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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伟和他的“时代三部曲
时代三部曲”
”
的艺术形象。第四，它用火热的激情和冷
四、这还是一部具有“盛世危言”品格的忧
静的理性之犁切进现实生活的原壤，凝重
患之作，体现了中国作家对国家、民族前
柳建伟从事创作至今已逾 35 载，历
大气、深刻尖厉，呈现出一种混沌感，把杂
途和命运的认识水平和表达能力，呈现出
程大略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5 至 1995
语的现实世界表现得十分到位。第五，它
的沉郁、激越的美学风范，暗合了转型期
约 10 年间属于创作准备与尝试期，其间
浑然一体的庞大结构和色彩斑斓、个性鲜
的时代精神。五、这是一部在接受方面称
从评论、中短篇小说到纪实文学，柳建伟
明的人物对话，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这
得上雅俗共赏的作品，其结构完整、情节
四面出击，漫天撒网，虽收获不匪，于不同
一体裁已具备了全面把握的能力。
丰富，具有很好的可读性。作品中虽然没
体裁都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佳构：如评
我 曾 在《1997 中 国 文 坛 回 眸》一 文
有出现堪与李金堂比肩的典型人物，却以
论《瞄准生死劫》
《伟大的夭折》等；中篇小
中 ，把《北 方 城 郭》和《尘 埃 落 定》称 作
完全不同的艺术品格和文学景观，显示出
说《苍茫冬日》
《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纪实
1997 年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当然，
《北
了作者磅礡的创造力。从《北方城郭》到
文学《红太阳 白太阳》等，但都还不足以
方城郭》仍有明显不足，比如语言尚欠打 《突出重围》，跨越空间之辽阔，军旅作家
引起文坛瞩目。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磨，品相略显粗糙，情节处理也还有某些
中还鲜有比肩者。创作上的过分本色化
柳建伟
世纪之交的第二个阶段，堪称柳建伟发愤
笨拙之感。然而，这恰恰是“文学推土机” 一直是困扰军旅题材文学创作的问题之
蹈砺的发力期，作家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
的特点，其长不在精巧而在力量。也正因
一，在这一点上，
《突出重围》恰恰是有着
“文学推土机”之巨大力量。以长篇小说
为有了这种超乎常人的力量，才使得柳建
突破和启示意义的。
《北方城郭》
《突出重围》
《英雄时代》组成
伟能在 1997 年高手如林的中国文坛“突
四
的“时代三部曲”成功突围，成为了世纪之
出重围”。
交中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第三个阶
说到跨越，
《英 雄 时 代》就 走 得 更 远
三
段则是新世纪初至今，柳建伟调入八一电
了。它直接楔入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变
影 制 片 厂 后 ，主 要 奉 献 了 电 影“ 三 惊 系
早在阅读《北方城郭》之初我就有一
革的主战场——大型企业与金融界。当
列”：
《惊天动地》
《惊涛骇浪》
《惊心动魄》 个预感：这可能是作家创作井喷并将持续
然，
《英雄时代》与前两部作品的内在精
以及《飞天》和电视剧本《爱在战火纷飞
保持巅峰状态的开始。一年后，柳建伟用
神是一致的，三部长篇基本上能概略表
时》等，继《英雄时代》荣获第六届茅盾文
实绩证实了我的预感。他的第二部长
达出作家对当下中国的总体认识，并“泄
学奖之后，在影视圈又获奖频频，一时间
篇 、长 达 44 万 字 的《突 出 重 围》出 版 发
露”了他学习巴尔扎克当“社会书记员”
以领略到当下中国从乡村到都市、从“地
了 20 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已使这个话题
在军中文坛有“福将”之誉。
行。这部军事题材的小说，借一场注入
的文学野心。
方”到军营的重要风景。
的重提显得更有意义。
高科技因素的演习，描绘了中国军队在
《英雄时代》将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柳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前述两个时代
20 世纪末的真实境况。这样一部作品的
市作为主要舞台，以一个红色大家族的人
柳建伟（1963~），河南南阳镇平县人。中国作协全委
建伟对丰富繁杂的社会生活面向的表
有哪些相似之处呢？我认为，一是政治形
出现，让多年追踪和研究军旅文学的我也
物命运为主线展开结构。主要人物的选
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
（《北
达。作家虽然采用了个性化视角，但写作
态的内在相似。都有从人治走向法治的
颇感意外。
择和设置基于作者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认
资源却都不是来源自身的直接经验或生
诸多表征。二是经济形态都处在具有革
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军旅文学“两代
识：这是一个多语意识构成对话关系的中
方城郭》
《突出重围》
《英雄时代》）、
《惊涛骇浪》，长篇报告
命体验。柳建伟没有过和县级官员的密
命性的转型期，都属于经济变好上升的
作家在三条战线
（和平时期军营生活、
当
国，
社会在多种意识相互斗争、
相互影响
文学《红太阳 白太阳》
《日出东方》等。
《英雄时代》获第六
切接触，却写出了《北方城郭》；没在野战
时期。三是文化形态与内在精神上的相
代战争和历史战争）作战”的基本格局逐
的过程中逐步前进。因此，作者选定了这
届茅盾文学奖。
军待过一天，却写出了《突出重围》；并无
似性，都是多元文化并存。概言之，因政
步瓦解后，进入 1990 年代，除少数作家如
样几个中心人物：史天雄，一个为政权的
任何工厂、企业或金融界的生活经验，却
治的开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人
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徐贵祥外，当代
稳固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作为革命者的
写出了《英雄时代》。他是如何做到的？ 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都具有了注重个
文学已很难在这一领域听到相应的反响
遗孤与健在革命家陆震天的女婿，他的所
从文学跨界影视，柳建伟走出了一条
这 是 一 个 谜 ，也 是 一 个“ 奇迹”。而我更
体选择的趋向。因此，从法、俄两个不同
与回音了。1994 至 1995 年，军旅文学曾
有行为似都有前定，从副司长的岗位上主
五彩斑斓的人生路。但是，要论他的个人
关心的是，当柳建伟从繁杂的行政工作中
民族的文学于各自变革时期先后出现的
出现过一个小高潮，诞生了《醉太平》
《穿
动离职搞个体商业零售，其目的是希望能
文学成就与创作高峰，那还得是“时代三
跳脱出来，可以专心致志搞创作后，在动
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潮来看，上世纪
越死亡》
《孙武》和《末日之战》4 部较突出
在迅猛发展的个体经济中掺入更多有利
部曲”，至今回望，风采依然。这三部作品
用了浸润着自己生命汁液和心灵体验的
末中国文坛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也可
的作品。1996 至 1997 年，解放军文艺出
政权的因素，当大型国企需要管理人才
各有千秋，从三个不同维度描绘出作家柳
视作社会形态对文学形态的深层呼唤，很
版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搞了两次“集团
时，他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新开创的 “生活”后，他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
建伟的立体呈象。其中，
《北方城郭》写得
品呢？
值得中国作家重新研究。
性冲锋”，出版了 11 部军旅长篇小说。现
事业；陆承伟，作为革命家的后代，其童
最扎实饱满，元气淋漓；
《突出重围》最具
相较而言，在 30 年前柳建伟即坚定
在看来，这两次战役最突出的战果恐怕也
年、少年时代便饱尝了社会动荡带给个体
前瞻性地展示了新世纪的中国军队；
《英
五
地选择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确实有先见之
只是《遍地葵花》完成了“农家军歌”的集
的苦难，待家族重新“复出”后，他也踏上
雄时代》以题材取胜，并最终摘取了中国
最 后 ，我 还 想 提 出 一 个 因 柳 建 伟 的
明。但是，仅仅向 19 世纪的西方文学和
大成式演奏，其他的收获就说不上太多
了为维持现实不再变化而寻求方略的“不
文学至高荣誉茅盾文学奖。
了。因此，在读完《突出重围》后，虽然对
归路”，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他便借家族的 “时代三部曲”的出现而显得更加重要的 《红楼梦》学习也难成大家。任何一个在
二
理论问题，即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应
创作上真正能集大成者，都有开先河者的
作品语言方面的平直有些“不满”，但我仍
影响大量敛财，在他看来，国有资产在社
该接续哪种传统？
胆识和能力。令我感到遗憾的是，
“ 时代
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喜悦。一、这是一部全
会转型期既然会流失，那就不如流进自己
首先说说《北方城郭》。第一，这是一
30
年前，
在
《瞄准生死劫》
一文中，
柳
三部曲”
中还鲜少展露出
20
世纪西方文
景式描写部队当下存在境况的厚重之作，
的银库；
作为烈土遗孤的陆承业，
在主持
部全方位、多侧面描画中国当下生活的重
建伟就提出过：文学的形态和社会的形态
学的良性浸润。中国的转型发生在上世
作品对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的整体水准
一家大企业工作的漫长岁月里曾创造过
要作品。作品以对现实的多维接触，对转
存在着深层的对位关系。相似的社会形
纪末，是伴着信息高速公路、克隆技术、核
作了一次有力冲击。二、
作品的内在精神
大辉煌，
然而当市场经济真的来临后，
又
型期中国社会做了艺术性的表达，充分显
态其文学形态的内在精神也必然相似
。
武器的阴影等开始的，与一个多世纪前
是属于正宗军旅文学的中锋正笔，
但在高
是他使一家万人企业遭遇滑铁卢，
最后选
示了长篇小说历史诗学的力量。第二，
他认为，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革命后的
法、俄的转型有着根本不同。如果无视这
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
又充分展
择了以死谢天下的道路。小说直面当下
《北方城郭》又一次让我们真正领略了现
法国和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
在社会深层
些“存在”，柳建伟的文学之路就很难走得
示了其他声部的强有力存在。三、
这是一
中国政治经济领域最深度的问题，
对私营
实主义创作的巨大魅力，是对上世纪末已
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在文章中，
他吁
更远。我个人认为，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
部着力描写人物群像的作品，
几十个人物
经济的崛起、
国有企业的困境、
国有资产
有趋向“现时主义”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给
请作家们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学给予特别
学精神为内核，以现代主义的方式方法为
分布在从普通士兵到大军区司令的广大
的流失等都有艺术化的描刻。
予的一次反拨。第三，它为中国当代文学
关注。这种声音在
1990
年代实在是空谷
武器，以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为依托，才
“空间”
里，
错落有致、
浓淡相宜。方英达、
可见，
“
时代三部曲”
已然成为了柳建
人物长廊贡献了典型人物李金堂以及欧
足音，
少有回响。而如今，
新世纪已走过
是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出路之所在。
朱海鹏、
范英明等人物形象富有独创性。
伟文学世界的标志性建筑。从中，
人们可
阳洪梅、申玉豹、林苟生等一组血肉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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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现实主义的“北方奇书
北方奇书”
”——重读柳建伟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
对于柳建伟，不少读者会习惯性地“归类”为军旅作家或
“主旋律”作家。他曾以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
学奖，也曾出版过一系列优秀作品，但在我看来，至今他最优秀
的作品还是发表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这
是一部被文学史低估了的优秀之作，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
学创作中一部当之无愧的“北方奇书”。
作为柳建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北方城郭》曾被出版界誉
为能与《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等并提的现实主义巨构。小说
在 40 多年的时间跨度内，
“ 对中国城乡现实生活进行了全方
位、多层面的描绘”，
“ 深刻描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境
况，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20 多年后的今天重读
《北方城郭》，我依然能被它浓烈如酒的文风所吸引，为那栩栩
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魅力以及小说的历史深度和精神力度所
折服。
然而，这部小说也曾遭遇过非议。2014 年小说再版时，柳
建伟于后记中将作品诞生后的数年经历总结为“酸甜苦辣咸”：
“三十三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达五十五万字长篇小说
处女作，可理解为一个甜字，书中版权页遗漏编目数据，可解为
一个酸字，圈里圈外一片叫好声，大家都认为它是我写得最精
彩的小说，可十年它只卖了区区几万册，无法望《突出重围》
《英
雄时代》发行量之项背，可解为一个咸字，十年里都说它可改成
几十集非常精彩的影视剧，可就是无法触电，可解为一个辣
字。身患绝症的母亲生前应该看到它，可惜出版拖期，书出来
后母亲的坟头上已经长出了半尺高的荒草，可解为一个苦字。”
对于这部作品，在创作之初，柳建伟就有着强烈的希望以
现实主义“为民族立史”写作的倾向：
“ 一个 23 岁青年，在大邑
县梁坪山军营筒子楼里一口气读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后，
开始滋生出一个大胆的梦想：今生今世要做一个像巴尔扎克那
样的作家…… ”通过对一个北方小县城全景式的历史再现，展
现时代转型的现实画卷，这是《北方城郭》显著的现实主义特
征。小说中出场人物达百余人，涉及三教九流，却都栩栩如
生。主线人物之一中央通讯社记者白剑，以“大洪水银行失窃
案”和“吴玉芳被杀案”为线索，揭开了龙泉县李金堂、申玉豹等
官商势力的黑幕。其间还夹杂着富商林苟生对李金堂的复仇，
刘青松和李金堂的权力斗法，欧阳洪梅与李金堂、白剑等人的
情感纠葛等次要线索。这部 50 多万字的小说，涵盖几十年共
和国发展史中的多个重要历史事件及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企业

改革、法制建设、文化发展、土地流转、宗族斗法等内容，表现出
作家对转型社会的整体洞察力和把握力。在“北方城郭”的世
界里，有爱恨情仇，有权力争斗，也有为国为民的雄心和崇高的
爱情与理想主义，这一切汇聚成一股喧嚣而宏大的“合唱”，并
被赋予了“力与美”的时代美学精神，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
端。这种历史理性化的现实主义历史观，将柳建伟与不少以弘
扬道德性为主的“主旋律”作家及肆意解构历史的某些先锋小
说家区别开来。
小说批判的重点也是作家思考中国现实的着眼点之一。
作品中将权力之“恶”与人性的贪婪丑恶展现得触目惊心。林
苟生年轻时是一位热血大学生和有为的青年干部，因揭发李金
堂的不法事实被陷害入狱后遭受百般凌辱，无奈九死一生逃
狱，后来做古董生意发了财，一心报仇雪恨。他的恨与爱、世故
与天真、真情与冷酷，他对庙堂与江湖生存法则的熟谙，都为这
个“中国版基督山伯爵”赋予了强大而矛盾的人格魅力与历史
动能。此外，小说还描写了被各级权力拥有者玩弄与羞辱，并
失去了真挚爱情的欧阳洪梅，以及为夺取权力不惜借白剑之力
整倒李金堂的县委书记刘青松，还有为对抗刘青松不惜逼死钱
全中的李金堂。
而小说更深刻之处则在于，面对上世纪 90 年代初转型期
社会的复杂现实，作家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再现彼时
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呼唤精神再启蒙。
《北方城郭》突破了
官场小说及反腐、新乡土小说等小说类型的桎梏，以独特的隐
喻成为改革时代中国社会新的写照。小说揭示了中国县级行
政单位政治里权力微观运作的真实情况，比如，在新旧交替的
政治格局中如何实现新城建设、发展私营经济等。小说表现
了李金堂从一个有理想的党员变成冷酷政客的过程，客观地
揭示了封建式的人情与权力、金钱交织的大网对公平正义与
良知的扼杀。
此外，这部长篇的“写情写爱”也高人一筹。书中对政治斗
争、职场算计、经营策略、人际公关等内容的勾画描写成熟老
到，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惊人洞察力。因此从另一方面而
言，
《北方城郭》又是一部“写情”之书，这里有真情、痴情、怨情、
欲情等，也有情与权的纠缠、情与金钱的结合、情与理的矛盾、
情与法的冲突、情与道义的共鸣，更有因情生恨、因情而引发的
死亡与暴力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书中
人物仿若置身于转型期社会躁动不安的大熔炉中，情感成为历

史破坏力，也成为历史推动力。林苟生历经人世沧桑却对三妞
一片痴情；白剑在政治前途、新闻正义与女性情感中辗转困顿；
李金堂富有男性魅力，吸引了欧阳洪梅的母亲、曹改焕等诸位
女性。女性成为了其追逐权力的动力之一，体现了人物最真实
的内在情感。对于相貌丑陋的申玉豹来说，与女性的关系成为
检验人生是否成功的证明。他为四位与他有情感纠葛的女工
办理城市户口；他失手杀死妻子，却一心痴恋欧阳洪梅。欧阳
洪梅与李金堂的爱恨情仇更是扭缠纠结，她恨李金堂逼死父
母，又喜欢他的“英雄”气质；同时，白剑又是她当年的梦中情
人，是其美好情感的寄托。可以说，这种“有情”的现实主义书
写，为作家对转型期中国现实的描述铺垫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底
色以及温暖感人的人性力量。此外，作品也流露出了些许理想
主义气质，从而使整部小说的人物更加丰富立体、有血有肉与
饱满真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北方城郭》的格局和境界是远超当时
流行的一般文学作品的。柳建伟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
塑造历史感，并善于在“历史合力”的理性思维下思考广阔而立
体的中国现实图景。小说结尾也有着深刻的批判色彩：老公
安赵春山冒着巨大危险，毅然交出指认申玉豹杀人的关键证
物；白剑与刘青松、苟林生等人轰轰烈烈的“倒李行动”最终
宣告失败；白剑远走异国，申玉豹纵火而亡，欧阳洪梅退出舞
台，林苟生与二妞归于平淡生活，而李金堂却逼死关键证人钱
全中，
“ 光荣”退居二线……作者没有对李金堂进行简单的道
德针砭，而是将之放置于历史转型的大背景下考量。李金堂
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曾为被欺压的老实村民张老拐伸冤，惩治
在大洪水中抢劫强奸的恶人。然而，理想主义褪色之后，历经
政治风雨的他再也不想失去权力，金钱成为他抓住权力的方
式，权力成为他衡量自我价值的最后一块砝码。柳建伟对李
金堂的塑造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与历史深度。作家意味深长地
以此作结，暗示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依然任
重而道远，人性的阴暗与历史的残酷还将继续考量着中国人
的勇气和智慧。
在今天回望，上世纪 90 年代背景下的《北方城郭》又是一
本“不合时宜”之书。书中有很多 1980 年代小说的痕迹，也合
辄 1990 年代小说的叙事规则，其中还有很多经典现实主义的
书写意味。小说描绘了改革转型期的社会生态，又摆脱了改
革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潮流束缚，表现出对经典现实

主义的某种“复古”，即对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重视、对纷
繁复杂的现实景观的再现、对宏观历史理性的追索。这种力
量使得小说摆脱了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纠缠，在历史理性的
轨迹上再现了历史的复杂性。正如卢卡契所说：
“ 伟大作品的
基础，是赫拉克里特所谓‘醒觉者’共有的世界，是这样的人
们的世界，他们在社会上奋斗，他们互相搏斗，彼此扶持或彼
此对抗，却并不被动地反应……没有智慧的风貌，就没有一
个艺术形象会达到那样的高度，在那里，它摆脱了日常现实的
乏味的偶然性，能够保持着其个性的全部的活力而上达于真
正典型的境界。”
《北方城郭》中没有庸常世俗与碎片化的生活，也没有拥
抱世俗文化的热情，而是在激流险滩般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历
史 的 总 体 性 ，也 彰 显 着 历 史 伟 力 和 人 道 启 蒙 的 理 想 主 义 光
辉。这种对矛盾冲突性的悲剧演示，对历史悲剧性和崇高性
的敬意，某种程度上也纠正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某些感伤
气质与虚无主义，对抒情气息过重的问题予以了纠偏。这种
书写气息我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长篇小说《古船》
《浮躁》等
作品中可清晰辨识，而到了 1990 年代，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解
构主义与多元论等叙事潜规则面前，那些 1980 年代的历史气
息就难觅踪影了。1990 年代关注的焦点是以《白鹿原》为代
表的家族秘史、
《长恨歌》为代表的女性欲望秘史、刘震云的
解构先锋冲动等，从此时起直至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大特点
就是以个人化叙事与现代的民族国家叙事相结合，重塑“文化
史诗性”的宏大想象。这与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国家崛起的大
背景有关。这本无可厚非，但在文化史诗的想象中，我们也应
警惕对“现实”不自觉的疏远，对前人精神遗产的背弃，以及在
文化包装幻觉之下，对苦难现实、矛盾冲突与文学的当下性进
行回避的危险倾向。
20 多年后的今天乃至将来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当新历
史主义整体思潮退却，当中国形象凸显于世界舞台之时，重读
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品，我们将更加珍视《北方城郭》这类有着本
土原生气质的现实主义作品。
《北方城郭》对于经典现实主义的
重塑也在提醒我们注意，现实主义的魅力在于一种稳定的人与
世界的价值联系。而这种主客关系的再确定，也是对后现代主
义“绝对虚无”的有力回击。它彰显了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故
事的主体吸引力，表现了中国想象在全球现代化景观中的独特
性，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