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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博文的短篇小说创作研究          

                                                                                       傅博文 

                                                                          摘要 
 

     研究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研究陈博文的创作思想，陈博文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

作品创作与小乖佛教之间的关联紧密。本文通过观察陈博文的小说，资料分析，然后总结

出来陈博文的短篇小说以它深刻的内容和精美的形式。其文学创作不仅蕴涵着佛家思想，

还别具一番风味。他的小说特点因创作取材泰国社会，所以渗透了泰国文化、佛教文化，

并以新的姿态汇入泰国文学主流。 

 

关键词：陈博文  短篇小说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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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陈博文的小说是闻名的泰华文学, 表现出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敏感和执着关注。他的

作品触及到泰国社会的商业、农业、教育等领域，遍及广大城市和乡村。在陈博文作品中

的商场世界里，虽然不乏像《生死之交》中杨铭这样的本分平凡的商人，但作者更多的是

关注商场中的作奸犯科之辈，如《黑心人》中描写了一位“失落良心的”黑心商人袁瑜

亮，他从一个无赖小偷起家，靠各种不正当手段，搞假期货买卖，纵火博取保险赔款，后

来摇身一变成为一家远洋公司的总经理。 

         陈博文的短篇小说艺术形式在承载上述艺术内容时值得读者留意, 因为他的短篇小

说的情节比较完整，完整是说陈博文的短篇情节有开端，有发展， 有高潮、有结局。陈

博文在泰华文坛上素有“多面手”的美称。他除了创作有一大批质量上乘的短篇小说和微

型小说外，还写有一大批同样引起人们关注的散文、杂文。本文从全新的视角，考察到陈

博文创作内涵所在以及其与文化、思想、艺术、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研究陈博

文的创作思想，分析他作品中的艺术特色。陈博文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作品，陈博文的作

品之所以获得几次大奖，而且他的作品有一百多篇，这表现了陈博文具有高超的艺术技

巧。 

            本文从全新的视角，考察到陈博文创作内涵所在以及其与文化、思想、艺术、社

会、风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研究陈博文的创作思想，分析他作品中的艺术特色。陈博文

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作品，陈博文的作品之所以获得几次大奖，而且他的作品有一百多

篇，这表现了陈博文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 

                        陈博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陈博文在泰华文坛笔耕多年，写出了很多类型的作品，一部分作品有明显的佛教思

想，例如《金孩儿》、《魔女》、《阴阳赌局》和《蛇恋》等，除了短篇小说，还有杂

文，散文，诗歌。陈博文是一个勤勉的人：“他为了创作几乎牺牲掉所有的休闲时间。虽

然他的工作很忙，他也用短短的时间来写作。读者能欣赏到有价值的作品，读者对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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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相关的作品，尤其感兴趣。他的一些篇章加入了宗教故事，反映人物的话说和做生活

的。此外，在上述第四篇文章，反映出一种独特的带有宗教色彩及怪诞的风格”。      

    陈博文的短篇小说在泰华文坛上声誉不菲，２０年来，凡泰华文坛举办的短篇小说征

文，陈博文要么不投稿，而一投稿便获奖。１９９６年陈博文出版《短篇小说自选集》，

司马攻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几乎成了他的获奖小说集。陈博文的短篇小说艺术，以它深刻

的内容和精美的形式，以它情趣盎然的可读性和发人深省的启迪性给泰华文坛以至世界华

文文坛树起了一座艺术丰碑。陈博文的短篇小说艺术成就在于他不仅写出时代表面的剧变

和生活表层的喧嚣，而且他还向人性深处掘进，展示了那些很富有概括性的"人性善"与"

人性恶"，以及这些人性善、人生恶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心理根源，当然，陈博文的这一批

揭示、概括人性深层内容的作品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在陈博文的创作里有许多与佛教相

关的内容，在短篇小说之中强调了迷幻、神奇。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与佛教有关，因为泰国

人曾十分敬畏鬼神。即使信奉佛教，也不能放弃传统的信仰。 

    陈博文的短篇小说有一些不仅在于对现实的观照、及时的针砭，更有利于促进文化

的创造性发展与多种文化的融会并进。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出”与“入”，亦带来了文

学艺术与美学风格的变化与新个性。 陈博文在短篇小说《吸烟斗的人》中反映了社会生

活，主人公就是阿强。他进来了吸烟斗这玩意，据说在这个社会上，有资格手握烟斗，当

着人前揿动金色闪闪的打火机，都是社会上响当当的人物。所以能握着烟斗, 间接就是象

征自己的身家财富。世界上有权有势人物，大多是手握烟斗，傲然不可一世的。阿强当然

无法达到这些世界伟人的境界，但他却看到商场很多翘楚人物，一朝手头稍有几个钱，就

会翘起二郎腿握着烟斗，睥睨一切，傲视群伦，以为自己了不起。阿强见过这样的人物很

多，心中不由浮起羡慕意念，所以当他当年在骑脚踏车送货时，就已经憧憬着吸吸烟斗的

韵味了。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跟人家一样握着烟斗，因为他已经是拥有两间铺面杂货店

的老板了。他自称是百货公祠，其实那岂止百货，仅仅内衣裤就有数十种，他不称千货万

货公司已经是相当谦虚。不过他这家百货公司，就只有他和阿强嫂两人，包办了头家伙

计。阿强这家百货公司，铺底是分期付款，装修费尚欠下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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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货物，就凭他一向走街送货的关系，东赊西欠，居然亦给他弄来了整层货物，阿

强算起来亦是一间杂货店主人。啊，不错，书中写道： “阿强是这间杂货店的主人，临

近左右人人皆承认，因为近来买货的都是头家头家地叫，叫得阿强心花怒放。于是，他

想，现在自己是头家了，做头家应有头家的派头，一向梦想的烟斗宿愿，终于在思潮中抬

头。于是他开始学吸烟斗，而且时时对镜自照，学习那提烟斗的仪态” 这篇小说通过主

人公“阿强”握烟斗的故事反映了那时候社会生活有成的男人对吸烟的喜欢，在这个社会

上每人都吸烟，可是阿强上百货公司工作，居然亦给他弄来了整层货物，阿强算起来亦是

一间杂货店主人，因为他想，现在自己是头家了就可以握烟斗的仪态，我认为作者以描述

那时候一个人所以能握着烟斗, 间接就是象征他人的身家财富。这就是读者能看到他的思

想，就是表现那时候谁吸烟就算富人，每个人都想吸烟。总之，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情色

世界的描绘，展示了金钱时代的人的情欲泛滥和精神剧变，揭示了贪欲毁灭人生、金钱吞

噬人性的永恒主题。他的小说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有较强的警示意义。 

《录皮享》中显然受到佛教劝世、警世思想的牵制，也可以视为佛幻现实主义小说中

比较优秀的文章。陈博文开始创作小说，正是泰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基础的

变迁，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状态，而不同的精神状态也必然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行动。他

感觉到人间的悲欢离合、胜败兴衰，于是他鼓励人相善的良知。作家无论择取什么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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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接近于现实生活，而是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来面对社会，正视现实。他的这种意识，使他

的作品像穿了一件真善美的衣裳。他对世界一切高尚、积极的人生，都是热情地予以赞

美，以期昂扬其精神，让世界趋同真善美和完美。 陈博文的短篇小说艺术形式在承载上

述艺术内容时有两点值得读者留意。第一，他的短篇小说的情节比较完整、丰富。第二，

陈博文的短篇小说情节在叙述展开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叙述人个性形象的创造。他还写

微型小说，在微型小说中除了继续推进他在短篇小说中概括时代的剧变和挖掘人性的深意

二条路途外，还多了一种短篇小说并不具备的新特征，这就是通过微型小说的机智构思来

组织微型小说特有的情趣和理趣。陈博文的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写出来跟其他作家不一

样，有区别，因为他写给了读者自己的观点，关于佛教思想，这个我觉得也是他的艺术特

色。  

              

               手法多变的人物塑造 

     陈博文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很多文章，很多短篇小说文学

创作。陈博文的文学创作既取材于泰国社会，又服务于泰国文学主流，并溶入世界华文文

学主。陈博文小说对都市生活的描绘不仅是上述的方面，还有对都市赌场的现象和拳击场

的搏杀等生活层面的描写，都是相当出色的。在微型小说终归都市生活的描写，也是有声

有色的，如《价有所值》中表现曼谷计程车司机故意绕道走远路骗不识路乖可千的故事，

以及《十二条领带》的爱情故事。陈博文运用了多种手法，变换了结构形式，增强了小说

的波澜壮阔与曲折跌宕。短篇小说在题材内容、文艺形式上反映时代生活的转变与转型。

他的小说有的是采用倒叙手法。他在写作实践中拓宽了写作领域，创作的体裁涉及小说、

散文、杂文、经济评论等。比如《黑心人》中，袁瑜亮的贪婪品性是他一生中无论在顺

境，还是处在不顺利的境遇都要顽强地成为人物的行为动机，支配着人物的行为内容和行

为方式。    

         陈博文的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形象，都是在静态与动态的交错中被激活于读者的眼帘

的。例如《人间的至情》提出几种理想的境界：如其一，爱国，为国尽忠。他称“岳飞的

壮志饥餐胡虏肉，文天祥的朗诵正气歌，这些都是为国族而流露出来的人间至情是伟大深

远，为国族树立典型的楷模”。《开天辟地》是陈博文的早期代表作，它叙述了４位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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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毕业生克服各种困难去开垦荒原的故事，但这篇作品最让人动情的是作者写出了那

个时期一代青年高昂的精神、远大的抱负、宽阔的胸襟和科学的方法，字里行间洋溢了一

种浪漫的激情。陈博文的微型小说除了继续推进他在短篇小说中概括时代的剧变和挖掘人 

性的深意二条路途外，还多了一种短篇小说并不具备的新特征，这就是通过微型小说的机

智构思来组织微型小说特有的情趣和理趣。在《鸿运当头》里，陈博文通过一正一反的叙

述波澜，揭示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窘境。他的短篇小说有许多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

述人生发的精彩的议论，而他的微型小说却全部退隐叙述人的议论而设置微型小说特有空

白。在陈博文的作品，他刻画人物的情况很复杂，让读者深深地被他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

所吸引。人物塑造很复杂就是说在陈博文的短篇小说有很多人物形象，例如《杏坛悲

歌》。在短篇小说中主人公就是洪狻，她和母亲坐在医院走廊的长登上，已将近一小时

了。她想可怜的母亲，一生就是过着穷困的岁月。近年来她的父亲有病，时好时坏，医生

对方太太说：“大概还有三天时间”。可是不到三天他就死，她就哭，很伤心，过了好几

天她就找工作。她碰到老朋友有婉丽、阿牛、蔡碧娟、李少宋等等。他们都是消防的老朋

友, 然而经过了一段岁月，个人的际遇不同，一个称为大商业集团的首脑，一位依然故我

永远是一位老教师。社会地位不同，终于使他们的联络中断，虽然两人心中友情仍在，然

环境的差距，已无法像从前一样亲切。于是数十年时光，一晃而过，今天特地到来参加老

友的葬礼。宗教仪式继续进行，亲朋友跪走上葬台，投下象征性火种，火化仪式在庄严肃

穆中完成。灵堂挂满了挽轴画卷，其中有一个特大花圏写着：“杏坛完人——洪狻敬挽” 

 

                         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 

  泰国华文作品近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作家们的笔锋更加锐利，目前泰国华文

文坛的作家们，有不少是从中国大陆移居泰国的，也不少是在泰国出生，20世纪50年代到

中国念书后又回泰国的。泰华作家所写的作品可以看出两部分人的心和根还留存在故土。

他们以华人的观念和视角去审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示身在异域心存家乡的同胞们的

生存境况和人生百态，并从中探视民族心灵深处的奥秘。泰华文学的主潮是现实主义文

学。泰国作家在泰国生活，对着多种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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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进行的思考在现实社会的竞争和矛盾中，在现实社会和商品环境与现代人际关

系上，有一种生活、生态环境更换而产生的新的人生体验。这种多元化意识的交融，

构成了泰华文学的特色。陈博文在当代泰国文坛是一位博学广识的文学家。.陈博文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泰国的陈博文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敏感和执

着关注。他的作品触及到泰国社会的商业、农业、教育、城市、乡村等各个方面，对

泰国社会从上世纪60代到80年代的发展变迁以及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都在他的小

说里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贯穿于作品中的却是商场和情场这两个丰富内涵的艺术

世界。在陈博文的商场世界里，虽然不乏像《生死之交》中杨铭这样的本分平凡的商

人，但作者更多的是关注商场中的作奸犯科之辈，如《黑心人》中的袁瑜亮，从一个

无赖小偷起家，靠各种不正当手段，搞假期货买卖，纵火博取保险赔款，后来摇身一

变成为一家远洋公司的总经理。他投奔泰国南部海滨的同族兄弟，为了攫取同族兄弟

的财产，他置良心和道义于不顾，竟然通过勾搭兄嫂不断抽取宗兄的现金，事情败露

后，老宗兄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后不治身亡。如果说在《黑心人》中男人（李丰与

老吴）为女色而痴迷，女人为钱财而疯狂。李丰之所以娶风月女子佩妮是由于色，后

认识另一风月女子玲玲，更是为其色所迷；而这位风月场中的玲玲，正是“从李丰那

双灼灼似贼的眼睛中，触发出一点灵感。她想财源就在这色迷迷的眼睛里”。男为色

付出金钱，女为钱财付出肉体，这“无情的情场”遵循的乃是商业社会里“商场”中

的商品交换的规律。作者借对男女主人公赤裸裸的“财色交易”的描写，还原了它与

商场同构的“买”与“卖”的商品属性。陈博文创作小说态度诚恳，他对社会人群尽

一己的责任。尤其是在《泰国风采》中，他从古到今，以时空转换的笔法详细的描述

了泰国的风光民情、人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愧是一部认识泰国

了解泰国的佳作。  

    在《生死之交》中的主人公俊宏想去内地实习工作，这是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

大概两年时间在数天后就要出发，他的妈妈却不愿儿子远离，俊宏求妈妈让他去，他

妈妈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大家庭听：是我们家庭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李丰土产形式是我

家的，但当初开创的却是我和李峰两个人同心合力搞成，他妈妈说李峰努力工作，过

了段时间，想结婚生子，养育后一代。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后来他就跟唱歌的女人叫 

“佩妮”，他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就结婚，生了儿子，可是佩妮不想照顾儿子，李丰就

觉得很奇怪是你的儿子怎么不爱自己儿子。李丰 , 玲玲和佩妮他们三个人是很亲的朋

友，但是她在医院时，玲玲和李丰常常见面就发生暖昧关系，李丰觉得这个女人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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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母亲。佩妮出院后回家，过了一会就觉得她的丈夫奇怪，每天都很晚回家。佩妮

听别人说李丰和玲玲的神秘关系。有一天佩妮打电话给玲玲，可是玲玲不接电话，佩

妮就去玲玲家，偷偷进门看到在厨房没有人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找玲玲的房间，突然看到李丰和玲玲睡在一起，佩妮杀了他们两个人，然后

佩妮被关在疯人医院里。 李丰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物，社交关系复杂，尤其经济稍充

裕之后，其交游圈更为扩大。当然社交活动，总离不开酒食征逐，进而流连歌台舞

榭，李丰虽然不致陷入沉迷金钱世界，但对于开销花费，却是日增月进。生意是合作

的，钱是公家的，合伙人当然会不满意，好在长铭是一个好好先生，最多是皱皱眉

头，好言规劝；李丰也是明事理的人物，自己也懂得稍微约束。所以铭丰性的生意，

照常蓬勃发展，财源广进 

     这一段文字，陈博文对这个主人公形容的很清楚，让读者看到李丰是什么样的人

物形象。陈博文通过自己的作品描写现实社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他可以写社会

底层的细小的人物，还有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塑造就很复杂，如俊宏的妈妈讲故事给家

人听，是他的家庭故事，还有李丰遇到了很多情况。最后男女主角三个人，两个人死

一个疯，他妈妈就是说我讲的故事就是你的父母，俊宏就知道了。说：“爹，现在才

真正明白我的身世。” 陈博文的短篇小说艺术成就在于他不仅写出时代表面的剧变和

生活表层的喧嚣，而且他还向人性深处掘进，展示了那些很富有概括性的“人性善”

与“人性恶”，以及这些人性善、人性恶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心理根源。当然，陈博文

的这一批揭示、概括人性深层内容的作品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他开初写的《租赁的

爱情》和《飘渺情》，描绘了一种真正爱情产生的曲折过程和动人肺腑的情感力量，

叙述了一种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爱情”从绚烂到褪色的全过程。这些爱情心理的展

示虽然说比较细腻和真实，但是这些人类爱情的内涵还是比较肤浅、直露，可读性虽

强而启迪性不足。到了《黑心人》和《放下屠刀》，陈博文对人性的解剖可谓入木三

分。《黑心人》中袁瑜亮的贪婪秉性是他一生中无论处在顺境还是处在逆境都要顽强

地成为人物的行为动机，支配着人物的行为内容和行为方式；《放下屠刀》中的阿强

虽身陷黑社会，但他人性深处善的因素却最终使他能放下屠刀、革心洗面。此时陈博

文的作品也不仅仅是呈现那些人们不易表露的深层的善恶心理的根源，而是令人信服

地写出了社会环境对人性恶根的催生，也写出了人性善根对社会环境的反抗，这些内

容使得陈博文的短篇小说能够走出浅薄和甜腻，进入概括人类深层心理和人性深层内

涵的境界。陈博文的作品深入到泰国社会，注重反映现实人生的悲欢离合，胜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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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暴露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真实地反映了美丑的人生。《开天辟地》写了农业大

学毕业的有降、颂织。为了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到深山僻地开荒种田，并在山民

族长的指导下，开沟挖渠，疏浚洪水，终于把这片深山僻地垦荒出阡佰纵横的良田。

这四位大学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来“淘金”而是奉献了他

们的青春并且用学来的知识为人类做出了贡献，造逼人类。这种不为名利，不计报酬

的奉献精神，使社会趋于完善和完美。作品宣传了佛教的“以善为本”，行善积德的

观念。 

 

                     纯净明丽的文学语言 

    陈博文的短篇艺术形式在承载上述艺术内容时有二点值得读者留意。第一，他的

短篇小说的情节比较完整、丰富。完整是说陈博文的短篇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

潮、有结局，这个情节全过程并且不乏叙述的曲折和波澜；丰富是说陈博文的短篇情

节的事件数量至少设置有２个以上。陈博文短篇小说的语言清丽婉然，读之，即可在

他的大自然中享受一份宁静，领略蓝色的海洋、夜深听雨、青翠的竹林、河上荡舟的

百般情趣。“我对海的情感永远存在，当怀念它的时候，我会悄悄独自来临，看它的

浪花飞絮是否如昔？嗅它的拂面凌风，是否温馨？”在《雨声絮语》里作者开篇便给

我们带来惊喜和享受：“深夜骤雨，雨点落在屋瓦上，洒在窗户上，发出淅淅沥沥的

声音，四周显得格外沉寂，似乎仅有的声音就是雨声风声，雨声是如此缠绵，风声是

如此柔美，这时大千世界归乎空明宁静，个人的心灵似乎亦澄澈无垢”。陈博文的心

目中，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的艺术界线是分明的。正是这种清晰的文体感，促成了陈

博文在这二种文体的创作中左右逢源。陈博文的散文创作影响了，他的微型小说的散

文化倾向，而陈博文的短篇创作中的情节意识又使他的散文化微型小说出现与别人不

同的艺术特色。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陈博文的散文化创作不能过头，

太过头，太散文化了，将会使他的微型小说陷入平谈。这种艺术节制具体体现为选材

不要太随意，叙述方式上还要进一步微型小说化，这样才能突出地构成和展现微型小

说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神韵。在陈博文的眼中，昔日的“空盛道”真是人间的妙景：

“在河中飘来飘去小贩舢板，只有船娘女贩的娇声软语，当她们轻扬贩卖声，沿河住

户人家，就会拿着盛器站在河沿等着她们经过购买，女贩们一面做买卖，一面谈见

闻，某家阿婶昨晚产一男孩呀，某家小姑娘某日受聘了等等新闻，大家就像老朋友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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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闲情。陈博文的语言特色，词汇主要用于对童年苦难、爱情、亲情的追忆。陈博文

的语言特色，对象性很强，他写人物形象性在于善于面对各种读者群，而且每当变换

对象，文章的风格，论述方式，语言和内容都会有所不同。陈博文体现于区别对象，

因人施教及喜闻乐见，形象施教两方，表现出这类文字多做哲学的思辨、文化的反

思，语言比较抽象，情趣比较高。在语言上自然而然得出不少佛国、佛教的特色，仅

从文章题目上，就可以看到在《生死之交》陈博文用成语来做小说题目表现情况。 

陈博文小说中大部分描述了一个好心人。陈博文描述泰国风景，在《林荫深处闻

蝉声》中描述了泰国曼谷的风景很难听到鸟声，蝉声，还有别的动物叫声，他还描述

到吞武里公园。那时候就可以听到鸟声，这段话他描述现实社会来表现在《林荫深处

闻蝉声》中，陈博文描述一段曼谷的蝉声，像在美国华盛顿西郊一个小镇所听到的那

样，作者描写让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感情表现出在曼谷就没有听到蝉声，只听到车鸣声

还有看到很多人。陈博文《林荫深处闻蝉声》中有一段就是说“蝉脱于污秽，以浮游

尘埃之外。”我觉得这一段陈博文表示让读者有精神过生活，他描写了蝉是一种虫在

土里面生活表现很脏但是它过了一段就会脱化，然后就爬到树上面。这个给读者的精

神升华。如果你遇到在不好的社会中你就可以像蝉一样选择道路，它出生在土里面很

脏，但是它也选择爬到树上遇到新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他写故事鼓励读者，让读者坚

强起来，选择最好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陈博文还写关于他去旅游的时候的见闻。有

一篇文章是《泰山记游》，陈博文描写的是他应中国作家协会 “邀请”泰国华文作家

协会之约去中国。我觉得这文章充分显示了他的语言特色，描绘中国风景，还有让读

者知道中国地形，因为泰山是为中国五岳之一， 所谓五岳有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

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在五岳中，泰山并非最高最大。他描写去泰山时候看

见风景，就觉得风景比较美好，就描写了周围环境：“从南天门到玉皇顶，这段路他

用“快活三里”来比喻南天门到玉皇顶的路比较平坦。到玉皇顶的时候他还没爬到山

峰就看见很多人在排队上缆车。登泰山像蚂蚁走路，络绎不绝。陈博文还描写了玉皇

顶的周围环境，有很多人在那边游玩。 

 读者在仔细阅读故事情节和分析人物的内涵时才会因其中丰富的意蕴被震动和感

动。 陈博文在泰国写文学作品，加深了自己俗化程度，就是他用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

来写在小说中，又与民情、民俗相联系。陈博文的小说深入到泰国的多方面，尤其是

深入到泰国社会，还有佛教的特色。陈博文虽然不知道宗教的思想，但是他可以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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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佛学的作品，这样表现了很明确的意图。因为他看到泰国佛教徒的生活，所以陈博

文描写了反映佛教教义的作品.  

 

                                  结语 

  陈博文的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其实原因在于小说中具有悲喜剧风格和独特

性。他运用了新的艺术手法，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展现他的主题。而陈博文通过选材的

随意性、叙事的实录性、结构的自由化来创造一种体现散文审美特征的短篇小说作

品。情节的发展和变化都与人物的性格特征的发展和变化密切相连。陈博文采用了变

形怪诞的艺术手法来处理散文题材，比如《传真教主》的艺术场面只是“我”躺在安

乐椅上看电视，但是"我"看到的不是电视画面，而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传真教主”。

这确实是陈博文的新创意。虽然陈博文是中国人，但是他的作品中接近佛教的内容，

从思想方面来看，他把这种思想传统达到作品里，在陈博文的心目中短篇小说的艺术

很明显这种艺术节制具体体现为选材不要太随意，叙述方式上还要进一步微型小说

化，这样才能 突出地构成和展现微型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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