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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兼具繁盛与杂芜，不同代际、风
格的创作交相辉映，这一切都标示着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生
命力。文学现场惹人流连，但作为研究者我们又必须意识
到：长篇小说不是无本之木，更不仅是陶冶智性、锤炼耐性
的游戏，它有文字之外的起点，也有文字之外的终点。长篇
小说创作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能否用生动、贴切的故事和形
象，处理当下的精神现实、物质现实。在盖棺定论的历史论
述出现之前，作家将以形象、对话、心理、场景、情节作出更
加生动形象的代言。本文也就沿着这样的脉络，从三种“历
史”的角度入手，梳理2020年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文学史意
义的问题。

社会史视野下的个人史

近些年“怀旧性写作”的数量不断增加。与从20世纪初
期开始写起的“历史叙事”不同，这些长篇小说多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写起，笔触一路延伸至当下，仿佛将回忆娓娓道
来。冯骥才的《艺术家们》、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王尧的《民
谣》、路内的《雾行者》、房伟的《血色莫扎特》、张忌的《南货
店》、魏思孝的《余事勿取》、林森的《岛》、旧海棠的《你的姓
名》、赵兰振的《夜长梦多》、陈飞白的《爱像划了一根火柴》、
毛建军的《美顺与长生》等长篇小说，都有着类似的特征。这
对于阅读者而言，是喜忧参半之事。忧的是由于时间距离尚
短，一旦陷入“追忆”的漩涡，作家难免面临自恋、喋喋不休和
颠三倒四的危险；好的一面则是，历史感就是在这种反刍和
重复中才能产生，这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样的讨论框架中，冯骥才的《艺术家们》和魏思孝的
《余事勿取》很值得重视。写当代知识分子浮沉的作品多如
牛毛，《艺术家们》的独特之处在于提供了稀有的“肯定性”。
我们都熟悉了那种固定的套路——知识分子要么一无是处、
消极避世，要么遁入无耻之境，用戏谑的立场掩盖随波逐流
的现实。而《艺术家们》用几个人物的不同命运，指出堕落和
失败亦是主观选择，绝非必然。艺术或知识在社会层面的有
效性，更与主体的天赋和不懈追求有关。

《艺术家们》对于当代文化史也隐约有不同理解。一反
知识分子们营造的80年代“文化热”，小说主人公楚云天对
80年代成名者身上的“象征资本”有冷静的审视。与之相对
应，70年代中后期物质的匮乏，时代的压抑反而使暗地里的
艺术追求更纯粹。这当然不涉及对时代的整体的优劣之辨，
而是需要特定的环境，才能将名利与艺术区分开来。

魏思孝的《余事勿取》用卫学金这个失去了土地的肝癌
晚期农民和艺术家楚云天形成了某种对话。卫学金当然不懂
宋画或后现代装置艺术，拍卖行、艺术圈里的门道也与他没
有关系，但他濒死前的痛苦却比任何艺术品或大道理都更直
刺人的灵魂。治不好的肝癌、人生的倒计时都是象征，象征的
是今天每个人命运中被阶层、家庭锁死的部分。卫学金那个
看似走出农村、进入现代社会的儿子也是象征，水涨船高，但
老卫家的人永远都在吃水线之下。也许《余事勿取》的结构还
有些繁杂，但作者与众不同的眼界和才能已经充分显露。

说到社会史视野下的个人史，还存在着一种被人忽略的
可能性，藏在林森的《岛》中。这部作品写了一个被世事伤透
了心的人，索性离群索居，将自己困在一座小小的孤岛上。
18世纪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看似孤身一人，实际背后
却有无数上升期资产阶级的身影和好奇读者的目光，在荒岛

上开辟了令人艳羡的“庄园”；林森笔下的“守岛老人”吴志山
才是真正的孤独，他是许多希望游离、躲避于时代之外者的
抽象写照。也许吴志山象征的，是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触及
的那部分精神史。

地方志与历史的拼图

2020年有多部以地域文化为突出看点的长篇小说，王
松的《烟火》、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迟子建的《烟火漫
卷》、贾平凹的《暂坐》、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吴君的
《万福》，以及香港作家马家辉的《鸳鸯六七四》与台湾作家陈
思宏的《鬼地方》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
华大地上有无数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这种差异从生
活表象渗透到人的骨子里，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作家笔下
的风景千差万别，他们记录和书写的方式也大不相同。

《烟火》的天津和《鸳鸯六七四》的香港，跨过遥远距离形
成了巧妙对话。天津和香港的命运一度相近，殖民者的租界
鲸吞着本地政府的管辖范围，权力的真空地带又滋长民间草
莽，两者同属“混乱”与“秩序”并存的状态，这是今天大多数
人所陌生的。草莽之处亦是传奇或离奇故事发生的地方，王
松的天津话和马家辉的粤语各擅胜场，都写出了异常动人的

“江湖”。
“鸳鸯六七四”指的是牌九中一种几乎必输的“烂牌”，马

家辉是在以牌九比喻糟糕的人生。主人公因龅牙得名“哨牙
炳”，是个从小被母亲抛弃、父亲被日本人杀死的倒霉蛋，除
了打算盘别无所长，胆小好色又偏只能在堂口搏饭吃，妻子
曾经以杀狗为生，在当地文化中是不折不扣的“晦气”。但他
竟从底层“四九”变成了龙头大佬，与“五亿探长”吕乐、“无头
探长”蓝刚等江湖巨人谈笑风生。哨牙炳在退隐江湖的典礼
上突然失踪，他死于为朋友保守秘密，但尸体被海水冲走，没
人能确认他已不在人世。摸到“烂牌”也要照打不误，未输就
算赢，马家辉的小说里处处有自欺欺人、自娱自乐的“智
慧”。连带前作《龙头凤尾》，作者有意塑造不像“江湖人”的
龙头大佬，大概是要告诉读者人生的无奈，以及人在无奈中
也可能“有所作为”。哨牙炳的人生哲学是“逆来顺受”，却

“关关难过关关过”。哨牙炳让人想起鲁迅的阿Q，但马家
辉强调的是这种态度虽然可以被批判和嘲弄，但对世俗人
们来说却是实用的、必要的。每部香港电影都有这样的主
角或配角，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地域文化心
理，但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范畴内，《鸳鸯六七四》是很独
特的个案。

《烟火》对人生沧桑呈现之完整，对市井人情的洞察与
《鸳鸯六七四》平分秋色，而在人物群像的繁复程度上，如大
雪纷飞一般既宏大又细致的叙事特色还要更胜一筹。主人
公来子无疑也是个抓了人生“烂牌”的苦命人，自小被父亲抛
弃，母亲早逝，与爱人相隔半生，重逢之后又是永诀。若从刻
板印象出发，相比书中的高掌柜、尚先生、杨灯罩儿、刘大头
等人，来子反而不像个“典型”天津人。但他从父亲的“迂”和
母亲的“暴”中沉淀下的，在世事变迁的考验、人际交往的磨
砺中积累出来的，也许是更深层的天津文化心理。来子活得
比哨牙炳认真，不会假装对厄运视而不见，街面上的尔虞我
诈，人情世故里的相思与仇怨来子尽收心中。他有时朴素、
坚强得近乎木讷，与哨牙炳的嬉皮笑脸对比鲜明，他们都是
时代风中的草芥，却展现出了不同的韧性。

从香港的湾仔、深水埗、荃湾、屯门甚至九龙城寨，到具
有天津南市前史意义的侯家后，这些地方都值得大书特书。
《鸳鸯六七四》的黑白道，和多少年来的港片一脉相承；《烟
火》的市井气与各个行当的风貌，接续的正是林希、冯骥才等
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津味小说”创作。那种鱼龙
混杂、充满不确定的江湖味道，是今天这个时代罕有的，也正
是长篇小说这种兼具虚构和写实特性的艺术形式应该捕捉
的。《鸳鸯六七四》和《烟火》在这方面都极为出色，两部作品
身后都留有广阔的创作空间，作家未来的创作值得期待。

与《鸳鸯六七四》的港式文学相呼应，中国台湾作家陈思
宏在2020年出版的《鬼地方》也值得一提。这部作品对于底
层问题的探讨，对于爱情中性别观念问题的关注，以及其骨
子里对于少数派的沉溺和强烈的不安全感，和《鸳鸯六七四》
一样提醒着研究者，在港台文学中同样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地
域文化心理，它们不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更
将影响到我们看待整个中国当代精神史的方式。

故事消失的历史与留白处的书写

不知从何时起，编织精彩的情节，用故事让读者欲罢不
能对于长篇小说作家而言变成了一种“低级”的追求。精彩
的故事与深刻的思想性或文学性似乎势成对立，文学的娱乐
性与精神寄托的属性更是无从谈起。然而在2020年的长篇
小说创作中，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会发现这些东西未必矛
盾。前文提到的几部作品，在具有个人史、地方史意义的同
时，本身也都是故事性出众之作。此外，马伯庸的《两京十五
日》延续了他从历史的缝隙中发现戏剧性的一贯思路。史料
提及明仁宗朱高炽意将国家首都从北平迁回南京，作为先遣
的太子朱瞻基刚到南京就收到朱高炽病故的消息，《明史》记
载“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
不果”。由此，马伯庸漫衍、虚构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离奇的
冒险故事，这里除了一般通俗小说中会有的爱情、友情与仇
恨，更涉及皇位归属、国家政治中心位置、漕运的兴废、国家
机器与地方势力、民间草莽之间的合谋与博弈，并且这一切
要在“十五日”的时间范围里见分晓。这样的小说已经溢出
了通俗小说的范畴，它有极为精彩的故事、令人拍案叫绝的
伏笔与巧合、盘根错节的情感纠葛，同时也有对历史某个时
段行政机制、经济状态和器物技术的细致分析，以及由此衍
生的对于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思索。史书记载的春秋笔法、
公文条例的固定修辞，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想象空间。太多
戏剧性因素留在了普通读者视野之外，《两京十五日》成了两
者之间的桥梁，马伯庸找到了另一种为读者提供阅读乐趣的
路径，并且其中不乏思想性和知识性。

与之类似的是张平的《生死守护》，前者写皇位继承、迁
都与废漕运，后者则是新任官员被委以破旧立新的重任，需
要在官商势力的制约和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之间艰难斡
旋。《生死守护》俨然将虚构的背景设置在当下，政府的财政
收入与支出、某个时段的城市规划与民生、国家的行政制度
等读者熟悉又陌生的东西，无不决定着故事的走向，其中的
刀光剑影更显逼真。张平的创作很容易被归纳到狭隘的反
腐小说或官场小说类别，但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张平在
书写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以及处于权力天平之上者的精神
困境时，也体现出了深刻的历史感和文化感。作为虚构性创
作，他的作品中存在夸张的一面，但故事之所以精彩却并不

在于离奇或巧合，而在于作者写出了社会看似流畅的运转机
制中，可能产生的滞涩、碰撞、牵制、隔膜。作品看似写的是
官场，实则是对今天整个行政体制运转的关注和想象，这样
的尝试，体现着当代小说创作对于当代史的把握程度。

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作家和学者开始对文
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明显的批判性反思，现代主义、后现代
主义思潮进入中国文学界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
革，迫使文学出现了明显的“严肃”和“通俗”之分，对故事性
的追求几乎完全被让渡给了后者，而研究者对前者的思想
性、先锋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纯文
学不可避免变得更加小众，且渐渐失去介入社会的能力，很
多人抱怨“当代文学”处理不好“当下史”，同时则是报告文
学、非虚构文学应运壮大；另一方面，思想性不是无源之水，
失去了对社会性知识的重视和掌握，纯文学书写的对象越来
越向当下的日常生活坍塌，除了少数作家能摆脱束缚作突围
之举，即便是一些文坛广泛关注的作品中，所谓“人性探索”
或“思想深度”也难免显得雷同和空洞。

在这样的整体趋势之下，2020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还是
取得了很明显的成绩。在那些强调个人史的作品中，像《艺
术家们》等作品，已经开始了对于群体性的精神演变的处
理，《余事勿取》中对辛留村史的梳理，以及对当下社会生态
的把握已经让这部描写小人物悲欢的作品显得有些不同。
《烟火》《鸳鸯六七四》等作品都构筑出了带有地方性特征、
各种势力运转自洽的空间，他们笔下的天津胡同或香港城
寨，俨然已有微缩历史模型之感。《两京十五日》《生死守护》
等更是将故事直接放置在历史或社会机制的肯綮上，它们
看起来或许最不像纯文学，也多少有一些结构性的缺憾，但
其特征和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也许最能为当代文学发展带
来启示。.

时间悬停的小说叙事现场
——读王方晨《花局》 □朱 凌 郑润良情感与人性的胜利

□胡玉乾

■新作快评 艾伟中篇小说《过往》，《钟山》2021年第1期
■短 评

三种历史与一处留白三种历史与一处留白
□刘诗宇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20202020年长篇小说年长篇小说：：

读艾伟最新的中篇小说《过往》仿若
身在涨潮时的海边，第一波、第二波潮水
悄然而来，起初你是无意识的，好像是又
一个熟悉的套路故事，接着第三波、第四
波、第五波潮水一层一层漫上来，当慢慢
堆积的潮水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你浑身
湿透地愣在那里，些许惊慌，些许压抑，些
许后知后觉的畅快。

艾伟通过《过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
好故事，依然是小说最吸引人的质素，在
过去与现在的移动闪回中，秋生一家的
过往徐徐展开，层层铺展，艾伟以“过往”
为题眼，将故事与人物置于这个漩涡中不
断翻搅，力图从混乱与纠缠之中找到一个
明晰的答案。

小说情节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一一展
开，戏比天大的母亲为了成为越剧名伶奔
赴省城，在出演了父亲编写的《奔月》后名
极一时，但父亲却在演出后离奇失踪了。
母亲对留在永城的三个孩子秋生、夏生、冬
好不管不顾，冬好被人欺骗意外流产，秋生
将人打致半身不遂因此入狱六年，冬好也
住进了精神病院。在回忆中，艾伟呈现了
一段支离破碎的母子关系，也呈现了一个
个人的鲜活的性格，秋生的愤怒、夏生的宽
容、母亲的决绝，这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前
提，他们身处一段关系之中，这段关系看起
来是那么的疏离，互相回避，彼此逃离，仿
佛永远不能抵达。艾伟不甘于此，也不忍
心于此，他为这段生硬顽固的关系不动声
色地注入了一些润滑剂，在主线中埋下了
一个个的小细节，如父亲的钻石手表、想要
除掉秋生的买凶人、难得一见的绝佳越剧

剧本，故事出现转机，情感开始松动，面临
母亲患病要求回到永城这个突然事件，过
往该如何继续，又将走向何处？

紧随回忆而来的是痛恨，秋生痛恨母
亲的冷漠与绝情，拒绝母亲的会面要求，同
时也痛恨自己向父亲告密母亲出轨而导致
父亲失踪、家庭破碎，不与母亲见面即是不
敢面对自己，难以承担自己的心灵重负，这
是他的自我惩罚。夏生虽然接纳了母亲与
他同住，但心里仍然有诸多不满，冬好得病
后母亲仅仅探望过一次，回到永城竟然只
字未提。痛恨是必然，是情节发展的逻辑，
只是艾伟又一次敏锐地把握了人性的复杂
与幽深，秋生最多地继承了母亲的艺术天
分，他怀着温柔之心观看了母亲和夏生的
新戏，他的恨不是简单粗暴的痛恨，而是一
种爱而不得、深切渴望而无法触及的遗恨，
是一场对双方的巨大消耗，是一种互相的
惩罚。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小说的行进越
来越有支撑，情感越来越有力量。

母亲杀掉了凶手，病情恶化，“秋生抱
着母亲，再一次想起死去的麻雀”。他和
母亲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肢体的亲近唤
醒了心理的震动，秋生的痛恨在生死之间
得到了释放与消解，不是不恨，只是它不
再重要。母亲在生死弥留之际也与自己
和解了，“这是母亲第一次完整地说出三
个孩子的名字。母亲一直在重复一个句
子，听了好久，夏生才听清楚，那句子是：
原谅妈妈。”行文至此，和解或许已经完
成，然而小说并没有结束，和解尚不彻
底，还需要那最后的一击。小岛上父亲
的坟墓前，秋生第一次在夏生面前哼唱

《奔月》，还有淤泥中被打捞出的雕像一般
的自行车，汇聚成最后一颗炮弹，将秋生
与夏生内心的阴影和雾障彻底击散，至
此，过往不再是纠缠不休的梦魇，而终于
成为了真正的过往。

艾伟的写作一向重视对人心人性的深
度开掘，他试图展现人性的巨大张力，发现
潜伏于内心深处的种种暗流，挖掘内心世
界的巨大能量，感知和探询人类的存在境
域。《过往》是他的最新尝试，虽然小说布置
了一个雇凶杀人的开头，虽然有着悬疑性
的气氛，但它却不是故事的中心，而仅仅是
串联情节的推进器，占据小说中心的是大
量的日常生活，唱戏、生病、吃饭，都是中国
人再普通不过的人间烟火，秋生、夏生也都
是身边随处可见的素人，没有戏剧性的冲
突，只有简单的故事。但是《过往》恰恰胜
在简单，因为在简单中包蕴着灵魂的挣扎
和内心的深度，正是表层故事的简单才凸
显出了其背后深刻的精神思索。可以说，

《过往》离艾伟所推崇的写作方向又迈进了
一步。

在我看来，《过往》是故事的胜利，也是
情感的胜利，小说最令人称道的是情节的
编排与情感的走向，小说前半部分如平静
的湖面，后半部分却突然风起云涌，湖面下
的暗流不断汇合，奔涌而出，一波一波地洒
向读者，带来一种猝不及防的心灵冲击与
情感体验。在这种潮水的背后，在“过往”
的拆解和审视背后，艾伟想要揭示和摹画
的仍然是人，是人性的纠结与敞开，是心灵
的接纳与释怀，是情感的回归与拥抱。从
这个意义上说，《过往》也是人性的胜利。

长久以来，王方晨的叙述聚焦点都是脚下的“乡
土”。虽然写作空间不断变换，但始终没有将视野
离开他熟悉的“乡村”和“小镇”。他不仅长期关注
和书写乡村世界，还极力通过语言文字建构自己的
文学世界。至今他已围绕“塔镇”构建了红杏庄、佟
家庄、核桃园、樱桃园等文学地理图景。借助这些
虚构的文学“村镇”，作者审视着乡村世界的政治生
态，考察了乡村文化的变迁，也思考着乡村的人情
人性。

长篇小说《花局》是作家叙事现场的一次转
换。他将视线集中于“花局”这个已经脱离了乡村
社会的城市机关单位以及单位中复杂的人际关系，
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演绎了一场场“局中”故事。
当代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和变迁，“塔镇”自然也免不
了与时俱进，《花局》不是王方晨第一次以“城市”为
书写现场。30年间，王方晨先是执著于乡村文化探
索，在乡上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后又创作了以《大马
士革剃刀》为代表的以济南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城市
小说，引起热烈反响，他也由此成为当代城市文学书
写的代表性作家。

书写城市中的故事，并不代表远离了乡村。“城
市和乡村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和乡村与大地的距
离。”他一直期望，“我们的城市文学，在乡土藤蔓的
拼命追捕中，稳稳立身于大地，向着天空，越长越高，
成为一种形象鲜明的文学种类”。

《花局》虽然改变了作家熟悉的书写对象和书写
场域，但是依然紧紧地贴近大地、贴近人的生存空
间。王方晨以真实记录社会发展变迁为使命，审视
基于社会变迁的人性以及个人情怀，以王方晨之

“局”打开一扇透视当代人精神状态的大门。“花局”
中人只不过身在局中，他们所思所想都不过是最普
通的人的诉求，这与王方晨“乡土”作品中的人是一
致的。他书写的是局机关中最普通日常之“局”，比
如植树之局，正是这花局中最普通不过的日常工作，
却充分展现了“局”中各色人等复杂的心理动态。“花

局人物、狗、鸟，以及局外的幽灵和魅惑女子，最终发
现一抹人心异色”。关于温柔之乡的遐想，恢弘绚丽
的文学隐喻都使作者回归生命本然的热望跃然纸
上。城市之“局”看似与乡土空间是“悬置”与断裂
的，但是由乡土向城市的叙事现场迁移并没有改变
作者的创作初心，即不管是在“塔镇”还是“塔镇之
外”，这些作品俱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在所有表
达价值上不懈地去质问、探寻。比如道德问题。他
把属于伦理学、社会学、生活化的东西转到文人审视
层面，由道德转为体面，挖掘人精神层面的渴望，探
索人性本真。对于道德的虚幻想象只是世事变迁中
的一个细微片段，被虚境遮蔽也只是转瞬间而已，人
们的思想和情感会被历史所丰富和扩大，最终呈现
出复杂的思想深度。

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论是美德善念或恶
习卑鄙都是历史的尘埃，人性本就复杂，脱离现实谈
美德、脱离历史谈道德都是抽象的。王方晨从未在
文本中空谈道德，而是致力于展现时代新变和社会
历史转型。虽然王方晨要完成的是有关老旧时代结
束、新时代道德重建的故事，其中寄予关于社会转型
问题的思考，但是《花局》中他的笔力很大一部分用
在了对日常生活和各色普通人的描绘和刻画。这成
为《花局》一个突出特点。

王方晨并没有像其他一系列官场小说那样，构
建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或设置悬疑，或讴歌，或贬
斥，而是悬置了时空，致力于描述花局以及花街的日
常工作和生活情境，使我们有机会把异质的道德逻
辑和花局的道德传统之间的关系看得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故事的结局，古局长与花局夫人鲁林娜的
争吵，还是花街夭婆带走古局长，结局自在人心，只
剩下没有休止的传言。时间悬停不是局限视野，而
是留下时间独立地思考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这既可
以丰富对生活形式和意义的认识，也可以减轻历史
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便更好地了解过去、认
识现在、把握未来。

长篇小说不是无长篇小说不是无
本之木本之木，，更不仅是陶冶更不仅是陶冶
智 性智 性、、锤 炼 耐 性 的 游锤 炼 耐 性 的 游
戏戏，，它有文字之外的起它有文字之外的起
点点，，也有文字之外的终也有文字之外的终
点点。。长篇小说创作首长篇小说创作首
先面对的问题先面对的问题，，是能否是能否
用生动用生动、、贴切的故事和贴切的故事和
形象形象，，处理当下的精神处理当下的精神
现实现实、、物质现实物质现实。。在盖在盖
棺定论的历史论述出棺定论的历史论述出
现 之 前现 之 前，，作 家 将 以 形作 家 将 以 形
象象、、对话对话、、心理心理、、场景场景、、
情节作出更加生动形情节作出更加生动形
象的代言象的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