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袁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袁我隐约有种不满院一板一眼的摹写现实袁单向地将现实移置到小说的结构中袁小说
真正地变成了一面只能反射现实的野镜子冶遥 小说反射现实袁我想那是野十七年文学冶时代的追求袁在这个多元的现代袁小
说或应野折射冶现实遥 最初阅读陈崇正小说时的好感袁很大程度即源于这种野折射冶遥

我认为的野折射冶袁第一层是对现实的分解尧剥离尧重塑乃至再生袁现实依然是它的基础袁但小说从现实的土壤中成
长袁拥有了自己的合法性遥 第二层是小说折射现实袁在平行时空的另一边再造一个不受现实束缚的世界遥 从第一层进入
到第二层袁或许小说就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晶体遥 卡尔维诺说野晶体具有精确的晶面和折射光线的能力袁是完美的模式冶袁
它象征稳定而规则的表面结构遥小说再造的那些世界尽管来自同一现实袁却融合成为多面的晶体袁从不同的侧面都能看
到不一样的图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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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术》与陈崇正的文学世界
从叶黑镜分身术曳到叶折叠术曳
作家在创造文学世界的过程中袁 常见

的是像马尔克斯一样构造专属的文学地
标袁以此容纳自己的思考尧体验袁这已是常
见的创作现象袁陈崇正也不例外遥 半步村尧
碧河尧东州尧西宠尧十二指街一系列的固定
场景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袁 成为人物展开行
动的出发点遥 陈崇正来自潮汕平原袁他的地
标里也具备了一定的潮汕文化背景袁 沉淀
了潮汕人世代的悲喜苦乐遥 但阅读小说不
是为了获取关于某地的知识袁 这些地标并
不构成陈崇正小说的独特性遥

作为读者袁 我关注创作者能否在混乱
而又平静的现实中抽离出来袁 赋予作品以
野怪力乱神冶般的想象力遥 一年前袁陈崇正的
叶黑镜分身术曳出版袁我一度有种颤栗般的
喜爱遥 5个中篇杂糅武侠尧玄幻尧巫术乃至人
工智能袁 呈现的图景不具备现实的直接对
应性袁但恰好可以作为五线小城镇的缩影遥
旧时代与后现代拼接后的荒诞感得到淋漓
尽致的展现袁 仿佛读者眼前所见的就是历
史线性发展中的那道鸿沟遥 陈崇正拆解了
现实袁融进了自己的思考和体验袁使这本书
像晶体折射出光芒遥 丰富的阐释空间和不
平庸的创作技巧袁帮他实现了野飞天入水冶
的艺术效果袁并把潮汕平原拖向了他的野中
土世界冶遥

这个神奇的野中土世界冶才构成了陈崇
正小说的独特性袁 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
单仿写遥 它有赖于作者对严肃/通俗文学尧
科幻理念尧新闻事件尧巫术民俗等事物兼容
并收的创作态度遥 它依托于作家曾生活的
潮汕平原而形成袁既有远古的蛮荒尧迷信与
残忍袁 又有新世纪对人工智能和技术的迷
恋遥 当我们以为陈崇正只是在进行一场畅
快的文学游戏时袁 他已在小说中寄托了对
乡村沦陷尧价值失范尧传统崩裂的担忧遥 在
现实中袁我们找不到这个半步村袁但我们知
道半步村野就在那里冶袁这才是陈崇正文学
世界吸引人的原因遥 正如谢有顺说的袁野陈
崇正从当代的中国城乡传奇出发袁 达致的
却是对一个国族的寓言式表达遥 冶

一年后袁陈崇正出版了叶折叠术曳袁他继
续建构着自己的文学世界遥 较之前作的野飞
天入水冶袁这本书则是野回到大地冶去描述众
生相要要要野优秀的短篇小说袁应该是可以像
罗汉一样平等地摆放在一起袁无论是抡着棒
子还是手结定印袁 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
衡遥冶书中的各篇小说各具姿态袁彼此结构为
紧密的整体袁依然是为半步村尧东州西宠和
碧河服务遥 受对作者创作印象的限制袁我与
朋友曾质疑本书的英译名野The Art of Fold鄄
ing冶或有不妥遥 陈崇正的野术冶具有奇幻色
彩袁用代表艺术的 Art来代替怕会取消野术冶
之于作者的独特性袁 有朋友便提议可译为
野The Magic of Folding冶遥 读过小说后袁我才
发现叶折叠术曳在这本书里不像分身术那般
奇幻袁也许只是一种技术遥 这也印证我对这
本小说集的看法袁即回到平地袁写百态世相遥

叶黑镜分身术曳带来的兴奋过后袁我始
感觉到小说集潜藏的危险遥 只有飞天入水
的潇洒袁对于作家未来创作长篇小说袁会不
会造成结构尧叙事上的失衡乃至失真钥 叶折
叠术曳则缓解了我的这种担心袁这本书的每
篇小说都以平实坚韧的姿态面向生活本
身遥 托尔金创造了精灵族尧半兽人这样的文
学景观后袁 也仍然需要霍比特人那平和的
人间生活来稳住作品袁 不使之完全漂浮无
根遥 叶折叠术曳与叶黑镜分身术曳是野一体两
面冶的遥 如毕飞宇所言袁野陈崇正小说中有两
个碧河世界袁一个真实而残酷袁另一个抽象
而荒诞袁却因为共同的叙事逻辑袁它们交织
在一起袁场景亦真亦幻遥 冶叶黑镜分身术曳的
抽象荒诞与 叶折叠术曳 的真实残酷合在一
起袁才能构成一个真正完整的文学世界遥 我
想袁作家未来的那部长篇小说袁正需要兼备
叶黑镜分身术曳的诡异想象和叶折叠术曳的平
实坚韧这两种品质遥

无法逃避的野尘埃法则冶
叶折叠术曳十二个故事袁铺开就是陈崇正文学地标里十二个人物的人

生故事袁与乔伊斯的叶都柏林人曳尧耶茨的叶十一种孤独曳有异曲同工之妙遥
这种以小说集的形式塑造群像的方式袁 便于展示一个特定时空里人的生
存状态遥 叶尘埃法则曳里四毛对老寄说的一段话袁也许可以作为对这十二个
故事的概括院

野九楼到十三楼是浮灰层袁 这灰尘啊什么的都在这个高度聚集起来袁
住这些楼层的人多数会烦躁不安袁中间层嘛高不成低不就袁反正我看过一
条微信袁就说这个高度暗物质负能量比较多袁久住容易心情不好遥 冶

故事里的主角几乎都处于浮灰层里袁 他们的人生似乎只能固定在这
个高度袁向上走不远袁向下就是底层了遥 悲哀的是袁集结在他们四周的人也
受到尘埃法则的控制袁野人以类聚冶袁彼此都见不到流动向上的可能性遥 叶替
身曳 里的老徐为了保住工作袁 救下给他戴绿帽并准备解雇他的苗导曰叶匕
首曳里的铁小忠因为弟弟被高压电电死失去了逃离蔡老大的机会袁只能继
续受摆布做小偷袁偿还父母的债务曰叶爱慕曳的小界想通过代孕挣到一套市
区的房子袁摆脱洗脚女的身份袁但却怀上了野我冶的孩子噎噎

这几篇小说令我想起了 A.S.拜厄特的短篇小说叶流浪女曳遥 底层妇女
达芙妮参加丈夫公司的年度旅游袁在繁华的野好运大卖场冶里迷路而焦虑
不堪时袁作者写下了一句话袁野她必须到底层去袁因为出口在那里遥 冶表面
看袁这只是讲达芙妮需要找一个离开的出口袁但也能做另一番解释院她只
属于底层袁她只能生活在底层遥 这番解释和陈崇正的野尘埃法则冶似乎可以
相对应袁老徐尧铁小忠尧小界等人只能生活在属于他们的浮灰层里遥

人物不是没有做出抉择袁他们也尝试改变自己的人生袁但结局不仅遵
从了尘埃法则袁更将人物推向绝境遥 叶念彼观音力曳的这两段话极有概括性院

野昨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袁看到一条鲤鱼从水槽里跳了出来袁重重
摔在地上袁左右翻腾着遥 我正想过去把它捡起来袁卖鱼的却说袁别捡袁让它
在地上蹦跶一会儿袁蹦不动再捡回来袁它就老实了遥 冶

野想着有人说鲤鱼跃龙门袁就是说人怎么也得有梦想袁你说对吧钥 但万
一你生来是市场上的那条鱼袁总以为跳出去就是大海袁谁知道纵身一跃却
落在地上袁那怎么办呢钥 还不如留在水槽里呢遥 冶

曲曼早年带着城市人的骄傲来到落后的半步村袁后来屈服于现实做了
个野三从四德冶的女人袁拜起了观世音菩萨袁而自己的肉身则成为丈夫偿还
债务的工具遥她终于忍受不住丈夫的羞辱袁拿起洗衣板朝他脑后勺打去袁人
应声跌进池塘里袁没死却中风失忆了遥 以为丈夫死了而打算出逃的曲曼情
绪崩溃了遥 野清风明月无人管袁浪迹江湖度此生冶只能是奢望袁敞开在曲曼面
前的袁是不能杀死丈夫又不能解救自己的绝望与虚无遥 她最后回到西宠老
家的鞋厂打工袁从此销声匿迹遥她声称要过新的生活袁但只是从一个伤心地
转移到另一个伤心地袁因为老家承载了另一段让她痛苦的记忆遥

在野尘埃法则冶背后袁陈崇正刻画
了浓重的宿命感遥 叶凤凰铁锁咒曳里袁
凌国庆有一个酗酒的父亲尧一个做洗
脚妹的姐姐袁童年生活的不幸让他最
后做了一个偷车贼袁 成了破爷的手
下遥当父亲去世袁姐姐离开袁他也得到
破爷野收手不再偷车冶的准许袁正准备
带着爱人离开碧河镇时袁 意外发生
了遥 破爷被集团中的线人告发而自
杀袁他被破爷的手下报复袁怀孕的爱
人在公园散步时被注射了含艾滋病
毒的针管遥爱人的一句话无意中宣告
了主角宿命轮回的开始院野无论如何袁
我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袁即使他没有
妈妈袁至少还有爸爸遥 冶这意味着袁孩
子出生后袁可能像凌国庆一样面临年
幼无母的悲剧袁童年时的凄苦向他涌
来袁此生再无办法逃脱这枷锁遥 如果
说野尘埃法则冶在上文提到的小说里
只是一种野人以类聚冶的现象袁那么在
叶凤凰铁锁咒曳 里它已然成为宿命在
人世的运作规律遥破爷对凌国庆说的
野该是天堂袁该是地狱袁都是自己给自
己的冶袁 对主角来说莫过于最大的谎
言遥事实是袁天堂或地狱袁凌国庆根本
无从选择遥

即使是平行时空袁也无法克制作
者笔下浓重的宿命感遥 2015 年出版
叶半步村叙事曳时袁作者在自序里说袁
野在这样相对集中的时空之中袁 一些
人物不断被反复唤醒袁他们所面临的
问题也反过来唤醒我院我为他们编造
的故事袁 并不一定是他们希望开始
的遥 冶陈崇正在后来的创作实践里为
了弥补人物的缺憾袁 借鉴平行时空的
理念袁使人物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线上经
历不同的事件遥 叶离魂机曳 里的破爷和
叶凤凰铁锁咒曳 里的破爷虽然在本质设
定上并没太大差别袁但也有了不同的经
历遥 因此袁我曾以为平行时空的理念既
然在叙事上能开拓更丰富的可能性袁那
么这或许也能减弱作家小说中的宿命
色彩袁但就书中另一篇叶心灵手术刀曳来
说袁这种宿命色彩反而更重了遥

叶心灵手术刀曳 在设定上分成同
时进行的 AB两条线袁A线叙述 野你冶
被武僧绑架并做爱的故事袁B线叙述
野我冶做枪手挣钱买礼物袁只为到东州
亲自送给心上人野她冶的故事遥 结局
是袁野你冶 把艾滋病毒传给了武僧袁

野她冶 在拿到礼物的三天后与武僧约
会袁而野我冶在梦中见到了野她冶的死
亡遥 野我冶作为旁观者袁感受到两个女
人即将到来的沦陷却无能为力遥 在
野我冶的设想中袁这样的结局是在平行
时空的另一边也无法避免的院野时空
循环的宿命是绕不开的遥 冶这篇小说
有种强烈的野认命感冶袁在笔者有限的
阅读中袁作家尚未设定过这么消极的
人物遥这个野我冶把叶念彼观音力曳里的
鲤鱼故事说的更直接袁野也许这个世
界是一只金鱼缸袁我们只是被设定在
里面左右游动的金鱼遥 噎噎我只是被
设定了必须来偷一部破手机遥 冶也许袁
这就是这部小说集里所有人物悲凉
的注脚吧浴

这本小说集的氛围是孤冷的袁人
物是无助的遥他们生活在半步村尧碧河
镇尧东州尧西宠这些作者构建的文学地
标里遥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袁陈崇正这
次用力地把人物推到各式各样的绝境
里袁 仿佛这里难有希望遥 但这次的尝
试袁我认为也让陈崇正与他的小说尧人
物更贴近了遥曾经飞天入水袁如今贴近
大地袁 陈崇正的创作也在平衡二者的
过程中日益成熟与值得期待遥

浓重的宿命感

阴张晓敏

陈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