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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作为自己

的指导：写现实题材，写时代之变，写当下中国人的

爱与痛，写现世里的沧海桑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

的文学诉求乃至美学追求也变得越发清晰，归根结

底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既“贴

着人物写”，又能发现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勾连关系，

从而以具体人物入手，讲出专属于我们今天的中国

故事。我参与编辑的《当代》杂志也是一本坚持现实

主义立场的文学期刊，它的办刊宗旨就是“文学记录

中国”。上述观念都是前辈们反复强调过的，甚而在

有些语境下稍显陈旧，但我本人似乎并没有因为文

学方面的创新愿望而心虚、焦虑过，这想必是因为我

信任自己所处的国家和所处的时代。我相信，当下

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变，是能够为自己这

种风格的写作提供无穷无尽的宝贵资源的。比起内

涵之新，形式之新已经是末技，比起文学所应负担的

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文学内部的种种流变也仅仅

是它的“内部问题”。

然而写作能力有限，思考能力也有限，在写作中

真触及到与宏观社会、历史相关的大问题时，又总会

感到力有不逮。我想，这还是由于阅历和学习的不

足，使得我对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缺乏总体性的把

握。何为中国？何为当下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何

为？当下的中国人又当何为？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

度上作为现实题材写作的终极问题出现，然而作家

的长处在于敏感，他们能把生活中鲜活的细节呈现

出来，但他们却又往往沉溺在细节之中，从而丧失了

把握总体时代的能力，时而流于偏激，时而流于矫

情，时而又很不负责任地用自己的情绪和感想去替

读者一叶障目。如何在写作中完整、客观地呈现、认

识所处的那个中国，这对于任何时代的中国作家而

言，都是永恒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似乎又注定无法从文学内部找到答

案。能否获得对时代的宏观、高屋建瓴的认识，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代人

在文学写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我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对于我们这代作家而言，有着

格外突出的启迪和指导意义。首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重大判断，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尤其是近些年，也许有朋友已经意识到，

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奋斗，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重要节点，中国人所处的社会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

也与以往有了重大不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相

当于把那些人人心中有而人人笔下无的客观感受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

表述了出来。以此作为参照反观新时期文学的那些经典作品无不是作

家对自己所处、所经历的时代做出的鲜活并且鲜明的记录，那么新的时

代又将如何讲述，新的时代又将催生怎样一种新的文学，这是摆在每一

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前辈的优秀作

品提供了文学范式，而书写时代只能由对时代最有感知力的一群人来

共同完成。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书写中华

民族新史诗的号召。明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的中国本身已

经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所做的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以及饱尝的艰辛，其实与中国人在过往历

史中所做的任何一次抗争和奋斗同样可歌可泣。这样一部活生生

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史诗摆在面前，我们是否能够写好它，不辜负

它？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胆识不够而眼前有景道不得，还是因为

自己已经脱离了生活而放任自流地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我想这也是

摆在每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从

我自己而言，我愿意做一个生活中的作家而非书斋里的作家，愿意做

一个替别人发声而非自说自话的作家，更愿意让自己的写作与中国的

现实发生紧密的联系，但又知道这个过程中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更知道

必须不断与同仁们共勉、互相促进，乃至于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自省，才

能让自己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讲，砥砺前

行确实不是一句套话。

最后还是想与大家分享沈从文先生的一个说法。他把文学分成

“思字出发”和“信字起步”两种，做出这样的区分，想必也与他当时所处

的特殊时期与特殊境遇有关。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的人，或许

可以从更新的角度来理解思与信的关系。相信数以亿计的普通的中国

人正在把一个泱泱大国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信的基础；而在一个纷繁多

变的时代保持清晰的观察与客观的心态，这是思的前提。惟有深思才

能真信，心里有信才不至于空思，我愿意对当下的中国，当下的时代同

时保持着思与信的精神。

2017年8月，我们编辑部粗略统计了一下，《福建文

学》平均每期收到的小说自由来稿大约是1500篇。数量

之多，令我颇感意外。必须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小说好写

的时代，在互联网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海量的奇闻轶事、

八卦爆料、热点新闻等等，为小说的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肥料甚至是原料。小说家不出门，就有成吨的故事素材

雪花般飘上门来，似乎菜都已现成，只等小说家撸起袖子

烹炒即可出锅。但这又是一个小说不好写的时代，生活的

丰富性、传奇性以及荒诞性远远超出了作家本身的写作

想象，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很多时候比小说还更具看点和

爆点。如果小说仍然只是充当生活的复述者和现实的呈

现者，仍然沉迷于追求故事的吸引力和情节的跌宕性，那

么读者为什么还要读这些小说，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每年的年终盘点，我们回顾一些期刊上发表的小说，

印象深刻的恐怕很难过两手之数。经常有作者问，你们刊

物喜欢登什么样的小说？我的回答是，印象深刻的好小

说。但这仍然是个很模糊的大概念。怎样才叫印象深刻，

怎样才叫好小说？哥伦比亚著名诗人爱德华多·卡兰萨说

得好：“如果无法让我热血沸腾，无法为我猛地推开世界

之窗，无法让我发现世界，无法在孤寂、爱恋、欢聚、失恋

时陪伴我忧伤的心，诗歌于我，何用之有？”我想，这句话

同样可以作为好小说的注脚。好小说应该有好小说的样

貌和气息，有好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小说选刊》

2017年第10期推出的“迎接十九大·福建中篇专辑”为

例，我们不妨一起来品尝下福建今年收获的“好小说”。

《小说选刊》“福建中篇专辑”选载了杨少衡、林那北、

陈毅达、林筱聆、黄宁五位小说家的中篇，对福建老中青

三代小说家队伍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和亮相，这既是

对福建小说家创作成绩的肯定与褒扬，也是对福建小说

家未来的一种期许与展望。这几个福建作家的中篇小说，

仿佛是一扇扇春天里打开的窗户，透过这些窗户，我们能

隐约感受到闽派小说花园盛开的一派景象，或许品种还

不够丰富，名花还不够众多，但其熙熙攘攘的生机足以令

人抱有大期待。

《清澈之水》是杨少衡以迟可东为主角创作的“系列

中篇”之一。目前已发表了5部，其他4部分别是《远处的

雷声》《鱼类故事》《清澈之水》和《你可以相信》。这是一个

成长型的系列中篇，按照时间顺序，第一部《把硫酸倒进

去》原发在《福建文学》上，那时候的迟可东还是个县委副

书记，到第四部《清澈之水》时已位居副市长之职。杨少衡

的这个系列中篇几乎篇篇都被选载过，我想，这是一个值

得探究的话题。

杨少衡写的虽然是官场小说，但如果读者抱着一股

猎奇心、窥探欲来读他的小说，恐怕是会大大失望的，因

为他的小说没有刀光剑影的官场争斗，没有惊心动魄的

交锋情节。尤其是迟可东系列中篇，其核心故事有很多交

叉、重复之处，进展缓慢，读者倘若一开始就抱着“快马加

鞭看尽长安花”的心理，那么在故事性上是绝对得不到满

足的。问题来了，小说不依靠故事取胜的话，那它吸引读

者的秘密武器又是什么呢？米兰·昆德拉在谈论卡夫卡的

小说时说：“要理解卡夫卡的小说，只有一种方法。像读小

说那样地读它们。不要在K这个人物身上寻找作者的画

像，不要在K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相反，认认

真真地追随人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

想象他们在眼前的模样。”是的，杨少衡小说关注的重点，

从来不是官场上的各种权力斗争和秘闻内幕，而是那一

个个处在官场风暴中心的官员。你得“像读小说那样地

读”这些官员，拨开故事暗流涌动的湖面，触摸那一块块

在湖中或屹立或蚀化的人物礁石，读他们像刺猬一样敏

感而多疑的心性，读他们像猫头鹰一样警惕而锐利的目

光，读他们像蜗牛一样温柔而倔强的抗争。人物的魅力，

才是杨少衡小说的最大魅力之处。

以迟可东为例，这个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

全”英雄形象。在体制中的他，受到了太多的限制和束缚，

他有过犹豫和彷徨，也有过妥协和自我保全。迟可东奉命

接受了本市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其中治理的难点就是要

拆除腾龙中心的养猪基地，然而这块养猪基地却偏偏是

市委书记严海防的政绩工程。所以迟可东出于明哲保身

的目的，一开始是想方设法要推卸任务。可以说，这是一

个很不完美甚至是不太讨喜的主角人设。但比起那些在

小说花园里端端正正摆好造型的高大英雄塑像，那些在

野地里或摸爬滚打或悲喜交加的身影，难道不会更吸引

你的目光吗？角色的不完美不讨喜，同时意味着他的更真

实，因为真实，因为顺从内心，也许不完美，却会更鲜活。

对于迟可东而言，在推卸任务不成无奈接受后，他明知所

做的事很难对现状产生裂变的反应，但他依然挥起了“清

理猪圈”的铡刀。“让河水清澈一点……它值得时而想

想”，这是他做官为人的执念。他渴望能在官场体制和内

心原则之间的高墙上凿出一个洞来，放点阳光进来，以此

来照亮人心这朵紧闭的花蕾。在迟可东这一矛盾体身上，

闪现着作家洞察世情、叩问人心的艺术精神，以及静水流

深般的文学魅力。

和杨少衡的“系列中篇”写法类似，黄宁《放声歌唱》

的故事是承接他另一个中篇《无尽之路》（原发《福建文

学》2017年第2期）继续发展的，何欢是两部中篇的共同

主角。对于作家而言，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带来的小说效

应，应该是最大化的。《放声歌唱》关注的是一群媒体从业

者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危机。这是在电视台工作的黄宁熟

悉的现实题材，也是年轻一代作家熟悉的都市场景，黄宁

写得得心应手，也写出了独特思考。小说以何欢的离职为

故事绳线，串起了何欢、孟苹、黄达、杨洋这四个水晶球，

四个水晶球映射出不同的现实困境和情感诉求的光芒。

当这些不同颜色的映射之光抵达到读者心里时，却引起

了同样的共鸣与感触——在现实的挤压下，在欲望的碾

磨中，他们的困境和危机，何尝不是我们的困境和危机？

小说从人物日常生活片段中发现细微的切口，像隐形的

手术刀般剖开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不动声色的叙述写出

了烽火硝烟般的艺术效果。本雅明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

个人，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个人的情感与体验，一

旦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它往往又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共享

体，能够让读者共同分担、享受，像盐溶于水般溶进了我

们的人生图景里。黄宁对于这种既微妙又矛盾的情感表

述，是我喜欢他小说的原因所在。

从叙述难度上来说，《放声歌唱》以四个人物分块独

立叙述，这种扁平化的结构相对还是比较讨巧，以至于感

觉人物的心理都挠到了痒点、痛处，但又痒得不过瘾，痛

得不尽兴，小说整体的精神深度还是偏单薄了些。

如果说《放声歌唱》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流行乐，那么

《南北货行》则是一曲豪迈纵横的长歌行。在湿冷的冬季

读林那北的中篇《南北货行》，是一种享受，一种“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别样享受。我相信，当你合上书本，

你也一定想起那个一根筋耿直到底的蠢笨陈酒月，想起

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善良陈酒月，想起那个满腔热情

冲云霄的热血陈酒月，他仿佛就像纸上飞起来的蜡烛，燃

烧在你的心里，驱散了你冬天里所有的寒意。我想，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在新闻铺天盖地、资讯唾手可得的今天，还

要阅读小说的意义所在。《玫瑰之名》的作者艾柯说：“无

论如何，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小说，因为正是在那些虚构故

事中，我们试图找到赋予生命意义的普遍法则。我们终生

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何出生，为何

而活。”《南北货行》里的陈酒月，用他那16岁瘦弱而挺直

的身板告诉我们，为何出生，为何而活。

可以说，《南北货行》是一篇有情怀、有追求的小说。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众多题材中，很多小说都热衷于写

情感的娱乐化、写欲望的物质化、写社会的阴暗化，甚至

是什么题材越吸引眼球，就越积极挖掘，什么题材越狗血

刺激，越要使劲用力写。小说向来不缺嘲讽或挖苦的眼

神，不缺放肆或阴沉的笑声，却很少见温情动人的笑容。

这篇小说的主角陈酒月，是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16岁懵

懂学徒，在那个死人比吃饭还简单的战争年代，他不老实

本分地当他的小学徒，却要去桔州帮老板讨债，他甚至连

债主的名字都没弄清，就一往无前地上路了。这种一往无

前，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天真与憨傻，可又是那么可贵与稀

有。我相信，林那北在陈酒月身上倾注了她一直以来想表

达的东西，比如美好，比如善意，比如温暖，这些东西是我

们传统人情小说里，曾一直葆有如今却渐渐凋零的特质。

不是只有悲剧才能吸引泪水，不是只有苦难才能引发共

鸣，在很多作家专注于描摹社会现实和精神欲望的黑暗

面的今天，林那北反其道而行地塑造了一个热血仁义的

少年游侠，令人感动。

在信息爆炸性的当下，小说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小

说如何有别于眼球效果十足的新闻报道？如何不是简单

地复述生活照搬现实？如何不让没有难度的故事取代小

说的精神意义？我以为，一篇好的小说，不仅需要有外在

的故事情节张力，更要有内省的剖析人性眼光，以及把这

内外结合恰当表达出来的叙事技巧。陈毅达的《童话之

石》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样本。小说的叙述很有画面感：

主人公刘晓妮意外得知，早已失联多年的初恋在想方设

法地找寻自己，面对庸俗不堪的婚姻现实，美好的青春回

忆，重新燃起了她对爱情的幸福幻想。就仿佛一个常年定

居在江南水乡的北方人，在黄昏时节突然遇到了一场大

雪，那雪如此久违、如此迷人，令她一下子变得激动不安

却又不知所措。她迷恋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悸动，却对雪融

化之后的肮脏始料未及，更受打击的是，这场重逢的大雪

还没过冬就已停歇。

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步步紧逼的笔下，主人公刘晓

妮的内心就仿佛年久失修的灰墙，在旧情复燃的雨水侵

蚀下，一点点地剥落掉身上的漆，露出内心那摇摇欲坠的

砖瓦。作者把中年人的这种家庭、婚姻以及情感上的各种

针刺都挑露出来，它很普遍地存在，却又异常的扎眼。一

不小心，就是鲜血淋漓，就是伤人伤己。如何在故事紧紧

包围着的坚硬外壳下，发掘出丰富又复杂的人心内核，这

是每个小说家都应该追求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

欲望和生活经验的表面描摹上，而是通过看似琐碎的细

节、螺旋梯似的情节，把人性、情感的极端一点点地逼露

出来。《童话之石》用明暗交织的笔法，不仅写出了玉石般

美好光润的童话爱情，更写出了石头般坚硬的庸俗现实

和人心。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这种复

杂性尤其体现在对人心世界的描摹和刻画上。

林筱聆的《杨柳依依》同样体现了小说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一个小说家如果想如摄影家一样，在旅途中拍摄出

与众不同的风景，那么，他的选择就肯定不会是一条庸常

或就近的道路，而是要循着心灵溢出来的光线，找寻曲径

通幽的路口，去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暗角，去发现那些被

人忽视的隐秘。这也是林筱聆在《杨柳依依》里所极力要

表现出来的。

《杨柳依依》采用了藤牵蔓绕似的双线叙述方式，以

镜面倒影的方式，通过一些相关联的细节片段和情感回

忆，把主人公阮映的现实和过往进行了拼图还原。小说里

恰到好处的闪回情节，就好像叙述的列车在行进过程中

适时地停靠岁月站台，钩沉起那些遗落在旧时光里的角

色。小说充分体现了作者身为女性的敏感和细腻，对于女

主人公的心理波动和情感嬗变，都描写得十分精细入微。

一路跟随这些水分饱满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作者不仅赋

予了角色充沛的情感和强烈的爆发力，还赋予了让角色

操控我们情感的特殊能力，让我们跟着角色一起悲欢，一

起哭笑。这是优点，但有时可能也会成为缺点。或许由于

小说在人物情感上的用力过度，而故事的推进力却略显

不足，导致整个小说读起来有些沉闷和失重，小说的结尾

也显得“作”的痕迹比较明显。

今天的小说，已经远不能满足于叙述一个情节好看

的故事了，也不能一味去迎合商业和流行的趣味，更不能

只是一种商业利益上的快餐式消遣。作为一种叙事的艺

术，小说应该有小说的好样貌，有小说的大追求。这既是

作为一名编辑的守望，也是身为一名读者的希冀。我们也

看到一些已经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小说不可谓不成熟，

但是每篇小说的面目却都有兄弟般“熟悉的眉眼”，原因

就在于他找到了一条小说成功的捷径，并乐于去复制它。

这种“写得很溜”“写得很顺”的成功，在我看来是相当值

得警惕的。

欣喜的是，我在这个“福建中篇专辑”里尤其是几位

成熟作家的身上，同样感受到了这种警惕。杨少衡的“迟

可东系列中篇”，从构思和写法上都力求能与他之前的官

场小说有所区别；林那北《南北货行》里的陈酒月形象，不

同于她上一部中篇小说集《锦衣玉食》的任何一个男女形

象；相比起《三色玫瑰》，陈毅达在《童话之石》里对婚姻和

情感的思考显然也更为深邃和有力。对于写作惯性的警

惕，对于小说成功模式的警惕，使得作家必须对他的创作

进行总结和反省，并做出一些改变和突破。但这种改变和

突破是有风险的。正如杨少衡在创作谈里所说的：“我听

到了两种反映，彼此截然不同。有文友认为是突破之作，

也有朋友认为硬伤明显，很不成功。”对于那些写法已经

较为成熟的作家来说，有争议有时反而是更大的成功，因

为这意味着他在写作上的不满足，他的求新求变。我以

为，这种求新求变是一个优秀小说家应该具有的品质，也

是一个优秀小说家应该具有的抱负。略萨在《给青年小说

家的信》中说道：“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

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

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

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

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期待福建小说

家们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就像明年的春光总是更美好。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9日，福建省作家协会

创作基地揭牌仪式暨闽南

百年新诗座谈会在福建漳

浦县天读民居书院举行。据

介绍，天读民居书院是当地

的“书香之家”，有着丰富的

藏书，平时积极联系基层写

作者，通过阅读、写作等方

面的交流提升大家的写作

水准。书院同时邀请中国作

协诗歌委员会作为学术指

导单位。叶延滨、陈毅达、刘

登翰、陈仲义、道辉、何言

宏、阳子、林秀美等60余位

诗人、评论家参加活动。

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闽南

有着良好的诗歌传统和氛围，特

别是近现代以来，杨骚、蔡其矫、

舒婷等诗人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当下的闽南诗歌创作非常

活跃，厦门诗群、晋江诗群、惠安

诗群、漳州诗群等诗歌群体，在创

作上各具特色。闽南有着独特的

文化和语言，闽南诗人应该深入

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写出既富有

地域特色又体现普遍人性的优秀

篇章。希望在群体的影响不断扩

大的同时，闽南诗歌创作能够出

现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黄尚恩）

本报讯 近日，白峰创作的

《斗蟋小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

版，该书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收

藏家马未都、出版家汪家明以及

《斗蟋小史》作者白峰参加活动。

大家谈到，《斗蟋小史》爬梳出

古人养蟋斗虫的历史脉络，从中透

视社会变革、文化风情。对于早期

史料匮乏期，作者采用以诗证史的

方法，基本上厘定了斗蟋活动的起

始上限。对于明清以来的斗蟋情

况，则运用大量史料梳理出其流布

和脉络，并解读其背后所蕴含的社

会生活情状，可谓“一部微观的农

业文明博物志”。作者白峰人文素

养深厚，而且是养虫高手，写这样

一本书可谓得心应手。大家还提

到，如果把白峰的《斗蟋小史》和王

世襄的《秋虫六忆》参照互看则可

能更有趣味，一个带有学术性，另

一个充满生动细节，对认识斗蟋文

化更有助益。 （小 辰）

本报讯 2017年12月16日至23日，由祁人、李犁、周占林、陆健、杨

泥、杨海蒂、姚江平等17人组成的诗歌采风团走进宝岛台湾，与台湾诗人共

叙一衣带水的同胞情。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颁发由全国诗歌报刊网络联盟主办的“百年新诗贡

献奖”。诗人余光中获得“创作成就奖”，诗人们在颁奖会上集体吟咏《乡

愁》，表达对这位刚逝世的诗人的哀思。12月22日，在台北举行了另一场

颁奖典礼，《创世纪》诗刊创办人张默获得“百年新诗贡献奖·编辑贡献奖”。

活动期间，海峡两岸的诗人们一边采风一边交流，希望通过诗歌呈现两

岸诗人一家亲的和谐美好。 （欣 闻）

本报讯 近日，

“2017广东风度九龄

诗歌周”在广东省始

兴县举行。诗歌周由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

会、广东作协、中共韶

关市委宣传部共同主

办。叶延滨、杨克、熊

育群、柳琛子、车延

高、丘树宏等40多位

诗人、作家参加活动。

始兴是唐代名相

张九龄的家乡。此次

诗歌周以张九龄的诗句“天

涯共此时”为主题，在3天的

时间里举办了“开幕式暨诗

歌朗诵晚会”、“风度九龄诗

歌高峰论坛”、“诗歌名家进

校园”等多项活动，为始兴带

来诗意之风。在论坛上，与

会者围绕“张九龄的诗歌影

响”、“广东诗歌的发展”等议

题各抒己见。大家表示，诗

人无论是在创作中还是在生

活中都要表现出大气度，不

要沉溺于小悲欢之中，而要

对新时代有大的视野。

据介绍，诗人们在此次

活动中的创作成果，将会择

优结集出版。

（尹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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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蟋小史》折射社会生活情状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017

年 12月 17日，作家出版社·如意

读书会与惊鱼文化在京举办了主

题为“抵达现实的路径不止一条”

的新书分享活动，作家阿丁和刘汀

携各自新作与读者见面，畅谈创作

体会。

刘汀的《中国奇谭》中收录了

12部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从普通

人的生活状态入手，着力描写了他

们的挣扎与妥协，揭示出当代人深

刻的精神困境与道德困惑。陈晓

明、邱华栋在与作者对谈时表示，

书中的12篇故事用超出现实的虚

构来接近当代中国的现实，为读者

构筑了一条“有限性”的生活边界，

让人看到更多被遮蔽的现实生活。

在阿丁的短篇小说集《厌作人

间语》中，作者接续了重述经典名

著的传统，以《聊斋志异》的故事为

底本进行了一次再创作，克制准确

而又精到的文字显示出鲜明的个

人风格。此外，书中还收录了部分

灵动耐读的超短篇小说。徐兆正、

张不退、唐棣等对这些作品的冷硬

气质和丰富想象力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它们用文学观照现实，不少篇

什具有较好的节奏感和可读性。

两部新书由作家出版社S码

书房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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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2017年12月23日，由中国

萧军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届“毛泽东颂”原创诗书画征稿评奖揭晓暨朗诵会在

京举行。萧鸣、杨宪金、杜天清、孙健、石祥、朱先树、晨崧、郭曰方等与会。

此次活动共评出华语红色诗歌终身成就奖、特别奖、年度大奖、新锐奖、杰出

奖、桂冠诗人奖等多个奖项，对诗人们在诗歌写作和评论、书画创作等方面

的成绩予以奖掖。与会者深情朗诵了部分诗歌新作，表达了对毛泽东同志

的缅怀敬仰之情和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王 觅）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017年12月17日，由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言几

又书店联合主办的“80

后”新锐作家王威廉《倒立

生活》新书分享会在京举

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总编辑韩敬群、作家阿乙

和文珍与作者共聚一堂，

围绕该书及短篇小说中想

象与真实的关系等话题展

开交流。

王威廉的这部最新短

篇小说集收录了《倒立生

活》《辞职》《市场街的鳄鱼肉》《铁

皮小屋》等作品，以富于想象力和

表现力的文字，展现了对人类生存

状态与精神世界的凝思。与会者认

为，王威廉的作品的观照对象非常

宽泛，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和对社会

与人关系的深入思考。作者为故事

和其中的人物插上一双翅膀，用奇

幻反映现实，直面生活的种种问

题。在王威廉看来，短篇小说不仅

要有“随物赋形”的能力，更要有

“随心造物”的能力。短篇小说是日

常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写作时需要

调动起全部的艺术感觉，才能找到

这个素材中生活世界与诗性世界

的连接点，最终完成从生活世界到

诗性世界的飞跃。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的好莱坞犯罪动作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发布先导海报，并宣布在中国

内地定档1月26日正式公映。《24小时：末路重生》由美国演员伊桑·霍克与

中国演员许晴领衔主演，讲述了职业杀手特拉维斯得知犯罪组织的惊天阴

谋后，在华裔国际女刑警琳的影响下，决定用自己仅剩的24小时生命重新

设置任务目标、直捣组织“老巢”的故事。影片中，惊险刺激的打斗场面和公

路急速追击的拍摄对演员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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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诗人共叙同胞情

“毛泽东颂”诗书画征稿评奖揭晓

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定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