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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初步统计20种主流文学期刊（包括《人民

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花城》《钟山》《大家》

《上海文学》《小说界》《山花》《芙蓉》《江南》《长江

文艺》《中国作家》《长城》《天涯》《西湖》《青年文

学》《小说月报·原创版》《作家》等）所得数据显

示，2017年发表中篇小说数量最多的是尹学芸，

有6篇；其次为禹风，发表有4篇；发表3篇的有

孙频、阿袁、王安忆、郝景芳、吴刘维；而像唐诗

云、焦冲、周李立、刘建东、郑朋、胡学文、张学东、

东紫、谢络绎、普玄、朱大可、黄惊涛、张悦然、文

珍、薛舒、杨怡芬、蔡骏、张忌、凡一平、季栋梁、葛

水平、朱朝敏、西元、杨小凡、杜光辉、曹军庆、杨

方、林漱砚、唐女、徐衎、李明春、李治邦、欧阳德

彬、罗望子等作家，发表的中篇小说都是2篇。

现实主义仍是主流和核心

2017年的中篇小说创作，题材上仍旧是以现

实题材居多，偶有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代表性的是

海飞的《惊蛰》、房伟的《猎舌师》和畀愚的《氰化

钾》）出现。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传统和现实题材仍

旧是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声部，这是近几年来小说创

作的总体情况。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些作品

的评价是以反映内容题材的新颖、拓展的深入，以

及思考的深邃或构思的奇巧与否作为标准。简言

之，这仍是以现实的表象为其问题之核心的。

相对于2016年，2017年中篇小说创作比较

明显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从事中篇小说创

作的作家多是新人或出道不久，2017年中篇小

说创作成绩斐然，甚至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丰收之年，涌现了很多名篇力作，比如《借命而

生》（石一枫）、《愿望清单》（钟求是）、《天鹅旅馆》

（张悦然）、《向西，向西，向南》（王安忆）、《时于此

间》（方方）、《曾经云罗伞盖》（尹学芸）、《化城》

（计文君）、《抓捕路霸江自善》（光盘）、《制造好

人》（陈集益）、《蛇吻》（张学东）、《猎舌师》（房

伟）、《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曹军庆）等等。

第二，在表现现实方面，既有题材上新的开拓，又

能直面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就前者而

言，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性能的《生死课》，小说中

对背尸等丧葬题材的表现让人震惊；而像《化城》

《高贵黄花梨》（杜光辉）和《摔跤手》（常小琥）等

也都在题材表现上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就后

者而言，贫富两个阶层间的对立、冲突和隔阂，是

2017年度中篇小说不约而同的聚焦对象。这样

的作品有计文君的《化城》、张悦然的《大乔小乔》

《天鹅旅馆》、焦冲的《想把月亮送给你》、荆歌的

《亲戚关系》等等。对于这些矛盾，小说作者们都

展开自己的思考，并提出了想象性的解决之道。

第三，中篇小说在表现现实时越来越显示出写实

方面的深厚功力，小说写得越来越厚重、大气与

成熟，但这一厚重又不是滞重或沉重，而是沉重

的另一面：小说在写实的同时向虚转化，越来越

彰显出卡尔维诺意义上的轻灵之美。

2017年最值得一提的中篇是《借命而生》和

《愿望清单》。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两部作

品是想指出，小说创作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是应

该无限度地拥抱现实，把作家或叙述者自己放到

现实生活的同一层面，还是采取有距离的审美的

批判态度？这既是小说创作所常常需要面临的

难题，也是中篇小说这一体裁所不得不面对和解

答的问题。中篇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比

较特别。它不像短篇，可以横切面式地表现，也

不像长篇能在全景式的时空背景下多方面展

现。也就是说，在用故事情节去结构一部中篇

时，它不能完全倚靠传奇式的笔法来解决生活中

的矛盾，也无法做到缓慢舒放地展开矛盾线索。

它讲究的是一种适中的原则。换言之，它可以很

快地进入到矛盾情境中去，但不能过于依靠传奇

笔法以推动情节发展的进程，而应基于生活和日

常的现实逻辑。同样，它可以复现现实生活，但

不能无限度地按照其日常的逻辑和惯性发展，而

必须人为地设置出某种矛盾来，也就是说，必须

依靠传奇手法推动情节发展。

在这方面，石一枫和钟求是可以说提供了两

种范式。《借命而生》在一种几近贴地行走的背景

下，刻画了两个不甘于被现实和环境所塑造的主

人公。他们的身份不同，但性格中都有一个特

点，那就是“拗”。正是这一“拗”，使两个人同现

实和时代之间构成一种错位的对应关系。他们

一方面被时代所塑造和制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

“拗”的性格投入到对时代的改造中去，虽然这一

改造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其所显示出来的毋

宁说是一种虽败犹荣，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崇

高”。相比之下，钟求是的《愿望清单》从一开始

就采取一种针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的“审美”态

度。这是钟求是的小说独有的写作姿态，他的小

说主人公大都以一种批判的姿态进入到现实生

活中去，因而他们与时代或现实之间总是处于一

种错位关系（落后或超前）。这是一种以批判的

姿态重新激活下的现实日常，而不是新写实笔下

的那种日常“原生态”。也是这一批判的姿态，使

他小说中的现实生活具有了独有的钟求是式的

诗意。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具有了康德意义上的

“优美”品格。如果说《借命而生》是以写实来反

现实日常的逻辑的话，那么钟求是的《愿望清单》

显示出的则是以批判的姿态朝向现实的诗意发

掘和再发现。两部小说都是围绕着现实日常展

开叙事，但是从两个方向发展，因而也就告诉我

们，作为一个作家，在面对现实日常的时候，必须

与之保持一种距离，审美的、反讽的或审视的——

某种程度就是阿甘本意义上的“通过脱节或时代

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同时代性”（阿甘本《何谓

同时代人》）。就现实表象而言，如果仅仅是一种

平视的实录，这样的日常生活书写，与日常生活本

身并没有两样。面对现实日常，作家必须要有自

己的立场和姿态，他不只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更

是发现者和塑造者。正是后一点，某种程度上决

定了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内在高度。

轻与重、虚与实

就现实的表象而言，“同时代性”问题，其实

也就是如何处理实与虚的叙事问题，或者说卡尔

维诺所说的“轻与重”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天的

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些

作品写实的功底很深，比如《生死课》，应该是

2017年度用功最深的作品之一。《生死课》表现

出的底层民众自立自强的尊严，以及面对困境时

的那种豁达，是其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但这常常

只停留在题材（背尸业务等丧葬题材）的意义上，

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能完成从题材上的“沉重”中

挣脱出来向“轻灵”转化。与之相对的例子是张

悦然的《天鹅旅馆》。这一小说处理的是贫富两个

阶层之间的隔阂、冷漠和敌对的沉重命题，但她采

取的是一种“避重就虚”的写法。小说中两个阶层

间的潜在对立是以主家缺席的方式（男主人被突然

带走审查，女主人滞留香港不归，家里只剩下幼儿

和保姆两人）显示出来的。此种情况下，原本层层

累积起来的两个阶层间的矛盾，因主家的缺席而

慢慢让位于责任和爱心，保姆并没有丢下幼儿自

己离开，而是留下来担起了照顾之责。这是一种

反写人性的做法，小说中保姆身上人性的复苏过

程，是在现实和记忆相互交织彼此生发的，而这，

也使这部小说格外具有现实及物性的表征。

若论沉重，孙频应是这方面的能手。但她的

小说的沉重（感）与其说来自于现实物质上的困

境，不如说来自于身处困境中的主人公的内心的

深渊。她的作品，单个来看都很精彩，堪称佳作，

但若联系起来读，则又感觉彼此重复，少有突

破。这与她采取的以虚击实的做法有关。孙频

对主人公“幽暗意识”的挖掘少有人能及，但也是

这种向内挖掘限制了其小说的现实表现深度。

比如说《光辉岁月》中女博士千方百计想在北京

扎根，临到毕业却突然决定回家乡小城中学教

书，对于这一情节设置，作者只顾及到内心逻辑

上的真实，而不顾及现实中的可能性程度。再比

如《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小说中对主人公母子

之间几近变态的关系的刻画，也实在让人悚然。

这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幽暗意识”而不惜扭曲

现实的逻辑的表征。孙频的作品，总体上给人的

感觉是沉重有余，而轻盈不足。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要想获得轻

灵和飘逸的风格，必须要对现实生活实行某种程

度的扭转或保持以“审美的批判”态度。也就是

说，既要避免对现实做过于沉湎其中的实写，也

应力避概念化、理念化的预设。这里，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针对现实的“审美的批判”态度，不是

像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等作品所显示出的那样，

以一种批判的理念上的预设去构筑情节。相反，

它是以一种批判的和审美的姿态去拥抱现实，并

始终针对现实的有距离的审视的结合。简言之，

就是在拥抱现实的同时，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

能完成从“重”向“轻”的转化。这样的文学，某种

程度上也是有力度、有厚度且有温度的文学，也

就是说，是好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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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如何解决中篇小说如何解决““同时代性同时代性””问题问题
□徐 勇

铁凝出版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莫言获

诺奖后首次发表短篇新作，是过去一年必须要提

到的两件事。作为小说家的铁凝依旧钟爱短篇小

说的创作，如她在自序中谈到的，“人生可能是一

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

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

定与其长度成正比。”12个短篇，12个人生段落，

题材似小，但手笔不小。莫言的短篇小说《故乡人

事》3篇，令许多读者安了心，还是那个熟悉的会

讲故事的莫言。

《巴黎评论》专访英国小说家V.S.普里切特

时，问他为什么偏爱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

普里切特先是自嘲一番，说长篇小说需要足够的

耐性，而他缺少耐性，紧接着他就正面回应了这

个问题：短篇小说显示出一个由很多孤立的事件

组成的确定的现实观念。并继而分析，短篇小说

最重要的事是细节，不是情节。情节是有用的，仅

仅在于它提供了那种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推动行

动发展的细节。这个确定的现实观念，就是一个

作家在文本中构建的清晰的自我，它由分散在情

节中的细节投射而成。一篇作品，或者一个写作

者是否足够好，有没有建立起清晰的自我，就可

以成为被谈论的关键问题。

相对来说，主题性短篇小说集在显示确定的

现实观念，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优势，小说家有足

够的时空可以腾挪，不断夯实。张怡微的《樱桃青

衣》、赵松的《积木书》、刘汀的《中国奇谭》、阿丁

的《厌作人间语》和李云雷的《再见，牛魔王》这5

部短篇小说集，都可归入主题小说集这一范畴。

能构成主题性的关键条件，就在于小说家对作品

的自我判断，即对自我的辨析，确认通过文本得

以最终建立。这取决于一个小说家长久持续的练

习，也源于小说家对自身的认知，对世界和生活

的观念，当然还包括对自己局限的清醒认识。

在历经持续5年的“试验”之后，《樱桃青衣》

成为张怡微的“家族试验”系列的收官之作。9个

短篇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生长性和静穆的气质，张

怡微获得了从容不迫的自由。她在后记中说，“写

作的事，由倾诉始，但倾诉是会耗尽的。倾诉耗尽

之后，更纯粹的创造的快乐悄然滋生，心里的时

间开始说话。”樱桃青衣和蕉叶覆鹿来自唐传奇

的意象，有人生之荣辱得失皆如梦的寓意。听心

里的时间说话，与其说使张怡微的内在自我变得

强大，不如说她开始信赖小说世界本身的能量。

《度桥》中，从母亲的絮叨写起，切入“我”失败的

生活，再滑入发小同样失败的生活，“生活中的尴

尬是永恒的”，该怎样运用合适的表情来面对尴

尬的局面呢？相对于上辈人，年轻人发明了表情

包和弹幕，作为一种工具，与性、与孤独、与爱，厮

磨与缠斗。张怡微写了一个患癫痫病的女人，每

天站在路口，面无表情，吹着凄厉的口哨指挥来

往交通，二十年如一日，人们都以为她是真的交

通协管员。她有自己的世界，并沉浸其中，谁又知

道她不是在自己的世界中真的远征和燃烧？张怡

微没有在她身上安放廉价的同情，然而，这个“我

的青春计时器，也是世事变迁的度量尺”的疯女

人，也无可挽回地衰老了。许多孤立的事件在张

怡微笔下汇拢，变得清晰、透明。《樱桃青衣》符合

我想象中的短篇小说：建立一个有内在法度的叙

述者，然后从生活中取来一盘沙，砌成一个沙堡，

潮水一来，又冲刷而去，一复如初的静穆，就像什

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而那些孤立的彼此摩挲的

沙子，并未真的就消失了。由此我们可以捕捉到

张怡微对历史生活的审视态度，如唐传奇中“始

迷终悟，梦而觉也”的一种母题，可视为一种文学

影响在张怡微身上得以接续。

相比张怡微对戏剧性的适当剥离，刘汀在小

说的戏剧性上做足了文章。12个短篇，如炼魂

记、换灵记、归唐记、制服记、牧羊记等，有笔记体

小说的些许影子，安置着12个看似不可能的故

事。这些故事游弋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有灵魂

更换的诗人和商人；有从穿警服坠落到穿城管服

最后再穿囚服的人；有因拆迁成为植物人却还能

听见周遭声音的人；有收割世人临死前恐惧的死

神，却总是收割到悲愤、沉闷和仇恨；有开夜班车

的司机开着公交车急速奔跑数百公里从北京开

去了秦皇岛。不可能的事件经由刘汀的虚构，变

成了可能的真实。刘汀对现实的发言，借由这些

看似荒诞的故事，获得了超乎传统现实主义的力

量，荒谬和反讽相依相生。刘汀一再强调，虚构之

本在构，而不是虚，这像是某种辩护。对于有清晰

自我的小说家而言，虚构就是赋形之术，关键是

那被赋形的观念足够坚硬。这12个故事，打破的

是虚构限制和叙事的藩篱，刘汀将会获得越来越

多的叙事自由。

从试图挣脱叙事限制的角度看，阿丁和刘汀

的身上有某种相通的东西。阿丁之前的小说常被

描述为阴冷、怪诞和暗黑，这缩小了阿丁创作的

复杂性，冷硬的气质并不足以构成独特的价值。

阿丁的独特在于虚构了真实的荒诞，混淆了生与

死、冥界与尘世、具体与虚无的界限。《厌作人间

语》是以《聊斋志异》为故事底本进行的重新创

作。就重述经典而言，鲁迅的《故事新编》自然是

一座高山，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滥觞之作。轻

松一点讲，重述说到底是一种搅局，就是一个有

趣的文本游戏。如果说阿丁以前的作品多少还刚

猛有余，那在《厌作人间语》中，阿丁犹如卸去沉

重铠甲的武士，变得轻盈甚至戏谑起来，对聊斋

故事的摘取和翻新讲述，渐有温润的火候。不再

挂碍文学意义的写作，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阿

丁让我想起意大利人翁贝托·埃科的戏仿写作和

他的《误读》，或许还可以再放松一些。如果说鲁

迅通过《故事新编》回应了他与时代的联系，那阿

丁显然也有这样的意图，以虚构之虚妄，以改写

之误读，以反讽之微笑，试图抵达一种真实。

抵达真实是一种诱惑，但如果这种真实被误

读甚至缩小了呢？评论家李云雷这些年对“底层

文学”这一文学理念的阐释可谓用心良苦。但是

“底层文学”一定程度上，被曲解为粗糙的、主题

先行的和缺少文学审美的创作，这显然并不符合

李云雷对此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小

说集《再见，牛魔王》始于李云雷个人的兴趣，不

如说通过这些短篇小说，他试图呈现理想的底层

文学应该有的样子，同样注重叙事创新，同样讲

究建构叙述声音，同样关注人的命运。从社会结

构层面而言，底层意味着大多数，显然不局限于

进城的人群，还包括乡村以及逝去的许多人事。

李云雷将小说和散文笔法进行融合，创造了一种

独特的叙述声音，在关于故乡、童年和乡村的记

忆里穿行，可以绵延地讲述生活风俗的细节，可

以靠近人的命运轨迹进行细察。在我看来，李云

雷虚构了一个颇有叙述张力的叙述者“我”，V.S.

奈保尔谈起《米格尔街》时，说他写的是那些正在

被遗忘的人，李云雷也是如此，所以他才可能镇

定甚至缓慢，其笔下的乡村生活才没有那股急切

的“乡土味”。

如果底层不再被消费，那鬼金的出现就不是

个意外，何况文学人的出场本就没有先来后到，

这位“吊车司机”以近乎凶猛的姿势闯了进来，然

后坐定。小说集《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以败

落无用的轧钢厂为背景，收纳了那些游荡于金属

中间的无力的人群，眼看着破败而来，个人却无

能为力，只能跳跃其中，这就是裹挟。鬼金的作品

才是真的底层文学，拒绝被消费，没有哀号，扎根

身边，说到底底层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暗涌着

热流和力量。尤其让人觉得安稳的是，鬼金说尽

管他把轧钢厂写得像炼狱，但依旧感谢它，没有

轧钢厂就没有他的写作。鬼金的清晰自我就建立

在轧钢厂与社会的关系中，衰败总是整体性的，

不然人的困境从何而来。

意外来自赵松以及他的小说集《积木书》。这

部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合集，更像是一

部小说，由很多闪烁着各种小说元素的独立短章

构成。这些断章和碎片并不刻意构成完整的故

事，但它是开放的，随时可以进入，像是积木，看

你怎么搭建。赵松提供了一批小说零部件，也就

是小说细节，而细节就是一个个场景，阅读就此变

成了一场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剪辑行为。小说的形

式是吸引我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在赵松的

小说中读到了久违的令人赞叹的现代汉语，富有

现代性、形式精致且富有力量的书面语，这才是

小说家的创造。小说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知语言

的边界和新的表达可能，现代书面汉语迫切需要

更多的写作者投入其中，从日常语言中剥离出

来，在保证准确的同时不减损其丰富性。赵松的

小说语言赋予小说自身以能量，即便积木没有被

搭建起来，因为书面语的出众，那零散的积木本

身已然足够迷人。我们习惯了那些下坠的与所谓

表层生活贴得无比近的小说语言，而赵松小说的

书面语，即一种可以被期望的现代汉语，已经生

长为值得省察的案例。不管是小说的文体形式还

是语言本身，都可以印证一个事实，赵松不仅知

道小说从哪里来，也知道小说到哪里去，没有清

晰自我的写作者，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同样让人意外的还有王咸，一个最终被发现

的潜伏者。《去海拉尔》好在哪儿？好在无题的细

节，那些难以被集中、被提炼、被言说，以及难以被

确认的内容。小说的推进速度颇为缓慢，叙述者痴

迷于无关的细节，诗人和天气都是被谈论的对象，

还有那个天真的女编辑，一起构成一种奇妙的淡

然的氛围，小说家写出了一种本无目的的生活，那

个叙述者的冷寂就来自于生活中的某一双眼睛。

弋舟的《丙申故事集》被谈论得足够多，但作为一

个小说家，弋舟依然值得被继续谈论，他善于将

过去和当下进行勾连，在遗忘和记忆中间重新建

立联系。宋阿曼的短篇小说集《内陆岛屿》是年轻

人的收获。在宋阿曼身上，我感受到了期刊写作

和新媒体写作的一种融合，这有助于我们辨认清

楚来自新空间的写作者，愿他们是真的新物种。

从单篇短篇小说来看，董夏青青的《特恰里

特山下》写得很正，有一股隐忍的力量在，小说家

在处理孤立的事件方面得心应手，显示出小说家

的现实观念无比清晰，对理想的坚持就是一种生

活，对现实的渴求也是生活，生活的困境和突围

彼此在咬合渗透，生活中人继而相互懂得，更重

要的，小说中没有怨气。薛舒的《越野》从她以往

的题材中生长了出去，因为一辆车所寓意的生

活，接着发生了偏离，继而恢复如初。被寄寓理想

生活的一些道具，比如一辆本该越野的牧马人，

终会失去其最初的使命而融于生活，蜗牛般地爬

行在城市的街道，但即便缓慢，开车的人也拥有

一种被隔绝的短暂的自由和不被打扰。双雪涛的

《白鸟》中，几个孤立的章节一经连缀，就生出了内

在的联系，即关于写作者莫名的来处和被打断的

状态。那个斜背长剑的女老师形象，至今还盘桓在

我的脑海中，她的消失就像一次被虚构的出走，难

辨真假。周嘉宁的《去崇明岛上看一看》写到了传

媒记者和娱乐圈的一些暗影，引人注意的是叙述

者那时而滑出去的旁观审视，一些翩然而至的评

述和判断，拥有了意外的力量。张楚的《人人都应

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依旧沉稳，一场酒局后，讲

了三个和牙齿有关的故事。我更喜欢第一个故

事，父亲给奶奶配了一口假牙，但奶奶舍不得戴，

依旧生活，平日不断摩挲，后来假牙丢了，奶奶也

就失掉了支撑。关于时间的作用模糊又准确，这

只是一个人讲的故事，故事背后呢？饶有意味。甫

跃辉的《福字》始于一次原本要写成纪实作品的

采访，变身为短篇小说后，生成另外一副样子，虚

实相结，开了一条新路。任晓雯的《浮生》和王莫

之的《颤抖的蓝色之星》都是关于上海现实生活

的一种，却可以如此不同。赵挺在《孤独车手》中

营造出了戏谑逼真的荒诞生活，且在小说的最后

创造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悬置。“90后”小说家三

三的《白塔》则是一次想象中的言说，有着一种自

明的寓意，又似有混沌的所指。

寻找理想的短篇小说寻找理想的短篇小说
□李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