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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不同于““8080 后后””的的

青春小说所带给人的青春小说所带给人的

时尚感时尚感、、快节奏以及戏快节奏以及戏

剧化的巨大冲突剧化的巨大冲突，，2020 世世

纪纪 9090 年代出生的作家年代出生的作家

们的写作似乎更为平们的写作似乎更为平

稳稳，，也很少带有明显的也很少带有明显的

社会功利化倾向社会功利化倾向。。他他

们不是任性少年般强们不是任性少年般强

烈的烈的““情绪化情绪化””宣泄宣泄，，而而

是运用多种感官与多是运用多种感官与多

元化的视角来描绘事元化的视角来描绘事

物的细节物的细节，，并能以自身并能以自身

独特的感染力快速抵独特的感染力快速抵

达读者心灵与小说想达读者心灵与小说想

象 力 所 不 能 及 的 地象 力 所 不 能 及 的 地

方方。。他们善于挖掘历他们善于挖掘历

史与社会环境所带给史与社会环境所带给

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

力图直面现实生活的力图直面现实生活的

本真本真，，用一种用一种““内隐内隐””的的

写作方式来展现一个写作方式来展现一个

内心所呈现的艺术化内心所呈现的艺术化

的真实场景的真实场景。。

当“80后”作家以叛逆与反叛的文学姿态呈现

在世人眼中时，“90后”作家的出场则相对比较平

淡。不同于“80后”的青春小说所带给人的时尚感、

快节奏以及戏剧化的巨大冲突，20世纪90年代出

生的作家们的写作似乎更为平稳，也很少带有明

显的社会功利化倾向。他们不是任性少年般强烈

的“情绪化”宣泄，而是运用多种感官与多元化的

视角来描绘事物的细节，并能以自身独特的感染

力快速抵达读者心灵与小说想象力所不能及的地

方。他们善于挖掘历史与社会环境所带给他们独

特的生命体验，力图直面现实生活的本真，用一种

“内隐”的写作方式来展现一个内心所呈现的艺术

化的真实场景。

内隐情感中的孤悬之心

“90后”作家常常把创作的主体转向自我的精

神世界，并用自我想象和自我认知来建构文学王

国，在文字表达上冷静且克制。他们笔下的主人公

通常是“成长中的受伤少年”。这些人群尝遍了世

间人情的冷漠，被迫接受着父母离异或友情与爱

情的背叛。在这种情感的牵动下，他们常常在自我

情感的深渊中尝尽生命的孤独与无所依存的希

望。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不断地挖掘这种苦痛，在

内隐的情感与孤悬的心灵深处，依然会有他们对

幸福家庭的向往以及对世情、人情冷漠的批判。

作家李唐的小说《菜市场里的老虎》，以一种

寓言化的方式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年成长的情感历

程。小说中少年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面对

伤害只能选择隐忍与逃避，并通过伪装来保护自

己。小说的第一句话“人真的能确切地表达自己

最真实的情感吗？”写出了少年内心强烈的人生

追问。“他与菜市场里的老虎相遇，是在刚上中学

时。那个时期，他第一次产生了逃离的念头。逃离

这个家庭，逃离整日的叹息不止、对一切都看不

过眼的母亲，逃离沉默不语、也只会用沉默对抗

生活洪流的父亲。”也许每个人的成长都有一个

千方百计想要逃离但却无能为力的“父母”或者

“屠夫”，而每一个人也有一个陪伴在自己身边不

愿让别人发现的“女孩”或者“老虎”。老虎的存

在像童年时期孩子的精神信仰或者美好幻象，它

是弱小与无能为力的儿童在大人世界中受伤后

的情感支撑。小说中，少年的母亲与父亲离婚了，

母亲想要带着少年离开这座城市，父亲也表示了

迫切的挽留，“他觉得真实的自己正飘荡在客厅

的上空，幸灾乐祸地注视着这一幕，只在这里留

下了一具空壳，他看着这具空壳翕动着嘴唇，缓

缓吐出几个字：‘我无所谓’。”一句简单的“无所

谓”，道出了少年内心无穷无尽的伤痛。但少年没

有声嘶力竭地表现出来，而是用一种玩世不恭的

态度来隐藏自己的伤痕，这种把泪水埋藏在心里

的苦痛，同样体现在小说的结尾。当少年看到赤

裸的男人与床上的女孩时，他在第一时间是愤怒

的，可当男人发现了少年时，少年却选择轻轻放

下要射向男人和女孩的弓箭，转身离开。同时，他

也看到了一个庞大的身影消失在茫茫雨夜。此

刻，少年心中憧憬的所有真实与虚无的美好瞬间

崩溃。

班宇的《逍遥游》讲述了一位名叫许玲玲的

女子，在她短暂的生命里，幸运对她而言毫无交

集。父母离异后，紧接着她又得了不治之症，性

格倔强的母亲在某一天突发脑溢血去世。一次

偶然的机会，她与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旅游。在

旅游的过程中，许玲玲感到了友情带给的她久

违的温暖。可晚上，她亲眼看到两位挚友睡在一

起，内心的温暖即刻消失殆尽。当她提前回到家

时，又发现自己的父亲正在家跟别的女人亲近。

这让本已病入膏肓的许玲玲的心从冷却到僵硬。

小说结尾，“我缩成一团，不断地向后移……光隐

没在轨道里，四周安静，夜海正慢慢向我走来。”

这篇小说中，作家班宇对情绪的表达是克制与冷

静的。他没有写到许玲玲面对悲惨命运之时的悲

痛欲绝，而是用细腻的笔法展现了她内心不断堆

积的伤害。这种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对“自我”审视

之中的写作方式，在“90后”作家中普遍存在。尽

管“自我”的理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受到

作家关注，但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急剧膨胀和扩张

等原因，这个理念也“发展到了缺乏自律、不受监

督的可怕地步”。（程光炜语）“90后”作家们重返

“自我”理念，并能够保持克制与冷静，这是他们

的闪光之处。与此同时，在内隐性写作方式的克

制下，他们又结合时代特点与自我人生经验，把

社会变迁之下自我感受到的孤独无依和迷茫感呈

现出来。

爱尔兰诗人、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伊斯说，“艺

术家以与自我直接关涉的方式呈示意像。”“90后”

作家们一出生便生活在视听盛世的环境之中，在

此影响之下，他们能够天然地做到对文学作品的

时空自由组合与切换，在作品中有很强的表现力

与画面感。王苏辛《所有动画片的结局》里，作者打

破了时间顺序，给读者呈现的是一种悬置的时空。

在看似无序、非逻辑以及偶发性的、细腻的无意识

联想中，作者面对社会的巨大发展以及无法预料

的社会现实，流露出了带有他们这一代特点的感

伤情怀。这种交错复杂的情感中，既有少年成长中

蜕变的苦痛，也有他们对自我内在精神和世界本

源的追寻和对自我主体性的坚守。

我从未长大，但我从未停止成长

爱默生曾说过，“一个人怎样思想就有怎样的

生活”。“90后”作家尽管已经成年，但他们保持了

一颗孩童般的心灵。他们常常通过讲述、叙述的怀

旧姿态，尽全力地追逝曾经遗失的美好。“90后”出

生的一代都成熟较晚，即便是已经快到而立之年，

也未完全摆脱孩子的稚气与天真。同时，相对富足

的社会环境也不迫切地需要他们担起社会重任。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使命

感，他们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呈现所认知的时代

与历史。明末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的开篇便讲

到“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

种观点对当下“90后”的写作来说最恰当不过，这

是对五四以来纯文学创作“初心”的致敬与回归。

“90后”作家们不会去挥舞着纯文学的大旗高声呐

喊，他们只是用安静的方式和朴实、真切的文字讲

述有关“自我”的所见、所思、所想。

“90后”的小说更多的是成长小说。他们对自

身这一代人的成长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对成长中

必然要面临与体验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保持着

乐观的态度。他们愿意挖掘并保持自身的时代特

色，以探寻“自我”为突破口，不断思考如何通过自

己的成长来获得更多的人生体验与思考方式。

在《所有动画片的结局》中，作者写到了童年

时看过的每一部动画片都已经深深地印上时间的

痕迹，“只是他们各自的迷茫程度不一样，有的人

更清晰一些，有的人更混沌些。他们是一个整体，

他们彼此是如此不同，但他们正在构成眼前的整

体。”小说中提到的“迷茫与混沌”，与“90后”们一

出生便天然地生活在一个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

环境有关。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他们面临的困境

其实非常多。他们不但从小要置身在飞速变化的

世界中，也要独自面对着繁杂的社会现实与碎片

化的信息。在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他们表面上是

“见多识广”，但实际上却常常面临“选择的困难”

与“影响的焦虑”，从而产生一种虚无的“迷茫感”。

“90后”作家的写作特点则是对所发生之事物，保

持着静视与远观的姿态。他们很少在作品中夹杂

过多的私人情感，他们更愿意采用近似于非虚构

的写作模式来呈现他们眼中所看到的一切，力图

无限抵达艺术化的真实，这是他们对回归写实主

义精神的一个探索与尝试。

徐畅的小说《鱼处于陆》讲述了主人公“我”的爸

爸和妈妈的故事。小说中，爸爸妈妈无辜地成为了金

钱社会下的殉葬品。“我的”爸妈其实是千千万万

“90后”的爸妈。如今他们已人到中年，当初那些崇

高的人生理想因时代的剧变实现的又有多少呢？或

许，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社会畸形快速的发展，让

很多人只重视金钱而忽视了人之为人的最本真的美

好。在“我”的爸妈人生悲剧的背后，表明了作者能够

结合自身，对社会普通人物的关怀。小说中提到妈妈

给“我”讲西西弗斯的故事，或许就是作者对希望与

人性本质的反思，尽管微弱，但坚韧有力，发人深省。

受社会、时代、历史等因素的影响，“90后”常

常在世界观与价值观的评价与认知中上无所适

从，甚至出现鲜明的矛盾性特征。他们的情感波动

也常常在这种转瞬即逝的信息化世界里显得微不

足道。但这并不意味着“90后”的一代是永远安享

在“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绝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

般稚嫩，在传统文化意识和现代文化意识的抉择

中，他们选择了挖掘自我的主体性，用自我对生命

体验的认知，不断“向内转”，对时代资源与精神资

源进行抗争与互动。因此，他们的作品里摆脱了形

式化的桎梏，保留了他们这一代人对社会与历史

艺术化的真实与真诚，从而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

属于他们这一代的独特声音。

（作者单位：山东体育学院）

一

“杨八住在西山运河里的东北角，越过火车道往

山上走200米，拐过一个垃圾点就到了。这里杂乱又肮脏，走

入胡同，路的两侧是臭水沟，街道干部曾经多次组织清理，但成

效甚微，除了冬天，其他三个季节都是臭气熏天令人窒息的。

倒退一个世纪，这里曾经是法场，专门砍人头的地方，十几年

前，人们盖房子的时候还挖出过白骨，白骨的头和身子是分

家的，脖子上的那根骨头有明显的刀痕，人们都说，那肯定

是个重犯。”

这是小说《头顶一片天》的开头。与时下流行的很多小说

一样，小说的名字与小说的内容，就如能指与所指一般任意、松

散，尽管小说中李大国一再声言，姐姐就是他的“天”，我们也可

以从中窥探出小说名字和内容的关联。还是据小说改编的电

影来得直接，干脆就叫《捐赠者》。

虽然抱怨了小说的名字，但这段开场白有个词特别吸引

我，就是“砍人头”。我一下子就想起来王德威的《从“头”谈

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该文分析鲁迅与沈从文同样目睹

砍头的情景，但在日后的文学呈现上却截然不同的前因后果。

我在此是借用一下这个富有深意的题目，因为王可心并未说

过，她目睹过“砍头”，虽然她在几篇小说中反复提及的那个“西

山”曾经是法场，是“砍人头”的地方。在《头顶一片天》中，出现

了几个“头”字，我以为，可算是理解王可心部分小说创作的核

心和关键之处。

二

西山是曾经的法场，砍人头的地方。我们一般理解，法场

就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

的地方。杀的是十恶不

赦之人，告慰的是受害受

欺的人。但人世间的善

与恶、罪与罚，果真如砍

头那般干脆果断、清晰明

了，刀起头落血债血还

吗？我看未必。这人世

间最大的悲苦就是这“未

必”，刀起头落也斩不断

这俗世红尘中的魑魅魍

魉与恩怨情仇。

杨八一家三口住在

西山，这是“吉林市最穷

的人住的地方”。杨八夫

妇原来都是市一建的工

人，后来都下岗了。这是

历史潮流，他们无法抗拒，但日子终究要过，两口子打零工，但

这“朝不保夕，一家的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生活的拮据经常

会让杨八想入非非，比方说买彩票中大奖，再比方说，走路的时

候让有钱老板开车把他撞死，得一大笔赔偿金”。梦想照进现

实谈何容易？买彩票自然是入不敷出，也没有倒霉的老板撞上

杨八。当杨八看到求肾的广告后，他毅然决然决定卖掉身上的

这块“肉”。生活不难到一定的份儿上，谁会这么做？

《乐园东区16栋303室》中的陆大壮和杨八相似。他家也

住在西山，日子过得也艰难。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

陆大壮和杨八来说，虽然各自的“经”不一样，却是一样“难

念”。陆大壮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两居室内，父母一间，大壮和弟

弟一间。男大当婚，但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到西山来；即便肯

嫁过来，又住哪儿呢？难题有时是无解的，有时又是“迎刃而

解”的。陆大壮一家的“难”，就“恰逢其时”地解决了。陆大壮

的领导开车撞了人，领导说大壮如果替他“顶罪”，他就分给大

壮一套三居室。陆大壮答应得干脆利落，决绝的姿态丝毫不亚

于杨八。

《春天里》的何梅英虽然不住在西山，但她的生活也不比住

在西山的杨八、陆大壮好。何梅英结婚的当年就下岗了，后来

找了个推销保险的工作。丈夫王大吉是4S店的油漆工。29岁

那年被确诊为不孕症后，何梅英“挨丈夫的打骂就成了她的家

常便饭”。她想过无数次离婚，但离不起，因为无处栖身。何梅

英长得不好，嫁得也不好，娘家也不待见她，离了婚，她就一无

所有，起码现在还有个男人和她过日子。穷和长得不好，就是

何梅英的“西山”。

西山代表着“穷”，西山也代表着一种不可改变的力量。

“穷”就是杨八、陆大壮、何梅英们的“西山”，也是这些男男女女

可怜命运之“源头”。他们的命运是从这儿开始的，最后也是毁

于此的。贫穷不仅限制了想象力，对于杨八、陆大壮、何梅英们

来说，“想象力”恐怕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词语，因为这太

遥远，也太奢侈了。贫穷于他们而言，就是一台“复印机”，原封

不动，一成不变地复制着几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不知道是生活

的惯性，还是命运的强大，在这些无可改变的逻辑中，生活的航

船还没有扬帆，就已经注定了结束航程的方式。

杨八们早已领教了生活之不可改变的强大力量，所以指望

儿子“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出人头地，要做个用头脑挣钱的

人，血的教训让杨八痛恨体力劳动，他想让儿子当白领坐办公

室”。有了“西山”这个“源头”，杨八们的儿女们能够“出人头

地”吗？能用“头脑”挣钱吗？

三

某日，杨八不知为何一头撞到电线杆子上，头晕眼花之余，

看到了一则求肾的广告。买肾的人叫李大国，为了给他姐姐换

肾。两人顺利成交，手术也很成功。杨八正指望着15万的巨

款“改天换地”呢，可谁知，移植后的结果不理想。杨八有些内

疚，一度想把钱退回去，可李大国不要钱，他想要杨八儿子的一

个肾，一张支票甩给杨八，多少钱随他填。杨八一口回绝，如当

初卖肾时一样坚决。杨八换了手机，想给儿子转学，总之要躲

开李大国。但他的一切都在李大国的掌握之中。无奈之下，杨

八到医院，杀死了李大国的姐姐，保住了儿子的肾。

陆大壮用自己6年的自由换了一套三居室，一家人离开了

西山，陆小壮也如愿结了婚。可陆大壮从监狱出来后，却没有

了“容身之所”。说没有不准确，他也住进了三居室，但不“容”

在弟媳的只言片语、举手投足中看得真切、详实。六口之家挤

在小三室里，和在西山时候一样，各种“住不开”。惟一的差别

是从平房搬到楼房，而生活中的“难”，如磐石一般坚硬地矗立

着。最后弟妹铃铛“设计”了大壮强奸她的“现场”，逼走了大

壮。但大壮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在里面的时候，全骨盆骨

折，下边也坏了”。大壮的“远走高飞”，家里不“挤”了，但这个

家还能风平浪静吗？

王大吉的弟弟和弟妹旅行前，在何梅英那儿买了保险，旅

途中两人出了意外，留下了儿子大宝和一张保单。何梅英为了

那张30万的保单，把大宝过继到了自己家，正好是一举两得。

何梅英对大宝倒是视若己出。但保单的事情还是露馅了，30

万没了，就剩下了大宝，王大吉自然又是对何梅英一顿暴打。

何梅英这次铁了心要和“相好的”铁三“私奔”，人都到了机场，

却又回去了，理由是“怕大宝的丸子不够吃”。

杨八一头撞上了电线杆子。这“一头”就是生活中的“偶然

性”。陆大壮的“顶罪”，何梅英的“保单”，与之异曲同工。这

“一头”似乎是要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生活要“见亮”了，结果

却是煮熟的鸭子飞了，生活还是那个“熊样”，甚至比原来更

糟。突来的“偶然性”，改变不了西山和生在、住在西山的人的

“必然性”或“宿命”。对于西山的人来说，“偶然性”从来都是

“雪上加霜”，而不是“雪中送炭”。在杨八、陆大壮和何梅英的

身上，这种“必然性”的顽固、坚韧和不可改变，我们看得真切，

也看得痛心、绝望。

四

王可心的《头顶一片天》《乐园东区16栋303室》《春天里》

几部中篇小说，从题材上来说，都是近年来流行的“底层文

学”。西山就是“底层”，杨八、陆大壮、何梅英就是地道的“底层

人”。“底层文学”的流行大概也与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有关。与

有些“底层文学”的“宏大叙事”不同，王可心的这些“底层写作”

写的都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之类的琐事。她不写与底层生活

密切相关的“历史抉择”与“历史转型”的过程，她只写“抉择”与

“转型”的结果。或许她认为，那些“宏大叙事”都不是升斗小民

可左右的，他们只能承受这些“结果”，面对“生命中不堪忍受之

重”，他们只能选择隐忍。对于李大国的威胁，杨八没有选择

“法律手段”，而是杀死了李大国的姐姐。这样的结局其实是极

具隐喻性的。在“资本”的横冲直撞之下，“底层”的正义和公道

谁来伸张？

在王可心的小说中，她没有给杨八们或“西山”找到一个

“合理”的出路，这些人的命运似乎应了黑格尔的那句老话，存

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结局，理解为王可心的无

奈、无力或绝望。但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文学的软弱与无能。在

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我们也没有勇气和力量给杨八们一个公

道，哪怕是一个迟来的“正义”，也没有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

望。但反过来说，王可心这么写也是一种无望的“悲悯”，她或

许不想用“虚构的温暖”去麻醉冷峻、残酷的现实。

在杨八们的视野里，有的只是“鲜活”的生活，而没有改

变现实生活的“历史图景”，或许在作家那里也没有这个

“历史图景”。没有“历史图景”的文学，也只能如此这般地

“呈现”生活，而这正如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说的那样“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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