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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炼金术士

陈崇正，北师大与鲁院联办硕
士 研 究 生 班 学 生 ，著 有《折 叠
术》
《黑镜分身术》
《半步村叙
事》
《我 的 恐 惧 是 一 只 黑 鸟》
《正解：从写作文到写作》等多
部 ；现 供 职 于 花 城 出 版 社《花
城》编 辑 部 ，兼 任 广 东 外 语 外
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韩
山师范学院诗歌创研中心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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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正

作家可能是这个智能时代最后的炼金术士，即使我们翘首以盼的时代还
远未完全到来，但在对人工智能来势汹汹的预言中，仿佛机器人出入随身的未
来景象指日可待。虽然过去的 20 年，作家们几乎全部从纸笔时代过渡到键盘
时代，然而不得不承认，作家的生产方式并未发生本质的改变，只是把面前的
白纸从桌子上移动到屏幕上，依然是白纸黑字，依然相当古典。
而这个改变对我们所生活的外部世界来说却是翻天覆地，屏幕替代纸张
逐渐占据了大部分人的生活，从而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文学的功能
在不断萎缩退化，酬唱、消遣、教化等功能都让步给那些更能在屏幕上大放
异彩的事物。对大众来说，文学的文本从一个高完成度的产品变成许多产品
的组件，变成脚本。理性地看，这是诸多行业对文学的吞食，就像蔚蓝之海中
大鱼吞食小鱼，小鱼能做的是不断重申尊严。几年前我从学校调到出版社工
作，同事们就笑话我是从朝阳产业跳到了夕阳产业。诚然，与教育行当的野
蛮生长相比，出版业确实都在怀旧，怀念那个印刷机突突开动就是数万印数的
时代。
这是大部分人的智能时代，却是文学的“吃鸡”时代。属于文学的圈子在不
断缩小，光晕照耀不到的黑暗之地都不可久留，在那里作家和作品都会消亡，
被人遗忘。为了生存，为了突围，为了能“今晚吃鸡大吉大利”，所有人必须长途
跋涉赶往时代指定的圈子。这里面有一些人本领高超，装备精良，长枪短炮，屁
股后面还挂着一只平底锅；他们蛇行鼠伏，越过山岗，穿过火线，或一腔孤勇，
或团队作战，触觉灵敏，行动狡猾，总能在敌人冒头的时候将之一枪毙命。而另
一些人却不同，他们或者因为命好，或者具有超前的直觉，竟然在最合适的时
间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最后时代的光圈就刚好照在他的头上，等别人狼狈
不堪从远方赶来，他以逸待劳，大吉大利。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对作家来说，文学的“吃鸡”游戏其实从千百年前就
已经开始。时间的光圈总在不断缩小，时间的尺度在不断变大，从 10 年到 100
年，从 100 年到 1000 年，若以千年为单位，有几个敢比肩李杜？被遗忘的总是
大多数，能活下来的作家作品总是凤毛麟角。每一个走上写作之路的炼金术士
都明白，这原本就是一条向死而生的寂寞路途。与时间的紧缩相比，文学市场
的紧缩算不了什么。所以这个时代真正的炼金术士，都会站在小鱼这边，即使
业态小如金鱼，炼金术士也别无选择。每个炼金术士都相信自己能够炼出黄金
质地的小金鱼，在阳光下灿然闪耀。
如今，我常常回望来路，我是从潮汕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的。在我
五六岁那会儿，华侨出资在村里建了一所小学。我和爷爷蹲在路边和学校工地
的守门人聊天时，钢铁脚手架倒塌下来，狠狠砸在距离我们不到两米的地方。
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让我爷爷一度固执地认为这所小学就是为我而建。该华
侨很大气，并没有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学校，而叫它“时术小学”。时术小学只有
一栋楼，一楼大堂有一副刻在墙上的对联：
“ 时光宝贵莫虚度，术学有成唯实
求。”几十年过去，人世苍茫生死聚散，偶尔回去从学校门口走过，探头看看，里
面早已物是人非，这副对联也不知道还在不在那里，但不要紧，它早已经牢牢
记在我的心里。作为参加“文学吃鸡游戏”的一名炼金术士，我写了《分身术》
《折叠术》
《悬浮术》，写了不存在的半步村、碧河镇和美人城，背着看不见的长
剑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黄金质地小金鱼。我当然明白我的宿命，这是我和时间
之间一场终极的较量。只有败给时间，才不是丢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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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正是好的
□朱山坡

我对编辑有天然的敬畏，尤其是对《花
大妈跳舞，观湖泊上的莲花和夕阳的倒影， 得听他的，
因为他分析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理
城》的编辑。我从写诗转写小说后的第一篇
喝着冰茶原路返回。去往的路上，我们谈论
性的。但我们互相调侃，一老一少，都不正
小说在 2005 年第 6 期《花城》
“花城出发” 最多的是文学和创作中的困境。我们毫不
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肥胖。鲁院
栏目发表，犹如“晴天霹雳”，对我的鼓舞巨
掩饰自己的雄心，叫嚣着要写杰作。由于回
食堂伙食好，管不住嘴，面对日渐增加的赘
大，从此我才死心塌地地走写小说这条道
家的路途遥远，旅费昂贵，节假日也不敢轻
肉愁肠百结。多少个夜里我们一起抵制快
路。
《花城》虽说是广东的刊物，对广西作者
言还乡，因而我们成了鲁院的最常住人口， 餐面的诱惑，但常常防线崩溃，敲开大门赶
却情有独钟，很多广西作家都是从《花城》 有时候三人显得孤苦伶仃的，穿着吊儿郎
往有吃的地方。我们终于明白了，宵夜像文
起步，像林白、东西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
当，自嘲为“南派三叔”。我更像大叔，崇正
学奖一样，
可以错过，
但无法蔑视。
《花城》发的。我们广西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称我土鳖，因为我确实有点土。王城如海，
崇正童心未泯，有浪漫情怀，我喜欢。
《花城》缺经费请找广东，缺稿件可找广西。 一只土鳖屁颠屁颠地跟着两个王子出入高
我从没有见过下雪，陈崇正也没有。冬天来
《花城》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喜欢到广西的乡
档场所，即使在大街上也紧跟不舍，以免糊
了，崇正拎着我和另一个朋友开启了一段
下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因此《花城》的编辑
涂地迷路。崇正方向感极强，认路准确无 “说走就走的旅程”，去了趟东北。我们事先
无论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于我都像
误，茫然四顾时，我们都听他的，跟他争也
查了天气预报，去东北就是为了看一场大
亲戚一样。陈崇正几乎是我惟一一个不认
没有用，因为最后他总是对的。除了去北师
雪，铺天盖地，六角形，鹅毛那么大那种，在
识的《花城》编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
大上课，我们几乎每天都关起门来写，每天
大雪里奔跑打滚呼喊，跟随雪的来路升天。
我的班长。
都通报新写的字数。进度顺畅时，大家兴高
可是，到了东北，从长春到哈尔滨，三四天，
2017 年秋季开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与
采烈，去朝阳路的潮汕牛肉火锅店喝点小
除了看到地上的残雪之外，根本没有看到
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硕士作家班上我见到了
酒，那是我们的深夜食堂。被琐事缠身，耽
天降瑞雪，阳光还有些小明媚，这让我们颇
陈崇正。也许早在入学考试时就见他，但没
误了产字量，都会唉声叹气，有时候干脆破
为沮丧。但我们感受到了冻彻骨头的寒冷
有什么印象，似乎也没打招呼。他被指定为
罐破摔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靠自嘲来消
和苍茫大地的寂寞；人生第一次滑雪；松花
我们的班长。因为《花城》，我欣然同意。班
解喧嚣和无奈，靠互相鼓励来保持斗志。第
江面能跑车终于眼见为实；在哈尔滨街头
长不是荣誉称号，是个苦差事，干活的。他
二个学期课程相对轻松，我们沉潜于斗室
迫不及待地寻找暖气拯救冷得发抖的肉
年轻，欢蹦乱跳的，果然适合这个职位。但
之中，像嗑了药般兴奋，玩命地写。林森写
身……春暖花开时节，鲁院里的树长满了
我可不把他当班长，我与他一见如故，把他
出了中篇《海里岸上》，最近在《人民文学》 嫩绿的叶子，我们为南方的树感到难过，因
当亲戚，当成“解愁杂货店”的伙计。关于课
发表后几乎所有的选刊都转载了，好评如
为它们不像北方的树冬天落叶冬眠，而是
程、填报资料等疑难杂症我经常找他帮忙。 潮，是一篇“有大奖相”的小说。崇正写了长
一年到尽都浑身披挂着沉重的绿，像正人
在此过程中，我很快发现了这个小子在文
篇小说《美人城》得到了他的导师苏童的肯
君子们每天都要装好人，肯定累坏了。有一
学上有野心。我向林森同学举报了他，并鼓
定，将是他的重要作品。他还写了《分身术》 天，陈崇正一声不哼，开一辆共享汽车回到
励他崇“正”，把野心变成雄心，把一个人单 《折叠术》等“术”系列，雄心勃勃地构建他
鲁院，带着我和林森去宋庄，说是踏青，看
打独斗的创作变成我们三个人的共同事
的文学世界。我比不上他们年轻，力气壮， 乡村的满园春色，但似乎什么也没见着，溜
业。很快，三个来自粤琼桂的南方人似乎在
稍差一些，只写了十几篇蛋镇电影院系列
一圈便回来。仿佛春天才结束，我们的鲁院
北方找到了方向，有了目标，雄心勃勃地走
短文。现在我们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为俗
生涯又告一段落，各自回家上班。其实夏天
在北京的大街上，一起去挤地铁赶早课，一
务所累，才感叹在北师大脱产学习这一年
已经来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察觉。
起去赶饭局，一起去奢华之地。更多的时
才是我们创作的黄金时间。说实话，那时崇
秋天来了。我们得回一趟北师大参加
候，我们晚饭后，从十里堡鲁迅文学院住所
正的劲头最足，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写得
论文开题会。崇正提议，
“南派三叔”在广州
出来，穿着中裤和拖鞋，穿越一个居民小
最多，他鼓动了我，带动了我，拖着我前行， 集合，饱食一顿正宗潮汕牛肉火锅，然后乘
区，越过一条臭烘烘的铁路，猫着腰穿过围
像当年《花城》激励了我一样。
慢车去北京。
我已经想象我们在京广线上酣
栏的洞口，前往大悦城，逛一会儿单向街书
只 要“崇正”，都是好的。跟崇正在一
然大睡的样子，
晌午出发，
竖日黄昏抵京。
此
店便回来。有时候，是走另一条路线，越过
起，
我无法产生邪气。
即使有一些邪念，
也不
去漫漫长路，像写一部长篇，既有快感也会
朝阳北路的一座天桥，到红领巾公园，看老
能
“压正”
。
也就是说，
跟他在一起，
我几乎都
有煎熬。
只要林森没意见，
我亦欣然。

——陈崇正的小说之旅

毫无疑问，这不再是一个属于小说的时代。如
来。
同昆德拉所说，小说“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
“半步村”是陈崇正小说出发的地方，日后也
之中”。小说仍在给很多人名利和荣耀，可是由于
成为他深耕细作的文学地理符号。陈崇正“将所有
阅读语境和媒介条件的变化，小说越来越背离它
人物都栽种在一个叫半步村的虚构之地。在这样
的精神——恢复生活的复杂性。在昆德拉看来，每
相对集中的时空之中，一些人物不断被反复唤醒，
部小说都试图告诉读者：
“ 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反过来唤醒我。”在半步村
杂。”小说就是在人们简化的认知中勘探一种更丰
中，碧河、木宜寺、栖霞山、麻婆婆、傻正、向四叔、
富的存在，昆德拉甚至将认识世界视为小说的惟
破爷、孙保尔、陈柳素、薛神医等地点或人物反复
一使命。不同于“传奇”，小说这个概念传入中国， 出现，对半步村的反复书写已经使这个文学地理
就与民族国家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一直存在
符号投射了深切的当代焦虑，获得立体的精神景
着通俗化/精英化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即使是今
深。2015 年陈崇正将七篇中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
天，以小说探索生活复杂性的写作路径如此不受 《半步村叙事》呈现了这种转变。七篇作品分别是
大众待见的背景下，依然不乏孜孜不倦的探索者。 《半步村叙事》
《你所不知道的》
《春风斩》
《秋风斩》
显然，青年作家陈崇正就是其中之一。
《夏雨斋》
《冬雨楼》
《双线笔记》。这些作品中汹涌
十几年的写作时间中，陈崇正出版了《宿命飘
着近 30 年来剧变中国乡村现实和精神转折途中
摇的裙摆》
《半步村叙事》
《我的孤独是一只黑鸟》 喧哗与骚动的细节。在这里，我们读到非典、听到
《黑镜分身术》
《折叠术》等小说集，并完成了长篇
汪峰、看到微博、见识了全民淘宝……更重要的
小说《美人城》
（即将出版），从数量看，这份成绩单
是，现实碎片中沉淀的是陈崇正的现实焦虑。随着
固然可观；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小说中，陈崇正探
写作的推进和自我更新，他的传奇书写开始捅破
索了文学地理、时代寓言、魔幻书写等等写作技
了现实之皮，他的魔幻笔触开始建构出存在血肉
法，并将对文学议题的思考上升到世相、历史、生
模糊、多重纠结的内在精神结构。譬如《秋风斩》就
死以至时空的哲学思辨。这使他的小说背后一直
通过一个疯狂者的故事组织起复杂的个人疯狂和
葆有巨大的雄心。
现实疯狂的同构叙述。在阿敏的故事之外，小说以
驳杂的现实碎片为疯狂故事提供广阔的生活背
“半步村”：从叙事嬉戏到时代焦虑
景：半步村附近美人城的开发，拆迁队对半步村宗
半步村在陈崇正的小说里经历了从驰骋想象
祠的强行拆迁。宗祠及其象征体系作为传统乡土
力的叙事嬉戏到寄托精神忧思的文学地理的过
的信仰空间，一直源源不断地为乡民提供精神支
程。中篇小说《半步村叙事》是陈崇正较早苦心经
持。小说中，许辉的母亲便是“守旧”而精神笃定的
营的作品。有别于既往的乡土现实主义作品，这部
一代，在闻悉媳妇的病状之后，她挑着一担祭品把
乡土背景的小说却充满一种灵动的想象力。小说
乡里的神庙转了一圈，她用一种古老而繁复的严
“检讨书”部分就是一次想象力的自我检验。钱小
谨程序祛除了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可是，许辉一代
门向李校长检讨他的错误，每一次又都以新的借
是无法回归父母辈的信仰程序了，如何消化内心
口为自己辩解。比如，把粪便扔向隔壁医院，他的
汹涌的不安和不能说出的秘密，成了时代性的精
检讨理由出人意表：
“我应该让他们用厚一点的纸
神难题。
包好，不能用香烟纸，太小，这样粪便是会溅出来
小说之旅的三个高光时刻
的。“
”因为粪便应该用来当肥料，不应该扔给医院
的，这样太亏了。”有时也狡辩：
“ 这是他们习惯不
在我看来，
《碧河往事》和《黑镜分身术》构成
好。但他们说，如果不扔，他们就拉不出，会影响健
了陈崇正写作的两个转折性的高光时刻。
《美人
康。”这个花样百出的检讨书部分居然写了 12 封， 城》完成之后，他的高光时刻又增加了重要的一个
后来已经变成了钱小门写给李校长的关爱便条， 节点。
《碧河往事》对陈崇正的意义在于，他的“半
人物的命运产生悄然的变化，小说也从一味的幽
步村”文学地理在现实时代指涉之外，又打开了一
默而带上了深沉的意味。用检讨书这种特殊的形
个历史维度；
《黑镜分身术》的幻术传奇书写跟时
式来推进情节，来塑造人物，来展示人心，把写作
间性哲学冥思的结合；
《美人城》作为陈崇正完成
的空间进行有意识的自我窄化，并在这个相对小
的第一部长篇本身就有个人里程碑意义，更重要
的空间中腾挪跳跃，像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这
的是他在其中融入的空间思辨、生死追问以及个
使我想起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一个宣称要
体、家族以至人类的起源与未来等精神命题，使他
终生生活在树上的小男孩，一开始以为这仅仅是
小说的格局和思境又有了新的延展。
一个玩笑，但作者却用想象力不断地延续着树上
《碧河往事》通过一个当代乡村戏班的故事希
生活的真实性和多样性。所以，阅读被转换为读者
望处理的是“当代”与“历史”，
“ 创伤记忆”与当下
和作者之间想象力的对峙：读者一心觉得在作品
现实之间的纠缠扭结问题。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周
的限定性空间中，可能性已被耗尽。可是作者又总
初来领导着一个叫马甲的乡村潮剧团居无定所地
是从貌似被穷尽的可能性中变幻出新的可能性
四处演出，剧团的境况越发不济，常辗转于各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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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祭神节庆勉力维持。加之人才寥落，设备落
后，周初来剧团的“做戏”真的只是做戏，并没有能
力真唱。因此，当周初来偶识有唱戏功底的韩芳便
喜出望外，招入团中。除了为剧团发展计外，他的
私愿是让戏迷母亲来看一场剧团的真声演出。神
神叨叨的周母显然有某种程度的老年痴呆及幻听
症状，她用红线将玉手镯缝在手上，夜里总是梦见
白色或红色的蛇盘踞在手镯上。周母时刻担心当
年的潮戏女旦陈小沫的鬼魂或家属会来索要这只
手镯，据她自己说，当年批斗四旧中，她带头批斗
陈小沫，并夺走了她的这只手镯。只是，她依然坚
信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 文艺黑苗就该铲除”、
“我
是替人民群众在教育她”。在这种半幻觉状态中，
周母极为认真地观看了韩芳演出的《金花女》，她
入戏落泪；但继而又怀疑韩芳是陈小沫的女儿，因
而强硬要求韩芳退出剧团。周母扬言可以替代韩
芳演出，并亲自演唱了一段《金花女》，人们惊觉周
母原来真的如此懂戏。之后不久周母谢世，小说的
最后，周初来为母亲的墓碑忙碌，读者于是惊讶地
发现：原来周母墓碑上刻的名字竟是陈小沫。
小说那种图穷匕见、卒章显志的叙事匠心当
然可圈可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对精神创伤进行
历史思索的小说抱负。
《碧河往事》将历史创伤记
忆投射在一个无限纠结、具有深刻精神分析内涵
的形象之上，已经令人击节；更重要的是，陈小沫
的分裂和纠结，事实上正是多种不同伦理话语的
撕裂和对峙。黑格尔通过对《安提戈涅》的分析指
出，悲剧表现两种不同历史伦理的对抗与和解。在
我看来，
《碧河往事》存在着某种不动声色的“悲剧
感”，而这种悲剧感内蕴的话语分裂并没有获得黑
格尔式的和解。相反，它始终在分裂和搏斗中。这
两种话语是唱戏者陈小沫的“柔情抗恶”伦理和被
迫害妄想者陈小沫“批斗有理、革命有理”的暴力
伦理。令人惊心的是，多年以后，历史看似过去了，
陈小沫的“柔情抗恶”伦理不但不能疗愈凶猛的革
命暴力伦理，而且事实上正被批斗有理的暴力伦
理所吞噬。这种无法和解的伦理对抗，显然比黑格
尔式的古典悲剧更具现代的悲剧性。
这无疑是一篇通过当代写历史，又通过历史
思索当代的佳作。作者所忧心的是，由历史延伸而
来的当代，正被历史所雕刻着。这个短篇通过二线
叙事、命名隐喻等方式，使作品获得广阔的当代纵
深感和现实批判立场。当年的潮剧演员陈小沫因
为演戏挨批斗，如今陈小沫的儿子周初来剧团演
员韩芳同样因为演戏挨打。世事沧桑，但历史未被
有效清理，人们于是又习惯性地祭起了暴力伦理。
《黑镜分身术》是陈崇正用幻术凝视时间的作
品，后与《葵花分身术》
《离魂术》
《分身术》
《停顿客
栈》一起结集为小说集《黑镜分身术》出版。
“ 分身
术”这种幻术并非陈崇正首创，它广泛存在于各种
通俗奇幻文学中。但是，在一般奇幻文学中，
“分身
术”仅作为一种幻术存在，但在陈崇正这里“幻术”

□陈培浩
既是推动叙事的工具，也是凝视时间的手段。
“分
身术”之所以奇幻，就在于人身始终处于时间连绵
不可切分的霸权中。陈崇正通过分身术而激活了
对时间的冥思：时间是否可逆、时间如何循环、时
间如何获得空间性的并置？假如时间的霸权被取
消，又将引动怎样的生命伦理纠结。这固然仍是驰
骋想象、冥思存在的作品，但它的意义还在于，跟
以往那些通过线性叙事（即或是双线、倒叙或隐藏
等技巧仍然属于线性叙事）相较，它是陈崇正常识
的装置型叙事。装置型叙事的动力来自于作者为
小说设计的某个叙事或象征装置，在这系列小说
中，
“ 分身术”便是这个装置。换言之，不是小说的
起承转合成就了“分身术”，而是分身术决定了小
说起承转合的方式。因此，分身术系列小说便以分
身术这套幻术方案为媒介，勾连了表层的叙事和
深层的精神叙事。就此而言，
《黑镜分身术》代表了
陈崇正叙事上的顿悟和拓展时刻。
长篇小说《美人城》是陈崇正酝酿构思多年之
作。小说在原有半步村的魔幻叙事空间中加入了
很多大的想法，概括说就是每一代人都共同面对
的生死问题，小说以陈大康、陈大同的父一代和陈
星光、陈星河子一代的生命遭际，串起了新中国成
立后以至未来的几代人的精神困境。值得注意的
是小说的空间叙事，香蕉林密室和美人城是两个
最主要的空间，这两个空间被作者精心地安排为
生死空间。上部中，香蕉林密室是陈大同用以对抗
肖虎计生飞虎队的避难所，是延续生命的地方，这
跟他本来的阉猪匠的身份形成了翻转，在打造香
蕉林密室的过程中，他从生命的限流者成为生命
的守卫人。小说虽然写到逃港、计生等时代现实，
但作者显然无意用写作去反映现实，而是从中重
构出自己的精神指涉——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虑。
某种意义上，美人城也是香蕉林密室的孪生空间，
特别是在下部中未来世界的美人城密室，同样是
关于生与死的空间，其中小界是研究人的死人大
脑之永生的，陈临对小界说“他在研究生，我们是
在研究死，他在研究婴儿，我们在研究死人头”，在
这个意义上，美人城密室跟香蕉林密室形成了精
神暗线上的呼应。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家族叙事
中包含了很强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是通过人种
异变来呈现的，比如同性恋，比如疯狂，比如死亡。
在作者那里，人类首先很难摆脱基因的控制，比如
怯弱的关多宝这个哭泣的家族那种“烂基因”；比
如永恒存在的恶，每一个时代总有人会成为恶的
化身。如果从唯物的历史辩证法来看，这样的塑造
当然是不无抽象化的。小说里面也存在这样那样
的薄弱环节，但整体来说，作为长篇，这部小说已
然论证了自身，它的精神命题是确立的，这对小说
而言十分重要。

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
现实、历史、宿命、孤独、未来、乌托邦这些都

是陈崇正小说的主要命题。必须说，现实、历史、未
来，存在与时空，孤独与死亡，世相与宿命，这些议
题陈崇正都曾大展身手。正如李敬泽所说“陈崇正
力图创造一种似乎源于萨满或精灵的幻术，使不
可能的看似可能，使不可理解的得到讲述，由此，
他开出一条幽暗的隧道，你行于其中，期待着阳光
照亮洞口”。更有意思的是，陈崇正的写作代表了
一种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
“南方写作”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最早由斯达
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提出来。斯达尔夫人认为“存
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
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
西人属于她所谓的南方文学；而英国、德国、丹麦
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则属于北方文学。斯达尔夫人
强调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南方清新的空气、稠
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和北方荒凉的山脉、高寒的
气候将决定了生于斯、长于斯者的文学观念和审
美趣味。必须看到，文学地理对写作的影响并非完
全绝对，作家与地理之间既可能是正相关关系，也
可能是负相关关系。但是，
“南方文学”
“北方文学”
这个由地理而转变成审美风格的文学概念依然具
有某种超越性的解释力。以中国文学为例，苏童、
叶兆言等人就经常被作为典型的南方文学代表。
不过，此处的南方指的是江南。之所以说陈崇正是
一种新南方写作，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南方以南
的写作。那些不断在他作品中重现的巫人幻术并
非传统江南文学所有。更重要的是，南方作为一种
审美元素进入了作品，却没有隔断陈崇正作品跟
时代性现实焦虑和普遍性精神议题之间的关联。
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在陈崇正同代人这里变成
了一种精神地理。在关于李晁的评论中，我说过这
样的话：
“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区域地理往往是
被去根性的”
“全球化背景下时代经验的同质化反
过来召唤着作家对‘精神地理学’的确认。一个作
家，如果他的写作不能跟某种区域文化资源接通，
并由此获得自身的写作根据地，他的写作终究是
很难获得辨识度的”。但是，
“现代某种程度是同质
的，所以地理对于作家而言便只能是‘精神地理’。
有意识地激活某种地理文化内部的审美性、伦理
性和风格性，并使其精神化，这是当代青年作家写
作的某条可行路径。”
所以，探索新南方写作指的是陈崇正自觉地
确认自身的精神地理。他将河流穿过、幻术交织的
半步村和香蕉林密室铺陈成一种溽热、湿润的南
方风格，并由此出发去冥思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
和超时代的时空难题。他隐约已经建立自己的写
作根据地，我愿更多人由之检视到他走向宏大的
精神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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