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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报告文学年报告文学：：

■新作快评

现代意义上的普通个体的精神成长
□徐 勇

聚焦聚力新时代聚焦聚力新时代 萃取淬炼新人物萃取淬炼新人物
□李朝全

优秀的报告文学必定能以浓郁的文学性和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读者实录和报告鲜活的现

实和幽微的历史，担负起社会良知的初心和时代

书记员的职责。

2019年，新中国迎来70华诞，决战脱贫攻

坚进入至为关键的一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挑

战更为严峻。报告文学当然要呼应国家命运，契

合时代脉搏，大力书写新时代、新征程、新成就，

刻画奋斗者、追梦人等时代新人，展现时代新

姿。因此，2019年度报告文学最突出的成就主

要体现在“新时代叙事”或“新时代纪实”方面，注

重书写和反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建造方

面的新成就，包括对新时代的重大事件、重大工

程、重大科技创新突破、重要人物、重要进展予以

集中、详尽而生动的反映。

聚焦新时代纪事

在新时代纪实中，对于脱贫攻坚的书写，报

告文学作家最为不遗余力，占据相当可观的份

额，如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曾哲的《经纬滇

书》，肖勤的《迎香记》，王宏甲、王琰的《庄严的承

诺：甘肃脱贫攻坚纪实》，鲁顺民、杨遥、陈克海的

《掷地有声》，鲁顺民、陈克海的《赵家洼——一个

村庄的消失与重生》，沈洋的《磅礴大地——昭通

扶贫记》，梁庆才的《时代答卷》等。这些作品均

旨在传递新时代的扶贫好声音，讲好新时代中国

与贫困进行总决战的故事。

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数量已经不少，目前面

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克服创作上存在着的概念

化、模式化、同质化和抽象化、说教化的缺憾，努

力挖掘、刻画出新颖鲜活的“这一个”，塑造出有

情有义、有个性的人物，开掘具有特殊地域性、民

族性色彩的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提炼出更加精

辟独到的主题立意和思想内涵。

关于重大科技突破和成就的书写是新时代叙

事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

仁东传》无疑是其中可圈可点的一部作品，对南仁

东的生平事迹、家国情怀和中国天眼建造历程的

描述比较精到、准确、动人，通过讲述南仁东曲折

坎坷的科研人生，弘扬了矢志不渝的报国奉献、拼

搏奋斗的科学家精神。作者随后将其改写成儿

童读本《你的眼睛能看多远》，以儿童视角重述天

眼和南仁东的故事，亦受到普遍好评。何建明的

《大桥》重点聚焦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的事

迹，情节生动。陈新发表了描写中国大飞机的

《C919，飞向蓝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报

国70年”大型报告文学丛书的组织出版，这是由

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中国科协等单位联合发起

和组织实施的一项创作工程。首批推出了叶梅的

《大对撞》，许晨的《耕海深洋》，杨丰美、纪红建的

《世界屋脊的光芒》和李春雷、李艳辉、李青松、裘

山山、董立勃、薛媛媛、葛水平、陈应松、武歆、杜怀

超等人的作品，反映和描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科

技领域的重大成就和重要人物，弘扬了科技报国

和科学精神，为科技题材书写增添了华彩乐章。

新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变革也是作家

们关注和着墨较多的领域。解放军出版社推出

的“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是近年来军事报

告文学的一个可贵收获，包括黄传会讲述中国海

军“红海行动”的《大国行动》，以及江永红的《中

国蓝军》、王秋燕的《正在发射》、赵雁的《筑梦九

天》等。周桐淦的《智造常州》阐述了关于“中国

制造2025”主题的思考，李朝全的《最好的时代》

对浙江长兴改革开放40年发展历程作了形象记

录，蒋巍的《行走的村庄》反映湖州农村发展进

程，长江的《明月村的“月亮”》描述四川一个新兴

乡村的新风貌，任林举的《晋江，奔流向海》揭示

了晋江发展模式。此外，禾素的《春天里的人们》

讲述数十年来在香港地区孜孜不倦推广普通话

的教育工作者平凡的经历；王立新的《多瑙河的

春天：“一带一路”上的钢铁交响曲》描写河钢收

购塞尔维亚钢铁公司的成功范例；李鸣生的《敢

为天下先》为珠海20年的国际航展而作，航展实

际上也是珠海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表现……作

家们将笔触伸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为

时代进步留下了真实的印记。

刻画时代新人

新时代叙事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时代新人

的倾情刻画。时代新人囊括了全国评选出的各

类“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获得者、“改革先

锋”、“最美人物”、“最美奋斗者”、全国道德模范、

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感动中国”人物，以及各

行各业、各地所评选表彰的各类先进典型、优秀

人物等。2018年以来，中宣部宣教局和中国作

协组织了60余位作家采访创作关于“时代楷模”

的故事，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反响强烈的作品，如

杨黎光的《英雄背后的英雄》描写“人民英雄”麦

贤得和他的妻子李玉枝的英雄故事，徐剑的《永

远的军姿》描写隐姓埋名的耄耋英雄张富清，郑

彦英的《玉石滚子》讲述乡村校长张玉滚的生动

事迹。而陈霁的《雀儿山高度——其美多吉的故

事》，紫金的《一个人的灯火》，李春雷的《北京榜

样》《县委书记》《海棠花开——“时代楷模”吕建

江纪事》《中国钾——“时代楷模”李守江纪事》，

许晨、臧思佳讲述崔善根和亨通集团的故事的

《“民企”国魂》，阿勒得尔图抒写内蒙古乌兰牧骑

历史事迹的《红色文艺轻骑兵》，鹤蜚描写中船重

工英雄集体的《致敬，“8·20”抗灾抢险的英雄

们》等作品，产生了很大反响。刘笑伟、王志国的

《万里瞻天红旗扬——“人民楷模”王继才》和陈

聪、李响的《守岛：寻找烈士王继才》都是描写终

身坚守国防前哨开山岛的民兵王继才的长篇纪

实。杨年华、葸青华《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和唐

大山《情系玉麦》都是关于西藏为国守边姊妹花

卓嘎和央宗感人事迹的描写。阮梅的《文秀，你

是青春最美的吟唱》则是关于以身殉职的青年扶

贫楷模黄文秀的动人书写。唐朝晖的《百炼成

钢》逐一采访钢铁行业数以百计普通工人的经历

和处境，聚焦普通劳动者和奋斗者，特别难得。

于清丽的《你的样子：讲述雷锋》是一位女性作者

关于雷锋的另类书写，令人耳目一新。此外，新

时代叙事还特别重视对生态文明建设浓墨重彩

的书写，譬如古岳的《冻土笔记——达森草原的

前世今生》，李青松的《把自然还给自然》，陈启文

的《中华水塔》《穿越共和盆地》，和谷、杨春风的

《春归库布齐》等。

文似看山不喜平。在刻画包括当代英雄人

物在内的时代新人方面，报告文学创作容易出现

同质化、模式化和概念化等不良倾向。为了克服

这些缺憾，作家们应该努力开掘一些以往作品所

未曾有过的新人物，或者从新人身上发现代表时

代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新品质、新特征。在文学技

巧及手法上争取出新出奇，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塑

造令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新人物”。

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侦察兵、尖兵，对

社会问题的敏感、敏锐与深刻揭示，也是报告文

学创作题内应有之义。这一年中，譬如关于养老

问题，有韩生学的《大国养老》、修白的《养老院的

故事》、侠子的《生命的最后一站——老年病房采

访记》等；关于汶川地震受灾者身体与精神创伤

修复艰辛历程的，有杜文娟的《岩兰花开——汶

川大地震伤残人员生存状况调查》；关于留守儿

童及其社会照护问题，有长江的《“童伴妈

妈”——中国的“赤脚社工”》；关于睡眠问题，有

李燕燕创作的《拯救睡眠》；南翔的《手上春

秋——中国手艺人》和顾春芳的《我心归处是敦

煌：樊锦诗口述自传》都是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传

承与保护的主题，既具现实意义又有长远价值。

一言以蔽之，2019年报告文学创作最耀眼

的成绩体现在新时代叙事上。报告文学对新时

代的书写几乎涉及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

家们的开掘越来越深入，发现也越来越独到，涌

现了一批令人振奋的新作，为新时代文学增添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真实还原历史

在历史题材的纪实书写方面，白描的《天下

第一渠》讲述了郑国渠的前世今生，细致梳理了

这条人工运河的历史发展，以及水利与农耕文明

的紧密关联。罗达成的《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提

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解

析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和文学史。何建明的

《革命者》通过打捞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成立直至上海解放前革命者的故事，弘扬为理

想信念、英勇无畏斗争的革命精神。陈启文的

《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追述了中华民

族的一段屈辱与抗争历史。《半条被子》讲述当年

长征途中三位女红军将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

半条留给乡亲的感人故事。《第一军规》梳理了解

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的来龙去脉。由潘

小平、李云、余同友、许含章联袂完成的长篇报告

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1949-2019中国治淮全

纪实》，力图真实展现艰难曲折的治淮历程。铁流

的《“莱西经验”诞生记》聚焦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配套问题，反映了改革开放中的种种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许

多有益的模式、经验和道路。这些经验、模式和

道路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有益

探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

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探索、经验和总结，才丰

富、充实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报告

文学长期致力于讲好中国制度的这些生动故事、

鲜活实践，大力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为讲好

中国故事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力拓展传记范畴

在人物传记方面，除了发表有一批当代英雄

人物的传记之外，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亦让

人印象深刻。张子影的《洪学智》讲述从大别山走出

的共和国将领洪学智的人生传奇，洋洋洒洒100余

万字，充分展现了洪学智非凡的人生历程和博大宽

广的精神世界，应该说是2019年度传记文学的一

个重要收获。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

的日子》以亲历者的身份，详细披露了路遥在人世

间最后的人生片段，更启示人们热爱生活。

传记发展到了今天，出现了很多为尚健在者

立传修谱的作品，还从原先主要是伟人、名人立

传，转变为为英雄模范、楷模人物、时代新人等作

传，尤其是大量地为普通人、平凡人、寻常百姓立

传。这是传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普通人

开始拥有了更多进入到文学人物画廊中的机会，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体现。在这中间，作家传记大量涌现甚至被不断

地重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譬如，关于路

遥、陈忠实、贾平凹都出版过不止一部传记，特别

是路遥的传记差不多已有10部。这或许是因为

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创作道路，对于其他的写作者

和文学爱好者具有特殊的启示与感召意义，同时

又具有文学史价值。传评结合、夹叙夹议，注重

传记的学术性和研究性价值也成为传记文学创

作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向。此类评传往往都带有

对传主的人生历程和业绩成就的评价，这样的传

记不仅是一种记录、记述、记忆和还原历史，还是

对传主的一种研究评析，对于推动社会科学和文

学的发展也会产生推动作用。

同时，“泛传记”写作大量涌现。如今，传记

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立传，为江河

湖海洋立传，为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

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

展历程、演进演变过程的事物立传。譬如《最好

的时代》为浙江长兴改革开放历程作史立传，《天

下第一渠》为一条人工运河立传，郭保林的《大江

魂》为长江立传，张加强的《太湖传》为太湖作传，

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描

写港珠澳大桥的前世今生，徐剑的《大国重器》则

是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泛生命体”在作家

眼中似乎都变成了有生命的物体和存在，作家通

过细致深入地梳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

展历程，力求进行详尽准确的考据考证，并在此

基础上努力还原其历史面貌，使得作品具有鲜明

的史志、史传、文献和学术价值。

传记文学在写作手法上也在努力寻求出新

出奇，寻求突破。譬如在叙事人称上，有的尝试

运用第二人称，如唐明华的《中国好莱坞》、阮梅

的《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很好地拉近了

与主人公的距离，给人以更为亲切的带入感。与

对待传记那种敬畏感、庄严感的淡化乃至丧失相

伴随，人们包括作者和传主对待立传的态度和价

值取向也有了微妙的但却是明显的变化，那就是

“隐恶”甚至于“虚美”。传记文学的这一发展趋

向，尤其值得高度警惕、自觉防范。

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才

匮缺。2012年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提出要打

造“十百千领军人才”，中国作家协会通过重点作

品扶持，推动对创作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培育。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北京日报》《解

放军报》等注重刊发报告文学作品，吸引和培养

了一批报告文学新作者。同时，组织创作和邀约

创作在近年报告文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在邀约创作中应力避片面性，切不

能让作品失真失实。作者还须努力保持创作主

体的独立性，做到独立采访、独立调查、独立思

考、独立创作。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需要不断提

升，须更加注重对人物的刻画、故事的挖掘、情节

的铺陈和细节的捕捉，让报告文学更具感染力和

吸引力。报告文学参与现实、剖析社会的能力亦

需增强，要更多关注现实问题，反映百姓心声，推

动社会发展，保持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尖兵和侦察

兵的鲜明特色。

文学总是喜欢表现例外状态。对于小说而言，例
外状态的意义在于能带来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转折。生
活中的某次例外事件，导致主人公的人生出现逆转，或
飞黄腾达，或朝向人生的窄门，每况愈下。张学东的小
说《一意孤行》中，主人公屠师傅的人生属于后者，只因
一次约会，他即从一个落榜高中生变成少年犯。对屠
师傅来说，例外状态实际上构成了他的人生背景。例
外本是日常生活的边界，是普通人生的“他者”之语境，
在这里却转变成为主体建构的情境与阴影。囹圄生活
作为主人公人生成长的前史横亘在那里，身陷囹圄之
时的他还未满18岁，他的人生就被定格在大年除夕那
晚以及因之而来的悔恨和愧疚中。

从这个角度看，《一意孤行》其实是在写人的心灵
成长的故事。屠师傅虽然已届中年，但他始终没有走
到成年的那一刻，狱中的 20多年以震惊和空白的方
式，横亘在接近 18岁的那一刻。女中学生的意外死
亡，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精神成长的触媒：他的所有的
不甘、屈辱和怨恨，聚焦于警察草草做出的结论上。他
只有在这个死亡事件的谜底揭开的那一刻，才能真正
完成他的生命和精神成长。

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一意孤行》作比较
是很有意思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讲述的是成长之后
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年满18岁即被父亲赶出家
门远行，而后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事
情。18岁作为分界线，一边是校园生活，一边是社会
经历，两者间的界限分明及反差构成了主人公成长后
的悖论式情境，他所要面对的是成长完成后的人生的
重新思考和艰难选择。而在《一意孤行》中，18岁是一
道坎，主人公被定格在18岁之前。社会以例外的方式
强行介入到未成年主人公的生活，主人公的成长被强
行阻断。因此，对于主人公而言，他所面对的问题始终
是成长的命题，而不是成长之后。成长是这一小说叙
述的终点。

就屠师傅而言，这是被延缓的成长。这一延缓的
成长中的20多年，恰好是中国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的
巨变，在这20多年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屠
师傅的经验只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显然已不适应当
前的现实。他出狱时虽然已届中年，但仍是处于成长
的未完成状态。这一未完成状态中包括与时代的脱
节，他需要重新学习。柳苗苗老师某种程度上成为他
成长过程中的老师。柳老师教他如何使用微信，如何
扫码使用共享单车等等。他的重新进入社会是靠柳
苗苗老师手把手指导完成的，但这只是第一步，他靠
虚拟的方式获得了进入社会的便捷通道，却也阻碍了
他的进一步融入。这只是“虚拟的社交圈”，何况他的

“朋友圈”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仍旧徘徊在
社会边缘，不得其法而入。他渴望被认可、需要和尊
重，虽然只是弱者的尊严。就此而言，女中学生的意
外死亡，在勾起他的旧梦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触媒，
甚至是仪式。这似乎是一次召唤和诱惑：诱惑着他去
揭开女中学生的死亡之谜，20多年前女友的死已经成
为久去的旧梦，不可捉摸。眼前女孩的死则在纠缠和
困扰他、召唤他、启发他，促使他行动，甚至是一意孤
行。从这个角度看，屠师傅未完成的和被延缓的成长，
就是在这意外死亡的神秘召唤中完成的。他从柳苗苗
老师的愧疚中痛楚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逐渐认识
到，只有揭开这一死亡的谜底，他才能真正走出那场噩
梦，他的人生才能恢复正常。由他亲手揭开女中学生
死亡的谜底，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他的成长完成的仪
式。他需要的是通过向社会揭开女中学生死亡的谜
底以获得认可，而不是发泄怨恨和不满，只有这样，才
能告慰死去的女友，平复自己的愧疚，甚至以此宣示或
证明自己20多年牢狱生活是多么冤屈，所以当他一怒
之下萌生处死杀人凶手的念头时，却最终还是选择了
收手。

《一意孤行》中不止一次地提到80年代。那是主

人公未及成年的80年代，他无限怀念那个时代，也充
满无限的悔恨。无限怀念是因为他曾有的人生经验只
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面对出狱后的新的全然陌生的
环境，显然已经失效，无法适应。他只能靠不断地回忆
来抵抗这种陌生和不适。无限的悔恨则是指他的所有
美好回忆都止于80年代的那一场意外，之后是长达20
多年的煎熬和悔恨。怀念和悔恨，作为80年代的复杂
性，构成了屠师傅人生成长的背景。他从80年代一下
子进入到新世纪。这中间20多年的牢狱生活作为空
白横亘其中，阻碍了他的成长。这是被中断了的成
长。而与这监狱相隔的外面世界，在这20多年中却发
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里，80年代无疑构成为现
实的对立面，对他而言，只有告别80年代，才能真正进
入现实社会。

在张学东的小说中，历史以其惊人的相似性和重
复性叠印在现实中：三个女中学生的死亡，于不同时代
在屠师傅身边重复上演，且都与早恋有关。这也意味
着，80年代的复杂性，其实也是今天社会的复杂性的表
征，甚至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象征。从这个
角度看，走出80年代其实就意味着重新认识现实，两
者间具有同构关系。不难看出，小说其实是以被延缓
的成长的完成重写了屠师傅的成长。在一个充满复
杂性和多面性的风险社会中，成长带有偶然性和自反
性特征：成长意味着需要我们学会冷静客观地面对现
实，需要具有接受创伤的能力和反思性精神，及其自
我救赎的勇气。这也表明，现代意义上的成长常常表
现为震惊、跳跃、突变和之后的顿悟，因而需要某种触
发和启示。屠师傅虽然是一个刑满释放的囚犯，但他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是在回忆、忏悔、反思和自我
救赎中一步步完成成长的。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
写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普通个体的精神成长过程，作品
具有某种程度的隐喻性，同时也是一部非常深刻的社
会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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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东中篇小说《一意孤行》，《当代》2019年第5期
综观异域的书写，近年来成功者颇多，但大多呈现一

种间际生存与自由穿梭的状态，这种空间距离的差异与生

存状态的属性，导致异质文化环境里的书写常常囿于西方

文化在单一精神方面的存在。与这些作品不同的是，梁宾

宾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回望如初见》不但对自己行走步履、

所见所闻作了全方位的探索，而且对中西方文化作了较为

深刻的反思，这种在异域与本土之间游走的姿态，我视它

为文化的双向审视。

于英国读者而言，梁宾宾的散文更多是东方风情与鲜

明的民族特色。于中国读者而言，梁宾宾的散文有气韵、有

结构、有节奏、有境界、有回味。或许这就是东方文学的特

质、魅力。

梁宾宾坚持“我笔写我心”的恣意抒发，她来源于东方

文化的丰厚底蕴，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用她

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了精神滋养。客观说来，《回望如初见》在蕴含中国古典审

美原则的同时，又以景物相合的形式营造出朦胧曼妙的异

域景观，充斥着西方现代的审美旨趣。这一特点，在《国际

裸体骑行日》《遍布英国的慈善商店》等篇什中均有较好的

表现。而云霞衬托下的《美妙之城 Coventry》《中国人将认

识 Leicester 的古老教堂 》则显得更加神秘、唯美、古雅。

这种极富个性的审美表达，不仅突出了国外建筑的审美特

征，也强化了散文的诗化意境。同时，这样的写作打破了传统

模式禁锢的散文文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收博取、吐

故纳新，由内而外都呈现出富有时代特性的审美风格。面

对中西迥异的文化和风景，梁宾宾在其《信仰的力量》《一个以旧换新的民

族》中，运用融合折中的方式，自觉消弭了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作品在

思辨中走向更为广阔的自由审美空间，充满和谐的美感。而在《英国的重要

节日》《艺术的狂欢》《感受婚礼小镇的风情与规矩》等章节中，作者运用了

点、线、面交融互衬的创作手法，向读者展现出东方文学特有的意象之美。

而这种意象之美的艺术表达，需要作家厚积的创作功底才能赋予审美对象

的写意化，需要通过线的勾勒和点的渲染，才能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

在场景的构建上，梁宾宾采用小说的笔触，以虚实相生的表现形式使

文本满蕴“山随心活，云为诗留”的韵味，使异域风情始终浸润在东方情愫

之中，带来了全新、独特的诠释。在层次的递进上，作者借鉴西方鲜亮明媚

的对比技巧，也不泛采用西方印象派的创作手法。无疑，《回望如初见》是

一部题材难得、创作艺术极具特点的作品，兼具东方文学气质与西方美学

情调。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