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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长篇小说的收获说明，作

家们的创作心态越来越成熟和沉稳，

外在的干扰已经敌不过文学内在品

质的自然生长。

期待丰富小说的精神内涵成为

作家们在写作中最首要的目标。

20192019年长篇小说年长篇小说：：

人物人物··思想思想··城市城市
□贺绍俊

2019年对长篇小说而言是很重要的年
份，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就在这一年评选，最终
评出了《人世间》等5部作品。为了参与茅盾
文学奖的评选，出版社攒足了劲赶在这一年
的前夕把他们所认为的好作品推出来。按
说，这一年也就只会是长篇小说的小年了。
然而到了年底一回望，竟然惊喜地发现，我们
在长篇小说园地里的收获不菲。我想，这不
应该是意外的收获吧，它或许说明作家们的
创作心态越来越成熟和沉稳，外在的干扰已
经敌不过文学内在品质的自然生长。

人 物

成熟和沉稳，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作家的
创作心态，而且也可以描述作家对长篇小说
这一文体的理解和把握。传统的长篇小说强
调塑造人物的重要性，这似乎应该是长篇小
说的一条铁律。经典作品无不是给我们留下
了文学典型人物形象。我们对当代长篇小说
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作家不再把精力放在塑
造人物上。但是2019年的长篇小说留下了
不少具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阿来的《云中
记》是这一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小说以特
别的构思来缅怀10年前在汶川大地震中失
去的生命，而小说的主题正是依靠一个特殊
的人物形象来完成的，这就是小说主人公阿
巴。阿巴是云中村的祭师，他代表了传统信
仰，但他同时又被政府选定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这意味着他要把传统信仰与现代
文明连通起来。阿巴是一个对生命充满着爱
怜的人物，在阿巴的心目中，人与大自然是相
依为命的，因此，生与死不仅关乎人类，也关
乎大地和自然。人类的生死是与自然的生死
相沟通的，人的情感也会移植到自然草木的
情感上去。面对大自然，阿巴的灵魂开窍了，
生态文明在他的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阿
巴既吃过人类文明不尊重自然的苦头，他也
被现代文明激活，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会在大
地灾难面前滋生出一种对整个生命体系的

“哀怜之情”，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态之情，
阿巴可以说是一个由生态意识凝聚而成的文
学形象。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这一年
长篇小说又一个重要收获。这是一部具有极
其强大冲击力的作品，它的冲击力来自于主
人公郁漱石。这是邓一光精心塑造的一个人
物，是一个拒绝战争却又敢于直面战争的悲
剧式英雄人物，在当代文学的战争小说系列
里，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典型。郁漱石
内心具有强大的和平主义情结，他看透了战
争的本质，但在炮火连天的时刻，他不得不参
与香港保卫战，他成为了日军的战俘，在战俘
营里，他更像一名顽强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
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

黄孝阳是一位痴迷于以现代理念来结构
小说的作家，过去并不看重人物形象在小说
叙述中的作用，但在《人间值得》中，他也把塑
造人物作为小说的第一要素来对待了。他塑
造了一个恶人张三，这个人物贪婪、龌龊、堕
落、冷血，但他又是一个有着自我认知焦虑的
恶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恶来自哪里，他是
从社会经验中得到了“朴素真理”，但这些朴
素真理在他身上却拓展出恶。黄孝阳在小说
中说这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通
过这个恶人的塑造，黄孝阳坚定地贯彻了自
己的思想意图，他要将形而下的恶推演至形
而上的自由状态。

麦家发挥他对密码符号钻研透彻的优
势，在《人生海海》中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神
秘性的上校形象。上校的身体成为一种秘密，
封存了历史的复杂多变，他以一种不变应万
变的方式应对人生的坎坷，只求好好活下去。

在2019年长篇小说的人物序列中，我还
发现有一组正面英模人物形象特别抢眼。如
反映现实生活的《战国红》中的杏儿、《经山
海》中的吴小蒿、《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反
映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新世界》中的侯春
生、《穿插》中的凌云峰，等等。这几部作品都
可以称之为主旋律文学，如前三部反映现实
生活的小说都是以扶贫工作为主题的，后一
部则是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主流文学一直
倡导写好主旋律作品，希望主旋律作品不仅
思想性有保证，而且还要做到可读性强，有文
学性。但主旋律作品却是因为其思想主题的
明确规定性，要在文学性上有所建树显得比
较有难度，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的概念化和模
式化更是主旋律作品的一大瓶颈。因此，当
我在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看到这么多生动
感人的正面英模人物形象时，就觉得这真是
值得认真对待的创作现象，它在如何塑造正
面人物形象方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如滕贞甫在《战国红》这部写扶贫工作的
作品中并不是重点塑造一名扶贫干部，而是
塑造了一位贫困乡村里的年轻女孩杏儿。年
轻美丽的杏儿心地善良，冰清玉洁，更重要的
是，她还会写诗。她的诗都是从心底流出来
的，也是她表达真情的一种方式。这个人物
的象征意蕴也非常明显，她就像是埋在乡村

的一枚战国红玛瑙，因为扶贫干部的到来，她
的价值也显现出来了。

赵德发则是从成长的角度塑造一位基层
干部的形象。《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是一位农
家女子，在城市读了大学又回到乡镇工作，正
是乡村的脱贫和新农村建设工作，让她一步
步从“小我”的世界里走出来，自觉担当起地
方文化建设的重任，在申遗、丹墟考古、办祭
海节、建渔业博物馆等一桩桩实际工作中找
到了自我的定位。这一形象在当代青年中具
有一定的典型性。

杨少衡的《新世界》讲述的是共和国成立
之初发生在闽南一带的反特剿匪故事，小说
主人公侯春生无疑是一个革命者形象，他忠
于革命事业，在斗争中勇敢坚定，同时他又是
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使他常常对敌特分子
的伪装和狡诈估计不足，对人性的复杂和多
变也缺乏认识。但作者并不是将这些纯粹当
成是英雄人物的缺点来写。事实上这些所谓
的“缺点”从根本上说体现出侯春生对新中国
这一他心目中的“新世界”的美好想象。他觉
得这个新世界就是要让人人都过上幸福美满
的日子，他怀着这样的愿望去对待每一个
人。尽管他因为善良而在复杂的斗争中有所
失误，甚至在关键时刻他牺牲在连文正的枪
下，但他的伟大人格和美好人性也终于让连
文正没有彻底泯灭人性之善。过去我们的主
旋律作品在塑造英雄人物时，一度将人物写
成完美无缺的英雄，使英雄人物既不真实也
不亲切。后来就给英雄人物加上一些缺点和
毛病，这似乎成为写英雄的一条基本规律。
但这样的写法往往不是对人物的整体把握，
优点和缺点只是在一个人物身上的简单相加
拼接。杨少衡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对侯春生
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有创新之处的。

徐贵祥在《穿插》中塑造的凌云峰是一位
战争年代造就的英雄，但这位英雄的身份和
经历又特别的扑朔迷离，这种扑朔迷离传达
出作者对于历史和英雄精神的重新审视和理
解，在他看来，英雄精神应该是一种能够超越
具体历史约束而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精神。

思 想

2019年的长篇小说对于世界的描述同
样是多方位的，呈现出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
世界，而照亮这个文学世界的则是作家新颖
而深邃的思想。

在谈到新颖而深邃的思想时，我首先想
到的是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我在阅
读这部80万字巨大篇幅的作品时，始终被一
股强大的思想光芒所笼罩。我以为这是一股
可以打开不同文化差异之门的思想光芒，是
一部可以与世界各民族的战争小说进行对话
的中国文学作品。思想光芒来自作者宏阔的
胸襟，他将香港保卫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视
为二次世界大战因果链中的环环相扣的存
在。思想光芒也来自作者对战争本质的反
思，他从和平思维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与和平
的问题，其思考的深度和视域在中国当代战
争小说中都是非常稀有的。他通过刻画人物
内心的恐惧来提醒人们一定不要忽视战争对
于人类文明的破坏性。

生态意识对作家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可忽
视。比如阿来在《云中记》中就表现出相当清
醒的生态意识。阿来就像一位博物学家，在
小说中细致生动地描述阿巴眼前各种各样的
树木花草、禽鸟虫兽，不仅写到它们的一动一
静，而且还写到它们的习性和功用。阿来的
文字让我联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和怀特的
《塞耳彭自然史》，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生态
文学自然书写的楷模。阿来就像梭罗和怀特
一样，在书写自然时完全将自己的身心融入
其间。但阿来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
要比梭罗更全面，体现出一种生态文明时代
的高度。因此，他不仅对现代文明保持着批
判的姿态，而且也对现代文明的更新和发展
充满了期待。

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同样是一部高扬生
态意识的作品。小说所描写的对象是神农架
的动物、植物和风情文化，陈应松对森林倾注
了极大的感情，全篇几乎六分之一的篇幅都
是关于森林风景的书写，森林的呼吸以及森
林的喜怒哀乐都通过陈应松的文字传递了出
来。小说的批判意识非常鲜明，但陈应松似
乎也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因为提倡
生态理念而能得到完美的调整，森林太神秘，
森林又是沉默的，人类还需要怀着虔诚和敬
畏之心去面对森林和大自然。生态文学是一
个比较时髦的概念，但现在有些生态文学只
能算是伪生态文学，并非在反映人与自然的
关系时，放低人类的姿态，或干脆对人类批判
一通就生态了。生态文学同样不能迷失人的
主体性。生态文学应该是将生态主义与人本
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
进到更高层次的文学。《云中记》和《森林沉
默》就是这样的作品。

二湘是近些年引人注目的海外华裔作家
新人，她的《暗涌》是一部具有全球化语境的

小说，作者以一双超广角的眼睛，将发生在不
同世界的现实——无论是喀布尔的人肉炸
弹，还是深圳大厦内的P2P风暴——置于同
一个平面上。她的叙述带有清新的大洋彼岸
的现代气息，而从笔端流出的文字又浸透了
东方文化的意蕴。这也是一部关于心灵和爱
的小说，作者心有戚戚地书写到恐惧经历如
何让主人公的内心变得漆黑一团，但她赋予
那些美好的人一个坚定的信念：有爱就有光。

有些思想发现往往是作者不经意间获得
的，如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小说写了两
个农村女孩进城后的命运变化，也许从故事
层面来说并没有超越类似题材小说的地方，
但作者通过对两个女孩的身体写作揭示出女
性身体的另一面，即女性身体不仅存在作为
性别的身体，还存在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
小说中的罗锦衣是在牺牲自己作为性别的身
体，而甄宝珠则是在牺牲自己作为劳动工具
的身体。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主义非常关注
女性作为性别的身体，但偏偏忽略了女性作
为劳动工具的身体。

盛可以的《息壤》通过三代女性的生育史
书写了女性的身体反抗和无奈，息壤是传说
中一种可以自动生长的土壤，盛可以大概是
以此暗喻女性的子宫，并慨叹什么时候它才
会真正成为女人的“息壤”。

我之所以把梁晓阳的《出塞书》放在“思
想”这一节来评述，是因为作者在文体上的思
考之剧烈。这是作者十来年间往来于新疆和
广西两地的真实记录，他将非虚构和真情实
感带入小说叙述中，获得了一个令人惊异的
文本。

梁鸿的《四象》似乎是要尝试以思想逻辑
的方式来架构小说世界，她将“四象”这一古
人的形而上理念转化为小说的四个人物和春
夏秋冬的时间序列，自我的体验和意识流弥
散在叙述之中。

徐皓峰的《大地双心》则是另一种特异之
感，这或许与作者的电影导演身份有关，小说
有很强的画面感，叙述的流畅度仿佛来自一
位导演对镜头自如地掌控，小说将新旧交替
时代下人物的多面性描写得特别充分。

城 市

自中国现代文学以来，乡村叙述在小说
领域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但这种状况开始
发生了改变，城市逐渐成为了小说最显著的
空间。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时代大背景下，
城市正在上演一出又一出时代大剧，我们也
有理由期待在城市这个空间里孕育出更多有
分量的作品。从2019年的小说中也能看出
这种变化趋势的端倪。

但是让我感到惊喜的并不是仅仅因为城
市成为小说的主角，而是因为这些小说多半
都是在揭露人性的秘密上做文章。作者们发
现，在城市这个深邃而又隐秘的空间里，人性
的复杂性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如果说以往
的乡土小说主要是在伦理上做文章，那么现
在的城市小说则主要是在人性上做文章。

陈希我在《心！》中写了一种罕见的“心碎
综合征”，作者通过众多人对主人公林修身的
描述，试图要揭示出人心是如何碎的，身与心
是如何分离的。

格非的《月落荒寺》是一部直击中年人生
存困境和情感迷乱的小说。小说以某大学老
师林宜生事业上的成功和婚姻、家庭上的失
败为主线，串连起一群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
子，他们的生存与精神仿佛总是处于分离状
态，弥漫着一种虚无感。这种虚无感非常准
确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庸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
本质之间的强烈错位。

在城市书写中，知识分子无意间成为了
主角。如张柠在《三城记》中以一个“80后”知
识分子作为主角，作者通过他在北京、上海、
广州这三座最代表中国现代化的城市里的精
神历程，得出一个比较沉重的结论：中国的都
市人在心性上跟末世农民并无不同，我们尚
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

孙颙的《风眼》写了从事出版职业的知识

分子。小说讲述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在改革
开放来临之际，因“市场经济常识丛书”的出
版而遭遇的风波，出版人处在“风眼”口，他们
的坚守和应对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在特定年代
的思想风貌。

城市小说无疑将日益占据更多的舞台，
这不仅因为城市在现实中处于绝对支配的地
位，还因为作家们的体验越来越依重于城市
生活。付秀莹是一位写乡村非常出色的作
家，但她并没有完全沿着《陌上》这一乡村小
径走下去，她的《他乡》非常真实地表达了她
在城市生活的体验，将城市作为一个乡下女
子自我奋斗的场所，书写了现代女性在城市
的精神历练。这也是一部充满女性意识的小
说，所谓他乡其实更是一种性别的存在，觉悟
后的中国女性意识应该怎样去破解现实与精
神的困境，这是小说主人公的难题，也是今天
中国城市女性无法绕开的难题。

擅长写乡村和矿井的刘庆邦自然而然地
更关注城市中的乡土印记，比如他在《家长》
中所写的主人公王国慧就是一个因为政策的
改变而由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在王国慧家
庭里所展开的各种矛盾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城
市的现实，也反映了城乡文化的冲突。

池莉和张欣的文学风格都是被她们各自
生活的城市武汉和广州所塑造的，她们也是
城市小说执著的开垦者，一直围绕一座城市
进行城市小说的写作。池莉的《大树小虫》通
过一个“富二代”与一个“官二代”的联姻以及
生二胎的故事，将家族叙述引入到城市小说
中。张欣的《千万与春住》写了一对相伴成长
的姐妹，她们一个出身权贵之家，一个则是家
道中落，却各有难言之隐，惟有相互取暖共克
时艰。小说不仅写尽南国繁华，也充分映射
出时代变幻之诡秘。

薛燕平同样是一位坚持写城市的作家，
但她写的是城市的历史，写北京逐渐消失的
胡同文化和市民生活。她在《宽街》中塑造了
一个平凡普通的母亲形象素花，带给人们一
种温润的京城记忆。

吕铮的《无所遁形》关注了城市的另一
面，即与城市发展相伴而生的欺诈、盗劫、凶
杀等罪恶行为。这部小说以大数据天网追踪
为主题，讲述了警察与罪犯斗智斗勇的故事，
尽管广布“鹰眼”，遍架天网，仍然会有监控盲
点，于是城市成为了科技与人心相对抗的空
间，人民警察的职责则体现在要让一切隐藏
的罪恶无所遁形。

程青的《湖边》也是与犯罪有关的，这是
一个杀妻骗保的故事，案情并不复杂，但案件
带给众涉事人的心灵震荡和人性变异，才是
小说重点要表达的内容。

方方的《是无等等》写的是房地产大骗局
的故事，方方发挥自己会讲故事的优势，将这
个故事讲得风生水起，同时也依旧保持着她
揭露社会问题的犀利和深刻。本来大骗局会
被一桩杀人冤案掩饰过去，但一位弱者的愤
愤不平又将骗局的真相一点点撕开。结局更
耐人寻味，警察破案了，即将实施抓捕行动，
但这时才发现，这些诈骗犯们早已陆续移居
国外了。可以预料，犯罪和打击犯罪将是城
市小说中的重要元素，但对于作家而言，固然
是要使一切罪恶无所遁形，而更重要的还在
于要使人性的隐蔽黑暗无所遁形。

尽管蒋韵的《你好，安娜》中人物所活动
的空间主要是在城市，但我知道将其放在城
市小说这个范畴里还是非常勉强的。蒋韵是
一个始终追求精神性的作家，她的大部分小
说可以称为精神小说，倒是执著于对人性和
人心的探寻这一点，《你好，安娜》与城市小说
的写作趋势不谋而合。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
是写几个年轻人相互纠缠的青春岁月和爱
恋，而在各自的内心埋下隐隐的嫌隙，也使主
人公一生背负着深深的愧疚而寻求自我救
赎。它关乎承诺，也关乎救赎，是一种让人的
精神获得净化和洗礼的叙述。

以蒋韵的小说作为这篇年度评述的结
尾，也包含着我对小说的一种期待，期待丰富
小说的精神内涵成为作家们在写作中最首要
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