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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成：语感像一把刀，要日常养着
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出版

本报记者 袁欢

“我”因为县城里的青砖老屋被拆，

身边熟悉的风景逐渐消逝，而愤懑不平

地躲到了山中一座名为竹峰寺的寺庙

小住，那时，“我”身上带着一把老屋的

钥匙，刻着“永安”两字，“我”决定把它

藏到一个“千秋万?不会动摇的地方”，

这样，仿佛关于老屋的所有记忆也将被

珍藏，而在藏钥匙的过程中，“我”意外

发现了一块前人藏的石碑，一段被尘封

的往事就此被揭开……这是“90 后”作

者陈春成在短篇小说《竹峰寺》中讲述

的一个故事。

从 2017 年开始写小说，近期，他的

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夜晚的潜水艇》由

理想国出版，《竹峰寺》便是收录其中的

一篇，陈春成说：“这篇是一个比较任性

的写法，依靠钥匙和碑两个线索慢慢推

进，在藏钥匙之前，我写了大量的心理

活动，写‘我’如何不喜欢周边事物变更

的心态， 试图达成一种溪水往前流，抚

弄周边草叶的感觉。 ”

《夜晚的潜水艇》出版不久，便登上

豆瓣“虚构类热门榜”的榜单，陈春成的

特别之处也许在于以一种和缓自然的

方式调动起人久未运动的感官与知觉，

让读者随他进入一个浪漫与肆意的幻

想世界，此中又存在着他开辟出的一条

条连接现实的秘密通道，牵连出事物间

的隐秘联系。 在整个采访中，他给人的

感觉便有点安静内向， 说话缓缓的，一

如他的文字。

小说集的书封上写着：“游荡于旧

山河与未知宇宙间，汉语的一种风度与

可能性”，某种程度上提醒着读者读陈

春成的小说需要尤其注意他的语言，而

这一点在几位作家的推荐语中也多次

被提及，作家贾行家称之为“有一种古

老的文字秩序在暗中流传”。 这种“古

老的文字秩序”现代可探访到汪曾祺，

更远则可追溯至中国古典诗词， 蕴含

着东方的古典之美。 而这可能跟他热

爱读古典诗词，平时也多爱抄写有关 ，

他躲在一个叫做“深山电报站”的公众

号里，有时候会把自己写的古诗词发出

来，然后调侃一句：又来掉粉了。 陈春

成迷恋古典诗词光整圆滑的韵律美，认

为它们有超拔于日常的醉意，并达到了

文学性和音乐性的平衡，他最初的文学

训练也来源于写古诗，这个习惯至今一

直保持着。

在对小说语言的追求上，他说自己

完全信奉作家汪曾祺，“汪曾祺作过一

个比喻，语言和内容的关系不是桔子皮

和桔子瓤的关系， 它是密不可分的，是

同时存在的。 他还说：写小说，就是写

语言。 这话可能有点绝对，但我确实对

语言很在意， 也许有点过分在意。 ”陈

春成在采访中多次提及自己在意写作

的语感，说语感像一把好刀，要日常养

着，他觉得：“好文句非锤或琢出来的，

语言浸透了个人气质， 写到酣处， 面

目无可遮掩， 只有平常好好保养 。 好

文字的标准， 有人说洗炼、 克制， 是

一种， 其实华丽和恣肆得好， 也很好

看。 冰山理论有它的好， 天花乱坠也

有其妙处 （如纳博科夫和四十年代的

汪曾祺）。” 对此， 他认为， 语言要和

故事和氛围相融 ， 随物赋形 ， 舒服 、

合适的文字就是好的 。 而在他看来 ，

汪曾祺和沈从文拥有 “最好的汉语语

感”， “四十年代的汪曾祺， 他向我展

示了现代汉语的风度和广大的可能

性”， 他进一步补充， “汪曾祺年老时

候的作品是一种散淡的好， 但现在的

我更崇尚的是年轻时他语言上那种飞

扬跋扈的好。”

陈春成的小说并不是充满烟火气

的市井生活，也没有过多的人物，不具

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他笔下写的大多是

日常之景，以细腻的眼光观看、描摹它

们，同时放入了对于当下生活的种种思

考，如对物是人非的惋惜，对艺术样式

的探讨和对年轻人精神困境的表达等

等。 他说自己不是那种贴近现实的写

法， 也不擅长立刻对热点话题做出反

应，“我需要沉下来，慢慢想才行。 ”

“汪曾祺式的古典故园与博尔赫斯

式的现代迷宫拆散重组，变成了他笔下

的废园。 ”《中华文学选刊》的编辑古肩

如此形容阅读陈春成小说的感受，作家

史航则形容为：“读陈春成的小说，就一

直觉得他是快活的西西弗斯：欣逢命运

的高山，时代的陡坡，语言的巨石，他乐

此不疲。 ”而陈春成在描述自己的小说

时说：“我的小说常常依托一个‘境’，然

后将所有慢慢沉浸进去。 ”

小说集中收录的九篇小说，大多是

他在一个石凳上闲坐幻想出来的，有的

则来自于一个个梦。 “那时语句在我脑

中飘拂 ， 四周的人群楼厦化为乌有 ，

我浸在一种兴奋又迷蒙的状态中 ， 渐

渐窥见故事的脉络 ， 乃至细部的词

语。” 他认为写小说是他生活中最接近

于自由与狂欢的样式， 然而他讲述到

了自己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 ： 他的小

说题材不是那种能不断挖掘的富矿 ，

他称之为 “偏玄一派”， 而这类故事是

没办法量产的。 就像今年已经过去大

半， 他依然还没动笔， 写得越来越慢

了。 “我是想得多，很迟才动笔的写法。

感觉酝酿一个小说像与虚无对弈，下盲

棋，输了这故事就归于虚无，赢了则我

得到一个小说 。 已经连输了好几盘

了。 ”他说自己尤其怀念那个在石凳上

发呆的青年。

从之前节奏紧张的工程设计转行

后，现在陈春成在一个尚未正式开园的

植物园里工作，这让他能够保持一个业

余的写作状态， 没东西写时可以不写，

“如果能像村上春树那样每天按自己的

时间表写作、阅读、锻炼、听音乐，谁不

愿意呢？ ”他有点羡慕又带着点无奈的

语气说道，“我不打算写长篇，按我写短

篇的法子，只要工作不太忙，日常留有

散步发呆的时间，写起来是快的，工作

影响不大。 ”

谈到自己目前的写作状态， 他说：

“我挺喜欢一句话，‘忙时为农， 闲时为

匪’， 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工作如本分

种田 ， 闷了闲了即去当一阵子土匪 ，

再回来。 写作于我即是快马，长枪， 大

碗的酒， 内在的狂欢。 平息后即归于

日常。 但说到永远当山大王 ， 怕站不

住脚。”

唐根华三十载文学路上孺子牛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10 月 8 日，由上海浦东新区

作家协会主办、惠南文学社承办的“文学

追梦人———唐根华 30 ?文学路上孺子

牛”座谈会举行，诗评家潘颂德，诗人余志

成、严志明，以及丁旭光、姚海洪、倪辉祥

等 20 多位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参加座谈。

唐根华是上海浦东新区惠南镇人 ，

20 多岁被大队任命为“土记者”开始写新

闻稿，后参加当地南风文学协会，负责组

稿、编辑等事务，到成为浦东新区作家协

会骨干成员， 他是浦东惠南文学社发起

人之一，并担任该文学社副社长，在他的

努力下， 惠南文学社成为浦东的文学高

地，形成了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体，文学作

品大量涌现，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近三十年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 ，唐

根华笔耕不辍，创作了《情系水务》《追梦

足迹》《唐根华作品选》等报告文学作品。

同时， 他也是一位勤恳深耕于基层创作

的文学工作者，不辞辛劳 、热情奔走 ，他

策划、编辑出版了《在追梦路上》《浦东作

家》《东南风》等五套丛书，帮助一大批作

者圆了出书梦。 同时，他热心组织各类文

学活动， 除了为基层作者召开作品研讨

会，还策划了“浦东作家看书院 ”、“浦东

作家看唐镇”、“上海作家看康桥”等采风

写作活动，活跃了浦东新区的文化生活。

唐根华说，是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促使

着他一直向前，“把爱好当成自己的一项

事业来做。 ”

潘颂德认为，唐根华是一位多方位、

多色彩的文学追梦人，是集作家、出版家

和活动家于一身。 诗人余志成会上赠诗

一首： 老骥伏枥三十年， 舞文弄墨皆因

缘 。 而今共庆良辰日 ， 根植华夏春满

园。 不雨天

上海出海口文学社挂牌

本报讯 日前， 坐落在上海城隍庙附

近白云观身旁的迎紫轩茶馆与上海出海

口文学社结下文缘 ， 中国作协副主席叶

辛与刘希涛、 李冠琛等 50 多位文学社代

表参加了挂牌庆典 ， 推动文学活动以更

丰富的合作形式参与社会公共文化建

设。

近年来， 叶辛多次参加上海出海口文

学社组织的活动，与作家、评论家们进殷行

街道、走进陈望道旧居、走进北茶园睦邻楼

组、 走进由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题写场

名的江湾体育场……叶辛恳切地叮嘱文学

社会员：“希望文学社的成员写出更多有光

芒、有温度、有理想、有筋骨的作品。 ”在文

学社活跃的线下场所中，“迎紫轩茶馆”是

一个独特的存在， 文学社多次在这里召开

编委扩大会和文友交流会， 馆主刘志溪也

加入文学社成为名誉社长， 本次挂牌活动

将助推民间文学团体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服务于社会，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

陈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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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清讯 10

月 13 日，由浙江省作

协 《江南》 杂志社主

办、 杭州市富阳区人

民政府协办的第六届

郁达夫小说奖在浙江

德清举行终评委会

议。 经过数轮紧张投

票， 历时六个多月的

悬念终被揭开。 迟子

建 《候鸟的勇敢》、斯

继东《禁指》分获中篇

小说奖和短篇小说

奖， 孙频 《鲛在水中

央 》、马小淘 《骨肉 》、

须一瓜《甜蜜点》获中

篇小说提名奖， 邵丽

《天台上的父亲 》、雷

默 《大樟树 下烹鲤

鱼》、徐则臣《青城》则

分享短篇小说提名

奖。 获奖名单中，名家

依然稳健坐镇 ， “70

后”、80 后作家斩获多

席。

郁达夫小说奖每

两年举行评选， 是目

前国内颇具影响的针

对海内外华语中短篇

小说创作的小说类文

学奖项。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 4 月启

动作品征集活动，除继续贯彻“实名投票、

评语公开”的透明评奖方式外，通过审读委

成员、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专业文学团体、

海外和港台文学组织以及网络自荐等途径

的推荐，征集到大量参评作品，基本汇集了

2018 年至 2019 年间最优秀的华语中短篇

小说。 本届终评委仍由知名作家和重要文

学刊物主编组成，主任为李敬泽，八名成员

为 （按姓氏笔画顺序 ）叶兆言 、李洱 、毕飞

宇、阿来、陈东捷、施战军、袁敏、程永新。

郁达夫小说奖自设立以来， 始终坚持

以弘扬郁达夫文学精神为主旨， 注重作品

的文学品位， 所以获奖的作品不仅具有较

高的艺术水准， 也较为契合郁达夫的文学

和审美精神。浙江省作协主席、郁达夫小说

奖组委会主任艾伟，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

郁达夫小说奖组委会副主任臧军等参加会

议。本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将于 12 月

7 日———郁达夫诞生日在其故乡富阳举

行，同时本届获奖作品名单、得票数及终评

委评语将在明年第一期《江南》杂志、杂志

社公众号和相关网站上公布。《第六届郁达

夫小说奖获奖作品集》 将由浙江文艺出版

社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傅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