并加入到句子之中，让无限增长的纷乱思

绪借助词语爆裂喷发，而为了降低这些长

句子的阅读难度，他也做了不少努力。 从

某种程度来说，他说自己是一位重视读者

阅读感受的作家。 语言之外，对风格的追

求，陆源则更倾向于卡尔维诺，他希望自

己的小说创作永远处于风格实验中，为此

他说“我不想成为抄袭自己的作家”。

“童年的愿望，我是指比较深刻的那

些愿望，甚至一个人自己长久意识不到的

愿望，是创作者的‘圣痕’，是他核心的资

产，它们定义着写作的欲望。 ”作家总是在

不断回望童年，出生于 1980 年，陆源有一

个特别的童年。 那个年代中日围棋对抗赛

上中国棋手聂卫平的连胜，让围棋热风靡

全国，彼时，六岁多的陆源被选拔到国家

组织的围棋训练队里， 一直到 13 岁才退

出集训。 下棋是他童年生活的所有重心。

很长一段时间，他有意无意封闭了那段回

忆，他在第一本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里

曾短暂提及，一些朋友知道后，多次建议

他把围棋经历写下来， 但早在 2007 年的

一篇札记里，他如此记录那段回忆：“……

‘落子如飞！ ’我因这句奇怪的评语坠入一

个又残酷又寂静的世界，多少年惝恍置身

于沉闷的梦魇。 ”在采访中，他回应说：“我

的童年不是色彩缤纷或靓丽光鲜的，它不

太愉快，包含某种暗黑气质。 ”如今，跨过

而立之年，接近不惑，他才大抵做到与童

年以及父亲和解。 后来他以半自传体的方

式写下了《童年兽》，用嬉笑怒骂的语言讲

述了围棋少年的成长，并借此为记忆中一

个时代的经验赋形。

真正让他动笔的契机则来自于两个

人两部作品：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

纳的长篇小说《死缓》和“90 后”作家郑在

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2015 年，陆源

编校了《死缓》，这部“充斥着无数惊叹号

和省略号的长篇小说”围绕主人公小费迪

南的坎坷生活展开，它的叙述语调以及文

字给了他启发，让他产生了叙述童年的兴

致。 而更直接的诱因则是与郑在欢的一次

畅聊。 2017 年，他收到了郑在欢的第一部

短篇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读了两

篇后，就急切地与对方约定见面详谈。 陆

源回忆说：“那天我们颇为坦率地谈论了

关于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以及关于童年

往事的方方面面。 这次在一间狭小四川菜

馆的交流， 让我有一种豁然明悟之感，犹

如拨云见日，雨过天晴。 ”当天聊完的下

午，在一趟乘客稀少的地铁列车里，他写

下了《童年兽》的《前记》。

整部小说的叙述语言是极其戏谑而

幽默的，就像陆源写作的过程本身 ，有哭

有笑，而这种发泄式的句法，包括那些大

量感叹号和省略号的使用 ， 中和冲淡了

创伤的色彩， 能使作家避免过于沉浸带

来的二次伤害。 “我叙述的是我的历史 ，

我必须和陆小风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

不去无限地贴近 ， 这对于我来说很重

要。 ”陆源稍显谨慎地说。 对于幽默在作

品中的作用， 他表示自己将幽默视为文

学抱负之一， 但他进一步补充：“如果是

一年前， 我可能很肯定地回答我非常重

视幽默在文学中的作用 ， 它甚至会被提

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但近来，我不那么绝

对了。 ”如此看来，他已将“去幽默化”也

放置在了新的风格实验中。

从 2002 年开始发表作品， 至今创作

十八年，陆源本科毕业于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硕士又从财政金融学院毕业，可以说

都跟文学无关，走上这条路，纯粹是出于

兴趣与志向。 “我目前的写作方式，是一种
离散化的写作。 ”写作之外，他本职是一名

文学编辑，同时做着翻译的工作，当被问

到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他回答说：“绝对

不是一种优雅的平衡。 ”生活的真相是，有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工作绝不能耽误，

零碎时间用来阅读， 夜深人静的时候写

作， 翻译则让他产生一种仍在创作的错

觉，保持手热的状态。 “‘别担心，今天晚上

你什么也不必完成。 ’我把自己骗到电脑

桌前。 日复一日，我一点一点推进 ，或增

补，或打磨 ，或搭积木似的来来回回拼接

素材。 ”

《北京文学》2019年度优秀作品揭晓

本报北京讯 由北京文学月刊社

举办的 《北京文学》2019年度优秀作

品评选结果揭晓，包括《北京文学》（精

彩阅读）的原创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评论 6 大门类

的 30篇作品和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

月报》转载的 10部中篇小说入选。

原创作品包含前述 6 个门类 ，

30 位获奖作者，可谓名家荟萃，新锐

辈出 ，既有知名作家王蒙 、冯骥才 、

蒋子龙 、莫言 、刘庆邦 、尤凤伟 、梁

衡、杨少衡、陈应松、杨黎光等，也有

近年来创作活跃的乔叶、陈启文、陆

春祥、杨海蒂 、西川 、梁平 、谷禾 、轩

辕轼轲、陶纯、孙频、孙睿等。 其中，

作家尤凤伟的中篇小说已经连续五

届折桂 ，上榜作品分别是 《鸭舌帽 》

《命悬一丝》《水墨 》《排异 》《遗忘 》，

显示了作者老当益壮的卓越创造才

能。 而莫言《饺子歌》以其诗体小说

的形式和挥洒自如的叙述引起了广

泛关注。 散文作者刘厦身患残疾，却

以感人的文字向我们呈现了生命的

顽强。 转载作品来自选刊版的《北京

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此次评出的

10 部中篇小说集中了 2019 年国内

文学期刊发表的代表性优秀作品 。

中篇作者中的年轻一代势头喜人 ，

鲁敏 、马小淘 、计文君 、班宇 、常小

琥 、蔡东都是 “70 后 ”“80 后 ”，近年

在国内各重要刊物频频亮相的丁颜

则是更年轻的“90 后”。 作家李佩甫

笔力雄健 、宝刀不老 ，胡学文 、罗伟

章两位实力派中坚则是近年一直活

跃在文坛的作家。 获奖小说风格多

样、题材丰富，显示了本次优秀作品

评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今年是 《北京文学 》创刊 70 周

年。 作为对一年一度《北京文学》（精

彩阅读 ）和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

报》两本杂志作品的检阅与遴选，本

届获奖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风

格多样个性鲜明， 作品大都意蕴厚

重、艺术功力纯熟，总体代表了两本

杂志 2019 年度发表或转载作品的

最高水平 ，是献给 《北京文学 》创刊

70 周年的一份厚礼。

当代中青年作家系列访谈

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