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生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父母都是普
通工人，奶奶把我带大。我最爱听奶奶讲故事，
听完再转述给其他小朋友。上中学时我常去叔
叔开的古董店，看看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听叔叔
讲述古董背后的故事。
那时候我很爱读书。我的阅读习惯是，先

找一家小书店，从一个书架开始读，一本一本地
读，等都读完了，再换一家书店，再次按顺序读，
读那些没读过的书，以此类推。我基本扫遍了
家乡几乎所有小书店，也喜欢自己写东西，模仿
金庸、古龙、倪匡，写了大量武侠小说、科幻小
说，在同学中流传，他们觉得真假难辨。
大三时我注册了一家公司，向海外推销玩

具。2006年终于有了一小笔积蓄，我想做一点
自己喜欢也擅长的事，比如，写小说。我渐渐放
下生意，开始在网上写《盗墓笔记》。
“南派三叔”这个笔名纯属偶然，因为要签

一份出版合同，却只有三分钟时间思考，便抓了
小说里一个人物的名字——“三叔”，因为在小
说里这个人物属于“南派盗墓体系”，所以就叫
南派三叔了。
其实我最想写的作品，不是那些探险或寻

宝的故事，而是一部名字叫做《百年孤独》，却和
马尔克斯的那部著名的小说没有任何关系的作
品——地球上真的只剩下了一个人，他每天面
对无穷无尽的孤独，持续了一百年。
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还在为类似于房

子这样的生活琐事烦恼，可一想到只剩下一个
人了，这些问题突然间全部烟消云散了。当全
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的选择和想法
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但每当我和编辑这样说
的时候，他们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他们认
为我没读过马尔克斯的作品，所以错误地理解
了书名的意思。
有一段时间，出版社的人对我寄予厚望，他

们告诉我，如果《盗墓笔记》大结局写不出来，就
可能有人发不出年终
奖，“粉丝”也会失
望。越是这样，我越
没有灵感、没有体力，
完全无法面对那些背
负着希望的眼神。
我换了大量的电

脑，家里没用过几次
的电脑堆积成山，因
为我看同一个电脑框
最多不能超过三四个
月，不然就会产生生
理反应。我还会换
WPS、PDF、TXT、
WORD等不同的写
作软件，甚至会换不

同的字体，选不同的字号。但这些都没能抑制
我的焦虑。那时一旦焦虑感上来了，我就会通
过洗澡缓解，有时一天要洗七八次澡。写完《沙
海》，我觉得再这样下去身体肯定会出问题，所
以我选择不再逞强——如果这件事我做不到，
即便别人对我期望很高，我也会诚实地说“对不
起，我真的做不到”。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治

疗，一些闪现的灵感和对精神疾病的好奇心，为
我打开了另一道创作之门。我先是将自己经历
的、听到见到的一些片段与奇思妙想串联起来，
写着写着就连成了故事，串成了系列，于是有了
这本新作《世界》。

承认他人比自己优秀
虚心学习和求教没什么不好

记者：《世界》这个小说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
用过，为什么要用它做书名？

南派三叔：我觉得虽然很多人都用过这个书
名，但表达的意义也是各不相同的。拿我来说，并
不想在这本小说里去描述一个庞大天穹下的林林
总总，我写的是另一个方面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概
念，也许和任何场合的世界都有所不同。这个故
事很怪诞，说实话，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样
写故事，如果要说“南派风格”，我觉得这本书里的
风格可以算是一个标签，但到底是好是坏，我也不
知道。少说，多写，是我的原则，我每一本书的序
言和后记是我自由说话的地方，我会把真实的想
法写在里面。这是我的一点小私心。

记者：当初您成功之后，写作上也遇到了阻
碍，以后还会写不出来吗？

南派三叔：现在我会坦诚地说，可能吧。首先
我确实没有才华，这点非常明确。因为作家之间
经常会相互比较和竞争，以前我认为自己很有才
华，写的作品非常好，所以别人比自己成就高，我
就会压力特别大，想努力超过别人。但生病之后，
我最大的转变之一，就是可以承认我不如别人。
当你承认他人比你优秀时，你的目标就变成，想要
积极向他学习而非嫉妒。我开始发现世界原来特
别美好，再也不存在竞争对手，所有人都是你的老
师，虚心地学习和求教没什么不好。

记者：前几年您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写了《沙
海》，这个创意从何而来？

南派三叔：那是我精神状态最差的阶段，写

《沙海》的初衷就是想写点阳光的作品。“沙海”的
意义就是太阳特别大，照着整片沙漠，主人公黎簇
也是一个完全跟“盗墓”没有关系的少年。除此之
外，《沙海》也是我内心的一种发泄。黎簇虽然很
痛苦，但他始终怀有希望，他抗拒世俗，我很希望
自己能成为他。

记者：通过写小说，您的精神状况得到缓解
了吗？

南派三叔：写出来之后确实好多了。那时很
多网友喜欢转载《沙海》里的话，让我发现原来还
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痛苦。如果说以前我还会深陷
在牛角尖里钻不出来，在那之后我已慢慢抽离
了。所以到《沙海》第四本的时候，我写得非常欢
脱，有一种大病初愈、劫后余生，后面都是赚了的
感觉。我不再关注别人怎么评价我的作品，我开
始关注自己的状态和想法。

写作的每一天都很艰难
面对空白文档不知道写什么

记者：在构思的时候推进不下去
了怎么办？

南派三叔：其实几乎每天都很
艰难，每天醒来之后面对一个空白
文档，根本不知道写什么。因为你
前一天的写作是为这一天设置障
碍，因为你只有这么写才能写出好
看的情节。所以其实前一天的你根
本不会为后一天的你做任何铺垫，他
是没有善意的。有的人可以不停重复

一个模式，一直重复下去，他觉得愉悦，但
是我不行，我需要新的刺激，我得先说服自己，
说这个东西别人没看过。我不能重复别人的，也
不能重复之前我自己写的东西。反正就是变成这
样了，我尽可能把我的故事表现出来，其实已经很
辛苦了。
记者：涉足影视之后，对小说创作有什么影

响吗？
南派三叔：做剧本，对结构本身的理解会变得

更具象。这对于写小说非常有帮助，让你在写作
的一开始心里就是有底的。这是我以前写作时没
遇到过的，以前都是写完这章，下一章写什么心里
完全没谱。现在更理智了，不会因为写作开心而
拼命去开各种开头，我以前经常会写二十几个开
头，写完之后，后面写不下去了。写作我就是先按
小说的方法，写一篇小说，再根据这个小说逐渐影
像化，视觉化。全部做完之后，如果发现不行，就
全部推翻，重新做一版。第二遍就直接从结构开
始做，再把剧情放进去。
记者：经营自己的公司和写小说两者之间如

何平衡？
南派三叔：当大家都叫你董事长的时候，你就

不得不考虑，下个月工资发不出来怎么办？你甚
至会在午夜梦回时感到恐惧，但还要不停地给自
己打鸡血。头几年做公司，一点乐趣都没有，经常
会想，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写作不好吗？但后
来也有了一点乐趣，因为我发现，公司是人类关系
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很奇妙，可以让很多
人为一个目标努力，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个
人完成的。

记者：那你是喜欢写作，还是喜欢经营？
南派三叔：即便经营公司能让我产生乐趣，我

仍不能在里面获得快感，这个跟写作是没法比

的。因为我只会在获得新知识，看到很多事情和我
认知的不太一样的时候，才会觉得有意思，对我来
说，只有写作才能给我带来这种感觉。

记者：您在《盗墓笔记》中也出过镜，感觉如何，
还会自己演吗？

南派三叔：我可想演了。写小说的时候就是在
演，只有演出来，才知道会是什么状态。你把这个虚
构的人物的经历，过成自己的人生，才有可能写出好
东西。但是演戏非常难，我觉得跟武术一样，一个好
演员跟一个武学宗师基本上是一个逻辑。比如在一
个小的空间里拍摄，稍微多走半步就会出镜，把台词
讲完已经很累了，还不能出镜，手眼都要协调，在那
几秒钟内，你全部得自己设计好了，这跟武术上打擂
台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文学、影视创作
都带给别人体验不到的生活

记者：现在您觉得自己还是青年作家吗？
南派三叔：我始终认为中年青年之分跟阅历是

息息相关的。从心态上看，我已经是中年人了，我开
始明白我做的工作，我的目的、欲望，与我每天过的
生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必须过好每天的生活，
才能在过程中去争取我想要的东西。千万不能因为
欲望而把生活毁掉。但是我以前完全没有生活。我
以前说过，30岁之前要拥有一切，30岁之后就抛弃
一切，退休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记者：您想过怎样的生活？
南派三叔：我想过的生活其实是做一个吟游诗

人，拿着一把吉他或者马头琴，到处去看风景、写歌，
和陌生人喝酒、吃肉。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事情在
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而你只有一
边过你想要过的生活，一边分出时间去努力达成你
的目标，这才是世界的本相。

记者：您认为文学创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南派三叔：我认为所有的文学创作、影视创作，

都是带给别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体验到的东西，或
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曾经体验过的非常美好的回忆，
想再次体验，比如你恋爱过、心酸过，看言情小说时
就会感同身受。幻想类的作品则是你永远无法达成
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我来告诉你会是什么样子。

记者：作为畅销书作家和网络作家，您认为官
方的文学奖对您重要吗？

南派三叔：因为长期以来我都是自我创作，缺乏
文学评论的监督和引导。文学奖代表了主流文学对
通俗文学的宽容和善意，对于我的创作方向是有很
大的指导性意义的。

记者：网络文学可能最大的特点是和读者的互
动性，您怎么看待读者意见？

南派三叔：我从在网上写作开始，就经常有读者
给我提意见，每个读者都会有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我真的没办法去满足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满足我自
己对于小说的理解，才是我们做事的根本逻辑。如
果为这个困扰，那真的是有太多东西困扰我们了。
我们出版书的时候，读者连封面都有意见。

记者：为什么网络文学大多是穿越、历史、玄幻
题材？

南派三叔：现在网文创作趋于年轻化，年轻人收
到的信息是趋同的，看到的热搜是一样的，看到它们
所产生出来的灵感也是相似的。大部分进行网文创
作的年轻作者的“现实”，不是以前那种下乡、喂猪、
伐木，现在想要找到这些现实的成本特别高，但当年
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容易体验到那种生活。

印 象

南派三叔 曾想做一名吟游诗人
■ 文张艺桐

2006年，二十出头的徐磊在网
上贴出自己的第一篇《盗墓笔记》
小说，点击量很快超过千万，他为
自己随便起了一个“南派三叔”的
笔名，次年推出的实体书销售量突
破百万册。
随后几年，南派三叔写了十几

本与“盗墓”有关的小说，在他的笔
下，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宏大
奇特的世界观，离奇的故事情节。
随着影视、游戏版权的开发，南派
三叔这个名字成为炙手可热的IP，
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成功让南派三叔不堪重负。

他曾表示，当时身边各种夸赞和大
家给予的希望，无形中都成了他的
压力，他就像一个坐标，被架到空
中无法落地。一场病痛伴随而来，
他不得暂停创作去接受治疗。
休养期间，他拥有了足够的清

静，人们不再以“成功”来要求他，
而是希望他健康。人们眼中的不
正常，却给了他意外的正常生活，
这段特殊的经历反而催生出了他
全新的创作灵感。
新书《世界》以第一人称视角，

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在现实与幻
想之间构建起了一个奇幻世界。
南派三叔说：“其实这本《世界》从
连载到出版跨过了近十年，整理
《世界》这本书的稿子时，仿佛把我
带回了十年前。这个故事我构思
了很久，也写了很久，因为这个‘世
界’的概念，也许和我们听过的任
何场合的世界都不一样。十年间
我的每一段经历，都影响着这个故
事的成型，所以我想说，我们的每
一段人生经历，都值得被期待。”
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南派三

叔放弃了之前一些故弄玄虚的叙
事技巧，“我之前故弄玄虚，因为很
多故事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十分平
淡，我需要进行加工，使得它可以
在最开始的时候抓住读者，但是，
《世界》这个故事不需要这样做。”

南派三叔说，《世界》这本书写
的过程复杂又痛苦，“我把它归为
‘病院系列’，以后还会继续写，是
不同于《盗墓笔记》的全新的故事
模式。”目前《世界》的影视以及游
戏正在筹备中，那些身临其境的奇
异体验，延续了南派三叔的风格，
一切的故事，一切的奇想，都在这
个空间里呈现出现。

写自己的故事
不需要故弄玄虚

把人生经历串联起来
写着写着就成了故事

南派三叔口述

《曙光》是天津档案馆与中共天
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
室）联合天津广播电视台为建党百年
献礼合作拍摄的大型党史人物纪录
片，自2016年建党95周年起至2021
年，历时六载，拍摄五季，将于今年党
的百年华诞之际全部完成。主创人
员在拍摄过程挖掘出许多革命先辈
的感人故事，片中唯一的中共一大代
表陈潭秋，曾作为中央巡视员到津指
导工作，他的后人在天津扎根，他的
故事在天津流传，他的精神在天津绵
延。陈潭秋和天津的故事，要从他的
一封家书说起。

第一封家书
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

1933年 2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
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
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在临行
之前，给在湖北黄冈老家的三哥、六哥
写了一封家信。举凡共产党人的家
书，催人泪下者也多，而这封信既不撕
心裂肺，也无豪言壮语，只以绵绵絮话
谈论家常，主要的内容是孩子的托
付。在平淡的腔调里，其实蕴含着巨
大的力量，时值早春之季，面临工作变
动，奈何骨肉分离、夫妻忍别，令人凄
寒不已！

三哥、六哥：
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

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诸兄的情
况我间接知道一点，可知道有什么用
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
也不怎样哀伤，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
几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许多苦难呵！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

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
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
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
外家抚养去了。两孩都活泼可爱，直
妹本不舍离开他们，但又没有办法。
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
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

六嫂添过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
是能接回去养？均望告知徐家三妹（经
过龚表弟媳可以找到）。

再者我们希望诸兄及侄辈如有机
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
怜的孩子，虽然外家对他们疼爱无以复
加，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
啊！外家人口也重，经济也不充裕，又
以两孩相累，我们殊感不安，所以希望
两兄能不时地帮助一点布匹给两孩做
单夹衣服。我们这种无情的请求望两
兄能允许。

家中情形请写信告我。八娘子及
孩子们生活情况怎样？诸兄嫂侄辈情
形如何？明格听说已搬回乡了，生活当
然也很困苦的，但现在生活困苦，绝不
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
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
（我的状况可问徐家三妹）。

弟澄上二月二十二日

陈潭秋的三哥名为陈春林，六哥名
为陈伟如。陈潭秋兄弟众多，共计八人，
他排行第七，故而说是“诸兄”。在兄长
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五哥陈树三，此
兄是同盟会会员，后以身殉职。陈树三
曾为陈潭秋出联：“陈策楼上谁陈策”，陈
潭秋对曰：“独尊山前我独尊”。陈策楼
为一楼，独尊山是一山，都是家乡景物，
可见陈氏弟兄才思敏捷，志存高远。他
的二哥陈防武、三哥陈春林、八弟陈荫林
和侄子陈华粮，也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陈氏可谓一门忠烈。在革
命年代的悠长岁月里，陈策楼村每家每
户都有烈士，其情可歌可悯。

信中提到的两个孩子，所指是陈潭
秋长子陈鹄和长女陈慈君，当时已经送

到他们武汉的外婆家。陈潭秋深以“两
孩相累”而不安，并歉意地请两位兄长为
他们帮助布匹做单夹衣服。

直妹所指的是徐全直，是陈潭秋夫
人，也是革命烈士。

信中所说到的“现在又快要生产
了”，待产的孩子生于1933年4月2日，
他就是陈潭秋的次子，现居天津、年已
88岁高龄的陈志远教授。正是因为陈
志远的出生，他的母亲徐全直才未能和
陈潭秋一起南下瑞金中央苏区，而是独
自滞留导致被捕，壮烈牺牲于南京雨花
台。在被捕之前，徐全直把襁褓中的陈
志远送到上海工作点一户潘姓湖北老乡
家，又经其姨娘辗转接回武汉，再由其八
婶带回老家黄冈，被六叔陈伟如收留，在
陈策楼村长大成人。

信的落款是“弟澄”，陈潭秋本名陈
澄，字云先，潭秋是他的号，他的一生正
如一潭秋水而澄清浊世，只是，他居然连
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养。信中陈潭秋自称
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读来令人
感喟。他因此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外家
和兄弟。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养的共产
党人，又是为了谁的孩子呢？正如他在
信中又说的：“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
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
的问题了。”

陈潭秋的一生确实是萍踪不定，他
先后在中央和地方的南北数省工作，在
写这封信之前五年，他曾到过天津。那
是1928年，党中央派他以中央巡视员的
身份到顺直省委巡视工作。据相关史料
记载，当年6月底，陈潭秋从上海乘船，
舟行三天始到津门，在租界一处旅馆住
下，至于是哪个租界，哪家旅馆，目前已
无从考证。7月初，陈潭秋与顺直省委

取得联系。
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北方党组

织和革命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北方党的
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在陈潭秋与先
期到达顺直的中央巡视员刘少奇的主持
下，顺直省委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重新制
定了党的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在一定
程度上纠正了顺直党组织的错误倾向。
陈潭秋于是年8月回到上海工作。
在湖北黄冈长大的陈志远11岁时

因脑炎留下后遗症，右侧手脚功能受损，
但他身残志坚，在1953年考入南开大学
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早已把天
津视作第二故乡。

第二封家书
在陈潭秋墓前的祖孙对话

《曙光》的每集拍摄，都会设定一位
年轻人作为“寻访人”，去寻访革命前辈
的足迹，或是有血缘关系的后代，或是崇
仰先人的学生。陈潭秋的嫡曾孙陈明希
和《曙光》摄制组一起走访拍摄，怀旧之

路充满询问与探索。在新疆乌鲁木齐烈
士陵园陈潭秋墓前，陈明希敬献鲜花，编
导拿出一封爷爷陈志远写给他的家信。

明希：
你站在老爷爷的面前，想必思绪万

千。此时此刻，我想同你谈谈学习老爷
爷的革命精神，继承革命遗志事。老爷
爷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
的共产主义战士！
老爷爷先是奋战在武汉，大革命失

败后，他奔波于华中、华东、华北、东北
广大地区，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战斗
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之中。抗日战争时
期，战斗在天山南北，为支援抗战，为推
动新疆社会进步，为各族人民过上和平
的生活不懈奋斗，最后牺牲在乌鲁木齐
第二监狱中，年仅47岁。
老爷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中

华民族解放的坚定理想信念从未动摇，
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当党中央
决定派他去中央苏区工作时，毅然将两

个孩送托外家抚养，将要出生的孩子
（就是我）送托长兄抚养。这种为革命
事业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的精神，
表现出老爷爷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
老爷爷一直关注青年、关心青年、

关爱青年，是青年的引路人。在武汉组
建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读书
会”等，在新疆撰文论述青年问题，提出
先进青年十一条标准，描绘出德才兼备
的先进青年的完美形象。这充分表明
老爷爷对青年的殷切期待。
明希，你我都是陈潭秋烈士的后

代，应更好地继承革命遗志。希望你能
以老爷爷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品
德情操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为鞭策
自己、激励自己的前进动力，励志助学，
刻苦磨炼，成为德才兼备的接班人，为
祖国、为人民、为中华民族振兴的宏伟
事业奉献青春。

爷爷陈志远嘱托
2017.5

这封家信是陈志远对其父陈潭秋一
生革命功绩的简述，也是对前文所述第
一封家信的解读。那个即将待产的婴儿
已是八旬老翁，却把自己从未谋面的父
亲陈潭秋总结得全面精准。这封家信感
人肺腑，是陈明希在《曙光》拍摄过程中
受到的教育之一。
《曙光》的这一集以《出路》命名。

1928年10月，陈潭秋再度以中央特派
员身份到天津，主编油印刊物《出路》，为
创刊号写了发刊词，为第二期写了卷首
语。周恩来、刘少奇也在该刊上发表文
章。《出路》共出版13期，至今部分保存
在天津周邓纪念馆。因为刘少奇和陈潭
秋的工作，顺直省委迅速扭转了被动局
面。1928年12月，周恩来到津参加顺
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改选了新的省委
常委，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此后他在天
津工作半年有余，撰写了9篇工作报告，
次年7月中旬接中央指示回上海。
他在天津的这段生活，后来成为陈

志远的研究方向和永久追忆，他的书房
就是陈潭秋的资料库。三代人，两封家
书，一个故事，穿越了百年。

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的天津故事

三代人，两封革命家书
■ 文 杨仲达

9 人物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何玉新 美术编辑：卞锐

《
曙
光
·
出
路
陈
潭
秋
》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南派三叔
著名畅销书作家，本名

徐磊，1982年生于浙江省嘉
兴市嘉善县，代表作《盗墓笔
记》《藏海花》《大漠苍狼》《怒
江之战》《沙海》《老九门》
等，新作《世界》于近期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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