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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长篇小说年长篇小说：：

关于战争关于战争、、城乡城乡、、新人的备忘录新人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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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需要假定一种“总体性”，历史与现

实为文学创作预设了很多难题，年复一年的创作则

提供着或对或错的答案。当后世研究者在梳理历

史、城乡、“新人”等重要文学史命题时，会发现

2019年出现的一批长篇小说作为个案，充满启发

与暗示。

真正的长篇战争文学

从十七年时期的《铜墙铁壁》《保卫延安》《铁道

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红高粱家族》《灵旗》，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的

天空》《风声》《牵风记》，文学史中一直有一条关于

战争的“红线”。文学如何书写战争，关乎一个民族

如何理解历史。包括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

王松的《爷的荣誉》、麦家的《人生海海》、徐贵祥的

《穿插》、周建新的《锦西卫》、杨少衡的《新世界》、梁

鸿的《四象》、徐皓峰的《大地双心》、周恺的《苔》等

作品在内，2019年出现了一大批关于战争的重要

长篇作品。未来的文学史在延续有关战争的那道

“红线”时，会发现文学对于战争的理解在2019年

前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爷的荣誉》用二爷旺福这样一个让人热血沸

腾的强人形象，串起了乡村世界中的痴男怨女、江

湖恩仇，小说不仅写出了战争的传奇性，更写出了

战争的非理性。在文学史家的眼里，这或许可以视

作一部延续了新历史小说命题的作品，也许在思想

性上并不拔尖，但作者在虚构故事上的才华令人惊

叹，整个小说如同多条景观丰富的羊肠胡同缠绕在

一起，枝蔓无数、引人入胜。

当代文学史中，除了杨子荣等少数几个“定型

化”的人物，少有深入人心的地下情报人员形象，但

这一类身处“无间地狱”的人们却值得大书特书。这

就决定了麦家的小说必会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

《人生海海》的主人公既被敬称为“上校”又被蔑称

为“太监”，整部小说就是为了揭开他身上的秘密。

秘密的核心是主人公腹部的一行刺青，所有人都好

奇刺的是什么，主人公则拼命隐瞒，情节的张力就

在这一揭一掩之间。

当代文学史上，作家大多从家国仇恨、英雄传

奇的角度书写战争，少有纯粹从“人”的角度出发的

作品。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或许实现了这

一突破。这是一部关系到军事、政治、经济，描写“全

面战争”的小说，也是一部超越狭义民族和国家的

小说，更是一部从“人”的立场出发的小说，操持中

文、英语、日语的主人公进入战俘营，牵连、见证着

各国士兵失去了国籍后，仅仅作为人的权利与战争

之间的尖锐矛盾。邓一光在开篇就写“远离战争，不

论它以什么名义”，这是就现实层面而言的；文学应

该了解战争，进而反思战争，从文学史的角度，《人，

或所有的士兵》翻开了新的篇章。

城乡颠倒以及城市叙事的内核

当代文学史中，乡村叙事占据支配性地位。但

是在201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这种情况正在发

生改变。一方面,城市叙事多到写作者不再强调“城

市”这一渐成共识的叙述背景。另一方面，以乡村世

界为叙事空间、以小农生活的经验与情感体验作为

内容的长篇小说几乎消失了，城市也不再是乡村的

“镜像”，反而乡村变成了城市的“他者”。

马金莲的《孤独树》、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等

作品都佐证了这一趋势。乡村年轻一代不惜代价追

求城市生活，乡村与城市从平行关系变成了从下到

上的等级关系。这种变化滋生了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等问题，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道上，到处都是迷

茫的人们。对于文学史而言，这一类创作很难再暴

露新的社会问题，需要作家完成的则是寻找更贴切

的视角进入问题，将已有的情绪体验进一步深化。

阿来的《云中记》在题材和写作时间上都具有

特殊性。小说写了震撼全国的汶川大地震，但采取

的却是颠覆常理的视角。祭司阿巴既不是救人的英

雄也不是受难者的家属，经历了灾难的他不追求重

建家乡或更好的生活，而是去追赶即将消失事物的

脚步。借此，阿来看到了现代都市文明崛起与乡村

文明土崩瓦解之间的深层联系。许多研究者将“挽

歌”概括为近一二十年来乡村叙事的美学特质，而

在一些小说中，“挽歌”已经从隐约的美学层面直接

变成了小说的情节。祭司阿巴的招魂仪式仿佛就是

一曲挽歌，宣告着文学史的一个转折，无论前方迎

来的是转型还是终止，《云中记》都将是重要节点。

相比之下，城市叙事则蔚为大观，格非的《月落

荒寺》、张柠的《三城记》、张欣的《千万与春住》、付

秀莹的《他乡》、陈希我的《心！》、刘庆邦的《家长》、

孙颙的《风眼》、二湘的《暗涌》、方方的《是无等等》等

都是代表作品。过去文学史在阐释乡村叙事的重要

意义时，也多少对文学面对城市化经验力有不逮表

示担忧。但2019年前后，我们渐渐发现，作家已经基

本对城市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有了理性的把握。

得到、失去、寻找、焦虑……所有的城市叙事几

乎都与此有关，其内核是什么？在《月落荒寺》中，格

非借心理医生之口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当代城市人

种种无关生死的负面情绪，都可以归结到弗洛伊德

所说的“抑郁”之中。从故事和人物形象的角度看

《月落荒寺》都略显平平，但是从思想的角度，这部

作品是作家对书写城市知识分子与现代性体验的

一个总结，甚或也解释了困扰文学史的一些难题。

矛盾“新人”

从《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旗帜》到“江南三部

曲”，格非塑造了一系列思想大于行动、内在矛盾大

于外在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围

城》里的方鸿渐、《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废都》里的

庄之蝶、《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李洱笔下的“应

物兄”加之格非的代表作品，构成了人物性格鲜明

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虽然这些形象无一例外看似

优柔寡断、一事无成，但他们的软肋恰恰见证着不

同时代人们“痛点”的转变，换言之，这些形象始终

在用自身的局限性去思索是什么困扰着这个时代。

《月落荒寺》试图指出现代城市人的问题，不是此前

文学史或批评家所概括的精神溃败或道德陷落，而

在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与“哀悼”相对应的“忧

郁”。人物的不安分甚至自毁倾向源于这种忧郁使

“自我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无足轻重、一事无成而且

德性卑劣之辈；他谴责自己，贬低自己，希望自己被

抛弃、被惩罚”。（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

新的时代环境、新的心理结构终究需要新的人

物形象来呈现与适应。张柠《三城记》中的顾明笛，

相对此前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有了新变。相对当代

文学史中已经典化了的人物形象，顾明笛是一个

“下一代”形象，其基因就与物质上的匮乏绝缘，其

欲望也不会病态地滋长。在不考虑身份、地位方面

的问题，不缺乏金钱、两性方面的照顾，而纯粹由内

心驱动的“漫游”之中，顾明笛身上属于城市人的

“忧郁”在某种程度上“治愈”了。

与那些衣食无忧的人物相对应，许多形象正是

因为身处社会问题的漩涡中，受困于物质现实而显

得格外重要。现代文学伊始，中国就有“问题小说”

传统，从十七年文学到后来的伤痕、反思、改革小

说，也都紧扣着时代问题，2019年长篇小说也延续

着这个脉络。马金莲的《孤独树》写出了一个“新”的

留守儿童形象，与一般的同类创作不同，主人公哲

布在阶层的焦虑、亲情的疏离中并不是单纯“无害

化”的可怜人，外界的压迫会激发他们人性中的负

面因素，进而使其成长为憎恨链条上的一环。从《闪

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到《班主任》，再到后来的《爸

爸爸》《透明的红萝卜》，少年形象在历史变迁中承

载着惊人的信息。以马金莲的《孤独树》、丁力的《图

书馆长的儿子》、马笑泉的《放养年代》、刘庆邦的

《家长》等为代表，201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继续挖

掘着作为“人之初”的少年形象和少年问题的意义。

此外，这一年还涌现出许多有关“新时代”“脱

贫攻坚”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主题的作品。赵

德发的《经山海》、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

滕贞甫的《战国红》、陈毅达的《海边春秋》等都各具

代表性。当各种声音在呼唤文学重新塑造梁生宝那

样纯粹的“新人”形象时，这些作品却关注到了“上

行”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内心深处的声音，以及

集体与个人之间细微、深刻的矛盾。

叙事的变与不变

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延续了形

式探索的道路，《人，或所有的士兵》全部由“呈堂证

供”构成，这是一种变形的书信体小说或“视点人物

写作手法”。梁鸿的《四象》用现实、历史、精神世界、

自然世界四个维度结构全篇，是为“四象”。陈应松

的《森林沉默》部分利用了植物、动物的视角呈现世

界，因而体现出了生态意识。付秀莹的《他乡》用双

重文本呈现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以及现代

人精神的撕裂。包括这些作品在内，不少长篇小说

努力寻找着叙事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平衡。也有很多

作家在叙事上选择回归传统，《爷的荣誉》《千万与

春住》《孤独树》《是无等等》等洗尽铅华，努力用最

朴素的叙事形式讲述精彩的故事。

黄孝阳的《人间值得》是一部充满“后先锋”味

道的小说。作品关注人性恶、沉醉于叙述本身、内部

存在多重文本……这些都是文学史上被“经典化”

了的文本特征，但它们绝非永久生效，甚至值得警

惕。时过境迁，很多问题需要被重新反思。当年以先

锋文学为代表的创作采用反常规、甚至阻碍读者理

解的叙事形式，是为了丰富文学的表达手段。大量

书写人性恶，是为了文学能够真实地书写“人性”。

某种程度上，当时文学面临着“过正”才能“矫枉”的

局面。然而今天的文学作品，即便是最朴素的一类

创作中，作者也基本能在局部熟用意识流的手法，

并了解叙事时间和空间的错落安排的巨大意义，大

多数创作都能将现实问题和人性中自私自利或消

极绝望的一面结合起来。这正是当时的尝试与变革

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小说创作应该结束“过

正”的阶段，重新回到如何讲好“故事”，寻找可读性

与思想性相统一的追求上。

■关 注

在梳理历史在梳理历史、、城乡城乡、、““新人新人””等重要文等重要文

学史命题上学史命题上，，20192019年的一批长篇小说充年的一批长篇小说充

满启发与暗示满启发与暗示。。

在散文集《成长初始革命年》中，小说家王安忆展现了她思想

漫游的特质。作品由作者家族历史源头讲起，从革命年代写到21

世纪，横跨作者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延展出历史记忆里的个体

历程。其中，我们看到了她魏庄的文工团生活、淮海路公寓三楼

的中产阶级家庭、同为69届初中生的陈思和、“我”永远追赶不到

的偶像陈映真，以及许许多多还没来得及建立起一个文学传统的

同时代人……它可以让你重新认识王安忆，并以此为基点回望其

小说创作。

一切从封面的老照片开始，上世纪70年代的徐州，王安忆在

街头猛一回首。照片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了这本书的气质，柔和、

暧昧，万物都蒙上一层灰灰的影子。它很像骆以军说到的那种

“狼狗时光”，大约是早晨五六点，天将明未明，远远走过来一个动

物，你分不清是狼还是狗。王安忆整本书都笼罩着这样一种氛

围，好像在提醒我们：隔了非常久远的时空之后，作为现在的读

者，我们回看历史时的模糊。但王安忆不是正襟危坐地来跟你讲

历史，她营造的是一种气氛，足够轻，有点像云，靠这个，她能把非

常个人化的东西弥漫到整个时代去。

具体而言，营造氛围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选材。王安忆讲

的都是一些不太要紧的东西，属于个体的一些琐碎经历。这种絮

絮叨叨有它的节奏感，时势与命运会在其间不经意地自己漏出

来。在与书名同题的《成长初始革命年》一文中，王安忆裁剪出

“文革”中的日常生活。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多少有些概念化，

但王安忆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那年代的普通市民来写，写小市

民的衣食住行，写小市民的眼睛。于是我们看到动荡时期的另一

面，即“浮丽中的健康脾胃”。家里保姆煮出的菜色多么诱人，母

亲用珍藏硬币带全家饱吃一顿冰淇淋，“我”与小伙伴用有限的零

花钱光顾合作食堂，买一包熟菱角、一碗

牛肉清汤、黄炒面、盐金枣……金灿灿的

吃食填满了我们发育年龄段的馋，构成

零星的都市民间景观。“大革命的洪流

中，堤坝溃决，我们被同一种力量驯化，

这股力量就叫作日常生活。”在当时绝对

存在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存在的世俗

法则。

这种日常气氛带来了那个时期新的

阅读体验，填补了我们视野的空缺。一

方面，它可以修正我们过于程式化的想

象，有助于更全面、切肤地了解那段历

史；另一方面，这些文字带来一种奇异的

丰富，好像正是那个时候的昏暗、无序与

匮乏，才会让这些金灿灿的食物的记忆

尤为深刻、明朗。

另一个方式是对事实的轻处理。王

安忆擅长把情节处理得非常轻，有很多

东西只是灵光一现，但整篇文章从此都

带上那种情绪。在《我的同学董小苹》

中，董小苹曾经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小女

孩，有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作为一个资

产阶级家庭的小女儿，她后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地急转直下了。作者将她从女孩写到母

亲，但关于“文革”里她受到的伤害，最重的详写，也只是课桌上被写了“狗崽子”的字样。

其他的都用一句陈述句总结带过：“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

的生涯。”此外，王安忆没有再对董小苹所受的凌辱与贫困做细致描写，反而插了一个闲

笔，写了同班两个女生的夭折，一个是患肝癌，另一个是急性脑膜炎。紧接着，她写到：

“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

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的生涯。”这两个女生的死与“文革”没有关系，与董小苹的

经历也没有任何关系，但却营造了那个年代的飘零与无常。于是，董小苹的结局就变成非

常自然而然的事，时代与个人的命运交织到一起。这里甚至也可以看出一个小说家别出

心裁的安排。

同样题材的轻处理可以在王安忆的小说里见到。以《考工记》为例，小说书写了旧式

家庭出身的陈书玉的一生。在“文革”兴起时，他一直坐卧不安，担心自家的大宅是否会给

他带来灾难。但首先侵入古宅的不是他日夜担忧的官方力量，反而是东墙边上的邻居。

“有一天，他到东院替祖母捡落下的衣衫，看见东边赫然豁开三四尺，推进来碎砖垛子。他

架起扶梯攀爬上去，只见一座披屋破墙而立，披屋前竹篱圈起菜地，浇了人肥，鸡们在畦间

悠闲踱步。……将梯子搬回原处，掸着手上的泥灰，想起大虞临别时的话，关于‘有产’和

‘无产’。”它只作为一堵墙，被主人公非常偶尔地看见或者想起。王安忆不写谁怀着恶意

去虚假举报谁，也不写具体的私人报复行为，她只写一堵墙。但是这个就会沉淀为小说的

底蕴里的一种东西，读的时候，会觉得它隐隐地就在旁边，时不时就想关心一下这堵墙是

不是又挪移了几寸。

这就是王安忆营造的气氛，她的行文里有非常多这样的东西，在《成长初始革命年》里

也是这样。我们没有经历过王安忆经历的时代，但那种“沉进去”的阅读让我们获得了感

官上的共鸣与精神上的审美体验。用科林伍德的话说，我在自身的心灵中，以我的知识结

构重演了他们的思想，并在重演的过程中对自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共享了一份飘零

与惆怅，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前人。

《魏庄》的最后，王安忆写到：“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

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

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

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

对，这轻盈里有坚决的态度，有那么点死心塌地的意味，撼人的朴实。要接受所有琐碎

又沉重的事实：接受自己是信仰缺失的 69 届初中生；接受自己没有正常步入大学的机

会；接受自己因为停滞，从来都追赶不上走在我们时代前头的前辈偶像；接受自己曾经被

侮辱被损害，同时接受自己也伤害过别人；接受自己始终拥有飘零、忧伤的一页，并将影响

好几代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社文

艺部原高级编辑王玉芳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2020年1月18日在京逝世，享

年67岁。

王玉芳，笔名王眉。2007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泥土的声

音》，散文《乌镇之恋》《印象柳州》《品味

千灯》等。

本报讯 近日，第四届刘伯温诗歌奖

颁奖典礼在浙江文成举行。王冰、宗仁发、

蓝野、哲贵、孙昌建、周新波、程绍国、刘金

红等参加颁奖典礼。

“刘伯温诗歌奖”由《诗刊》社和中共

文成县委、文成县政府联合举办，旨在弘

扬中华诗歌的优秀传统，传承文化血脉，

促进当代诗歌的繁荣发展。本届评选活动

共收到有效应征诗歌15963首。经过初评

和终评，最终评选出9件获奖作品。其中，敕

勒川的组诗《温暖的一面》、灯灯的组诗《余

音》、北野的组诗《故国是一座碑》获得主

奖；李皓、赵亚东、麦豆、隋英军、刘晓娟、芷

妍6位诗人的组诗获得优秀奖。评委会表

示，在此次评选中，既注重作品的思想性、

艺术性，也兼顾探索性、新锐性。（欣 闻）

第四届刘伯温诗歌奖颁奖

本报讯 日前，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

社主办的彭冬儿“沃顿女孩小时候”系列

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主席张明舟，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

赵彤、副总编辑李天舒，以及曹文轩、贺绍

俊、徐德霞、翌平、曹文芳、张国龙、安武林

等作家、评论家与会交流。

“沃顿女孩小时候”系列校园小说包括

《小个子“侠女”》《“小迷糊”大队长》《“小名

人”的烦恼》3册，从多个角度回望校园生活，

力求让小读者发现感动、收获美好。与会者

认为，这套作品写出了一代人特有童年的生

活，塑造出能够引起现代城市孩子共鸣的人

物形象，是一部清新有趣又颇具正能量的小

说。作者开启了“90后”特有的、属于自己的

童年书写，同时将世界性的格局和眼光带

入写作，将东方气质和多元文化融为一体，

洋溢着探索世界的冒险精神和浓郁的生活

气息。期待该书能走出国门，让更多读者看

到中国孩子真实的成长状态。（王 觅）

“沃顿女孩小时候”回望校园生活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文联

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报》社、

漫飞驼文化传媒主办的电影《麦

子的盖头》重启研讨会在京举行。

饶曙光、张卫、许柏林、张思涛、高

小立、赵军、范小青、张文燕、左衡、

皇甫宜川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电影《麦子的盖头》改编自作

家胡学文的同名小说，由鲁坚编

剧、执导，王挺、徐岑子、刘孜等主

演。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国产电

影，该片曾先后获得第42届蒙特

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特

别推荐奖”、第 17届电影百合奖

“优秀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

男主角”等奖项。与会者认为，影

片将类型化的叙事和艺术片的叙

事相结合，从结构、叙事、表达等

多方面将原著小说对社会的深刻

观察和对复杂人性的思考电影化

地表达出来，剧情充满悬念和反

转，人物情感也处理得富有层次

和生活质感，营造出较强的年代

感和诗意性。 （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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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朱苑清新作《被太阳晒热》由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涉世之痛与‘回归的力量’”新作分

享会上，何平、张光芒、李樯、育邦、何同彬等围绕该书展开

讨论。

据介绍，朱苑清出生于1983年，韩国东国大学电影剧本

创作系硕士毕业。他从写作之初就具备了一定的解剖时代

症候的眼光，历时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被太阳晒热》同样如

此。小说以朱苑清本人的创业经历为原型，描述了草根海

归在城市商场中创业的故事，从而探讨了当代年轻一代的

生存焦虑与涉世之痛，以及他们试图寻找精神出口与心灵

安放的灵魂诉求。大家认为，青年作家往往从自身的现实

经验写起，朱苑清也是如此，但其试图对人生、生活有着自

己的观察、描写和思考，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

（欣 闻）

朱苑清新作《被太阳晒热》首发

本报讯 1月9日至12日，由聚橙网、聚橙音乐剧出品及制作的

音乐剧《吉屋出租》中文版北京站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上演。剧

中燃情摇滚的劲歌热舞和“拼尽全力,用生命热爱”的人生态度，引发

观众的共鸣。

《吉屋出租》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讲述了一群生活在纽约的年

轻人住在租来的房屋里，怀着各自抱负为理想不懈努力的故事。他们

虽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和信仰。该剧将多种社会热点问

题搬上百老汇舞台，并融合了数首不同风格的音乐。此次推出的中文

版作品不仅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对原版剧情的生动呈现和对诸多人物

形象的饱满塑造，而且在歌词译配等方面也力求做到符合中国观众的

理解习惯。郑艺彬、阿拉丁、夏振凯、丁臻滢等新锐音乐剧演员的加

盟，为全剧平添了青春的气息。 （王 觅）

音乐剧《吉屋出租》中文版登陆京城
王玉芳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