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陷入瓶颈去俄罗斯找灵感

2018 年 5 月，江南和阅文集团签约，魔

幻小说《龙族》要在阅文集团旗下的电子阅

读平台首发连载，每周更新三篇，有点像说

书，这次说完，且听下回分解。 一个月后，他

发了一篇微博：“我得在 《九州缥缈录》上

映之前写完《龙族》，否则我估计打开弹幕

都是催稿的和哭绘梨衣的。 ” 这话说早了，

现在《九州缥缈录》都快播完了，《龙族Ⅴ》

还没写完。

连载这种写作方式对江南来说有些挑

战，他自认是传统作者，比较习惯于那种思

考挺长时间， 集中起来一口气写完的方式，

“你可能想了一个月， 有十天写得特别顺，

但你又得想一个月。 ” 所以，《龙族Ⅴ》的网

络连载经常出现断更情况，粉丝就跑到他微

博底下催更， 这给江南带来不小压力，“读

者要看新的内容，自己留时间思考，写出让

自己满意的章节， 有时候其实挺难权衡的，

被催得厉害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要不要放弃

网络连载的方式。 ”

虽然江南透露《龙族Ⅴ》快写完了，但

目前写作遇到了瓶颈，“简单地说就是有几

个人物我写歪了， 完成西伯利亚的故事之

后，我必须暂停一下来修订目前遇到的一些

偏向。 ” 江南打算等《上海堡垒》上映之后，

他计划去一趟俄罗斯，因为《龙族Ⅴ》有些

故事发生在那儿，他之前没去过，写的时候

有些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他也“想离开电

视和电影远一点，去一个信号没那么好的地

方。 ”

心里没准绳暂时离影视远点

江南的 《九州缥缈录》《上海堡垒》先

后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于今年暑期与观众见

面，同样拥有大量读者拥趸的《龙族》一直

以来也有着各种影视作品改编的传闻。 对

此，原著作者江南说，其实很多合作方也都

谈过项目合作，但是他对于小说的改编心有

畏惧，“无论是工业化的要求， 还是涉及的

场景和人物之多， 我们理性地分析下来，很

难拍。 ”

很多作家把版权拿出去合作， 对于改

编，不会问太多，毕竟自己不是专业的影视

从业者，就赚点钱拉倒。但《龙族》系列对江

南来说， 是过于重视的项目，“老想知道有

什么办法能把它稳稳当当地改出来，是一个

读者和观众都能满意的东西。心里还没有准

绳儿， 还没有得到很大的把握能干这个事

儿，干脆暂时没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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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档， 作家江南打通了荧屏和

银幕上的观众， 改编自其同名小说的电影

《上海堡垒》已在全国上映，同样改编自其

同名小说的剧集《九州缥缈录》也于上个

月与观众在荧屏上见面。短短一个月，有两

部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接受观众

的检阅，江南内心却没有太大波澜。

江南是理科学霸， 北京大学化学系毕

业，之后留学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了《此间

的少年》， 由此走上写作道路， 之后写的

《九州》系列、《龙族》系列更是引起很大

反响， 让他成为内地幻想文学的代表作家

之一。目前，《龙族Ⅴ》还没有创作完成，江

南表示写作遇到了瓶颈，需要沉淀一下。

在《上海堡垒》上映之前，记者采访了

原著作者江南， 交流他几部作品的改编情

况和目前的写作状态。

创作初衷

写作只是当时太无聊

读书时，江南的文科成绩不是特别好，

特别是历史和政治。 他大概能记住一个文

字的意思，但往往记不住文字本身。他记得

高考考历史，需要想起历史事件的年份、参

与的人，但他往往只能够记住大概的故事，

脑中复刻文字的能力很差。不过，他理科特

别强，高考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去

美国留学，专业是医药分析。

最开始接触写作还是在美国留学时，

江南曾说：“写书并非出于某种高尚的初

心，只是在美国时太无聊了。 ” 那时候在没

有太多中文书籍阅读的情况下， 他开始尝

试自己写作，“就是想自我表达，并没有说

我要为一群人去发声，首先是为自己发声，

然后在发声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些人跟你

有共鸣。 ” 他于 2000年出版的回忆北京大

学校园故事的《此间的少年》，拥有了一批

粉丝，之后又创作了《九州缥缈录》。 写过

青春校园、写过奇幻，但江南觉得自己写作

的核心母体一直都是成长， 因为他对成长

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感触颇深，“一

个小孩将来要面对的外界环境和小时候以

为要面对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何克

服青春期的恐惧孤单、不被认同的感觉，我

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完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成长的主题现在还在写” 。

创作瓶颈

对影视化提不起太大兴趣

基本上每隔两三年， 江南就会经历一

次创作上的瓶颈。写作需要体力支持，体力

不够，难以完成高效和大量的创作。保持年

轻，对作家来说是很大的追求。江南特别羡

慕萨特，因为觉得他始终年轻。 24 岁的时

候， 江南一天可以写一万五千字， 但他觉

得， 写得多并不是一个作家真正的追求，

“写作是长跑，不是短跑” 。 虽然写了这么

多，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后面一万字都写

错了。 他始终提醒自己要经常避免写作惯

性，不能让惯性把自己带偏。 这种情况，江

南只能自我调整，去阅读，去旅行，让自己

沉淀下来。

然而，现在比较可悲的是，他连阅读

的精力都没有了。“说实话大概有小半年，

可能超过半年没有好好阅读了， 这个事情

让人挺焦虑的。 ” 江南说，一年之前他一个

月还能读两三本书，但现在半年都读不到。

他现在最看重自己身上的“作家” 标签，却

没有时间看书写书，这就让他很困惑。

很多作家都有抑郁症的这个困扰，江

南也觉得自己有点抑郁症前期症状，“对成

功和失败，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无动于衷。 没

有什么想做的事，没有什么欲望。” 他称，整

个人呈现出一种佛系状态。 今年暑期，他的

两部作品《九州缥缈录》和《上海堡垒》先

后被拍成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 作为原著

作者，这本来是一件很兴奋的事，但他却提

不起太大兴趣， 他也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

的心理状态，但就是没办法。

创作态度

除了《三体》，中国科幻文

学并不好

今年春节档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创造了 46.5 亿元的票房成绩，业内也收获

不俗口碑，紧接着《上海堡垒》上映，接下

来还有几部国产科幻电影正在制作中，很

多人都将今年看作是国产电影的科幻元

年。 江南并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

科幻片现在仍然处于一种很艰难的处境之

下，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因为出来了几

部科幻片，就觉得蓬勃发展了。 尤其是，国

产电影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好的制作科幻电

影的工业体系，“我们要在科幻中找到的东

西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对观众和创作的人

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 科幻片可以拍成像

《变形金刚》那种爆米花电影，也可以拍成

像《银翼杀手》那种带有思辨性的科幻片，

“我们根本还没有把科幻的各种可能性摸

一遍，现在说什么科幻元年，我觉得是为时

过早。 ”

虽然 《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

《上海堡垒》都是改编自科幻小说，从科幻

文学中汲取营养， 但江南认为近十年中国

科幻文学发展并不好，“我们除了有 《三

体》这样久负盛名的作品，还有什么？ ”

推荐刘昊然

因看了《唐人街探案》

江南也参与了电视剧 《九州缥缈录》

的编剧工作，他曾争取过用姬野作为主角，

因为小说中东陆战场的主线姬野始终是灵

魂人物，最后也当上了皇帝，但大家更倾向

于吕归尘，毕竟编剧话语权有限，他只好妥

协。 不过，他这一次的演员推荐却很有话语

权， 直接促成了刘昊然成为男主角吕归尘

的饰演者。 在江南看来，吕归尘这个角色很

难演，层次太丰富了，是一个英雄、家族的

继承者，也是一个人质，一个内心脆弱敏感

的人，同时又是一位追求爱情的男孩，能具

备这样复杂性的年轻演员比较难找。 正好

当时江南刚看完了《唐人街探案》，觉得刘

昊然演的侦探对人性有所洞悉， 形象气质

也非常适合。

在创作小说的时候， 江南经常在生活

中找自己或者朋友身上的一些元素放到角

色上。 江南经常会心律不齐，心率加速比正

常人要快， 他快走就能达到每分钟 140 次

的心跳。 每次去健身房在跑步机上跑步都

会被人笑，因为速度特别慢。 他就根据自己

的毛病写了吕归尘的血厥症， 吕归尘每每

在受到刺激的时候， 就是会激发体内的血

脉，产生强大的力量，心脏发出战鼓那样的

声音。

创作小说《九州缥缈录》《上海堡垒》先后被

改编成影视作品，接受访问聊作品改编及创作近况

现在谈

“科幻元年”

为时过早

江南

相关链接

据《新京报》

这是一个悲哀的年代。

英雄们刚刚诞生在钢铁的摇篮中，世

界在动荡和战火中挣扎。

北陆草原在蛮族七大部落控制之下，

青阳部以北陆大君的身份君临草原。浩大

的东陆属于古老的胤王朝，十六个诸侯国

如铁桶般拱卫着神圣的帝都。

青阳部世子吕归尘·阿苏勒出生的时

候，三颗流星穿过北都城的星野，传说那

是天神对世人的惩罚，草原将变成血红的

颜色。 但他只是一个文弱安静的孩子，一

心只想保护身边所爱的人们。 直到有一

天， 青阳吕氏的黑暗历史隐隐露出端倪，

青铜之血终将苏醒……

《九州·缥缈录》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5-10

江南的青春热血大作《龙族》，以一个

少年的冒险之旅为故事核心，展现了龙的世

界中的神秘与宏大。

主角路明非只是一个普通的懵懂高中

生，一封来自卡塞尔学院的来信改变了他平

淡的人生。 在热血与神秘的呼唤下，在爱与

梦想的抉择下，他毅然选择了未知。 黑色的

直升机划过天际，陌生国度的大门向他缓缓

开启，平凡的中国小孩走上不平凡的屠龙之

路。 而遥远的卡塞尔学院却处处透着神

秘———奇怪的课程、搞笑的学长、疯狂的教

师、骄傲的同学……路明非刚刚进入学校就

遭遇了无数的怪事。

12 年 9 个月又 6 天。 这条短信在中

国移动的信号台之间穿梭，找不到它的目

的地，就像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穿行在空

无一人的城市里。我想象这个沉眠在地下

的城市， 那条短信是个虚无缥缈的女孩，

有的时候她会升上防御界面的顶端，隔着

那层透明的东西， 看着紫色的大丽花盛

开，而后低头俯视空无一人的城市，夜晚

到来的时候， 路灯在程序控制下 “刷刷

刷” 地都亮了，她站在路灯下，哼着我听

不懂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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