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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长篇小说新作源源不断地涌向书店最显眼的

柜台，也摞在我的书桌上。从整体上说，阅读这些小说的感受

是愉悦的，我对作家们的努力并不失望。长篇小说仍然是当

代文学的辎重部队，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在思想上的发现

往往更愿意通过长篇小说表达出来。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

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

家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年的长

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力后收获的成果，我们不

妨从变化与对策的角度来评述这一年的长篇小说。

题材变化：打破旧格局

题材虽然属于“写什么”的范畴，但当代长篇小说具有较

浓厚的题材意识，因此当“写什么”被纳入到一定的题材领域

时，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怎么写”的潜在要求。当作家选择了

“写什么”后，就要注意如何避免陷入“怎么写”的窠臼。刘庆

的《唇典》在这一点上做得很精彩。这部小说以东北萨满文

化为纬，以家族命运为经，书写了东北大地百年来的历史变

迁。因此有人将其称为地域文化小说，也有人从家族小说的

角度去读解。但无论是地域文化小说还是家族小说都无法

准确传达出《唇典》的精髓。因为刘庆的灵感来自口头文学，

从而赋予“唇典”这个江湖词语以新的意义，表示要向一切口

口相传的民族史和民间史表示崇高的敬意。这部小说充分

利用了口头文学的资源，这些口头文学包括东北大地上流传

的创世神话、民族史诗、历史轶闻、民间传说等等,并在口头

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勾画出东北百年的文化史和心灵

史。刘庆抓住了萨满文化的灵魂，这个灵魂可以概括为两个

核心词，一个是敬畏，一个是珍惜。敬畏神灵，珍惜生命。刘

庆怀着强烈的现实忧患呼唤逐渐消失的萨满文化之魂。曹志

辉的《女歌》以湖南江永的女书为纬，以一家三代女书传人的

命运为经，去叩问女性精神的内蕴，与《唇典》有异曲同工之

妙。作者既写出了女性意识逐渐觉悟的中国女性心灵史，也

直面了女性真正全面解放之艰难。

题材意识表现得最突出的是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如何

打破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的旧格局也更具有迫切性。乡村小

说一直是长篇小说的重镇，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提速，日益兴

盛的城市小说大有取而代之的阵势。事实上，二者并非营垒

分明，而是具有相互融合之势。由此雷达等批评家提出了“城

乡小说”的概念。中国的现实已经把乡村和城市紧紧地铆合

在一起，为“城乡小说”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

在那些比较典型的城市小说或乡村小说中，作家们打破旧格

局的倾向非常明显。如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完全讲述的是城

市里的人物和故事，被认为写出了城市“众生相”。但我注意

到，徐则臣并非写城市的权势者，而是写那些为生存奔波的

人，写这些人的弱小和卑微。这种体现在单个人身上的弱小

和卑微汇合到一起又构成了城市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这其

实是徐则臣对乡村精神的一种理解。所以他说，城市除了浮

华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

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曹多勇的《淮水谣》看上

去是很传统的乡村小说写法，但他将离乡与恋乡交织起来写，

写出乡愁的一体两面，其意蕴完全溢出乡村题材的边界。梁

鸿的《梁光正的光》则将学者思维和非虚构思维带进乡村叙

述，初次写长篇小说，尽管有些鲁莽，但她塑造了一个特立独

行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既是从她家乡梁庄生长出来的，也是

从她内心生长出来的，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异化。

马笑泉的《迷城》写的是一座小县城。小城镇是一个非常

值得关注的空间，它处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汇处，衔接着城乡两

种文化，最适宜展开乡村叙述与城市叙述的对话。但马笑泉

并没有在乡村题材或城市题材上做文章，而是连走了两步“险

棋”。第一步险棋是他选择执掌这个城市权力的最高领导作

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这很容易将小说写成一部俗套的官场

小说。马笑泉绕开了官场小说的陷阱，他选择这步险棋是为

了选择更为宏阔的政治视点，通过政治视点可以辐射到城市

的方方面面。第二步险棋是他以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突然坠落

在住所楼下作为小说故事的开头，并将这桩不确定是自杀还

是他杀的悬案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很容易写成一部流

行的破案小说或反腐小说。但马笑泉同样顶住了流行的压

力，他之所以要紧紧抓住这桩命案的线索，是因为他要以这桩

命案为引线，将本来互不关联的事件和人物都串在一起，构成

一个完整的小城版图。《迷城》的文学意蕴很足。特别是马笑

泉将他多年研习书法的心得融入叙述之中，既直指当下书法

热的现实，又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还使小说增添了一份浓浓

的雅趣。迷城之迷既在迷宫般的幽微，也在迷局般的险峻；更

有对美好的迷恋和对思想的迷惑。

对于作家个人而言，在题材上打破旧格局则突出体现在

对自我的写作定势的突破。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便得益

于对个人题材困局的突破。新疆的异域风情和绚烂文化是红

柯最重要的题材，它开启了红柯的浪漫主义文学之路，但也形

成了一定的套路。红柯后来回到了家乡陕西，他在小说中加

进了陕西的元素，新疆元素与陕西元素构成了红柯小说的复

调性，但两种元素的融洽性又显得有所欠缺,因为他一直未能

将新疆与陕西之间的内在关系梳理清楚。终于，在《太阳深处

的火焰》中，他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红柯对于新

疆与陕西的长期对话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

是新疆与陕西从文化渊源上是一体的。红柯的用意是要说，

那个有着辉煌传统的陕西在现实中出了问题，而且他不满足

于对具体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而是要归结出现实问题的总根

子。这个总根子就是传统文化中的阴柔观。这大概就是红柯

写作这部小说的真正动机，他由此赋予新疆的太阳墓地最具

现实性的象征意义。

从题材的丰富性也能看出长篇小说与现实的亲密度。比

如面对以经济为主潮的社会，经济逐渐成为一种题材类型，如

丁力的《中国式股东》、袁亚鸣的《影子银行》等，但经济只是

作者的切入口，要么像丁力那样写如何做人，要么像袁亚鸣

那样对经济行为进行精神现象分析；乔叶的《藏珠记》化用了

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小说手法，让唐代的一个女孩与今天对

话，触及了永恒与瞬间的哲学话题；海飞的《惊蛰》则是将谍

战小说这种类型小说的写法有效嫁接在革命历史题材上。

主题变化：用头脑和体温去写作

主题之于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题材本身就内蕴

着一定的主题旨向。因此有些作家尽管写作时主题并不确

定，但他只要对题材的把握到位，主题仍然能彰显出来。然而

我们停留在固定的主题上写小说，是导致模式化和同质化的

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也应该在主题上有新的发

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同时也要用自

己的体温去写作。

主题首先包含着价值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都会形成自

己的核心价值，体现了社会主潮的价值内涵。张新科的《苍茫

大地》是一部表现南京雨花台烈士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许

子鹤这一形象不仅具有共产党人形象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阶级

本色，而且亲切感人，充满智慧、情感丰沛。这一形象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作者对英雄主义主题的深入发掘。一方

面，他给主人公许子鹤确定了符合共产党人思想原则的底色：

忠诚、信仰、使命、志向、责任感、牺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又

注意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内涵有机地结合

起来，如孝顺、忠诚、与人友善、古道热肠等等。作者花了不少

笔墨来写许子鹤对待父母特别是对待养母的感人故事，也妥

善地写到他与叶瑛的爱情婚姻以及他与德国姑娘克劳娅之间

微妙的情感关系。这部作品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系统与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之间具有密切的辩证关系。建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体现出对人

类普遍认同价值的认同和推广，是人类普遍认同价值在中国当

代社会的具体呈现。如果说《苍茫大地》写了叱咤风云的英雄，

那么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和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写的则是

典型的小人物，无论是宋梅用还是大姨妈，显然都没有值得宏

大叙事的丰功伟绩，她们基本上游离于大历史潮流的边上，甚

至其举动与历史进程相佐。但两位作家都看到了她们身上

“好人”的一面，但是“好人”就一定好吗？任晓雯笔下的宋没

用其实是以软弱和忍让的方式来回避人生的进取。石一枫则

要告诉我们，一个心善的人在精神上还得有信仰的支撑，否则

她的善可能会办出恶事。这两部小说的小人物并不天然地占

有道德的优势，因而也体现了作者不随众的价值观。

范小青写《桂香街》的目的是要宣扬江苏一位居委会干部

的模范事迹，但作者并没有将此写成一篇单纯歌颂好人好事

的作品，而是将小说主题调整到自己的文学思路中。范小青

的文学思路之一便是寻找。从寻找的文学思路出发，范小青

写《桂香街》就不是直接、正面地书写这一形象，而是设置了一

个寻找的主线索：寻找居委会新来的蒋主任。《桂香街》的寻找

是多方位的。林又红一次又一次的寻找，最后寻找到了居委

会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长在桂香街上的老桂树，它象征着一

种默默奉献的精神。对于范小青来说，寻找不仅仅是为了编

织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而且也是她孜孜以求的精神。寻找

精神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意向，人类不就是在不断

寻找的过程中开拓和丰富人类文明的资源的吗？孙惠芬在

《寻找张展》中也确定了寻找这一主题，从而将一个关于中学

生教育的题材写出了新意。孙惠芬在这部小说中所要寻找的

仍然是“救赎”，不仅是对“90后”的救赎，也是对天下母亲的救

赎，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救赎。而救赎惟有通过心灵的沟

通才能实现。杨帆的《锦绣的城》也包含着拯救的主题，她针

对道德日益败坏的现实，呼唤清洁意识，人人都需要清洁身体

和灵魂。但她过于依赖感性的写作，导致一个精彩的主题在

感觉的碎片中泄掉了。

一些重大题材似乎已预设了主题，要在主题上有自己的

发现很不容易，但也并非不能寻找到突破点。比如周梅森的

《人民的名义》写的是反腐题材。但他并没有将其写成一部在

主题上中规中矩、在情节上追求戏剧性的类型化的反腐小说，

他尽管高度认同党中央的决策，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眼光和视

角，因此小说不仅写出了当下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多

面性，更将其提高到了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

上，由此揭示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李佩甫的《平原客》以

一名副省长杀妻的案件为主线，也有陷入破案小说或反腐小

说之虞，但李佩甫将其纳入到他一贯进行的关于传统农业文

明在现代化进程的变异和困境的思考范畴之中，出生于农村

的李德林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又曾经是有“小麦之父”之

誉的科学家，喝过洋墨水，他人生经历的丰富性也构成了他精

神的复杂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

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写成一部揭露和控诉侵略罪行的小说，而

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

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因此，他在小说中

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呈现，另一条是今

天人们向日本政府起诉战争赔偿的诉讼。两条线索不仅将历

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而且也通过现实的诉讼直戳历史的核

心。需要注意的是，预设主题会形成一种在主题上的模式化

思维，而且它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看似不存在，却

又无处不在，所以不少作品都难免留下模式化思维的痕迹。

如《苍茫大地》虽然在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上有所突破，但在处

理英雄的妻子叶瑛时，完全忽视了叶瑛这一人物的悲剧性，把

她写成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符号性人物，只是以她来陪衬

许子鹤的政治意志；又如《重庆之眼》生硬地加入地下党在重

庆策反国民党飞行员的情节，这些都可以说是模式化思维留

下的败笔。

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发现主题，也要在发现中带

着自己的体温。我的意思是说，作家的写作必须融入自己的

情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世界。陆天明的《幸存者》显然是

带着体温写出来的作品。小说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反映

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演变。书写这段历史

的小说有很多，而陆天明在回望这段历史进程中的疾风暴雨，

感慨自己是一名幸存者，而这一带着体温的“幸存者”认识便

成为了小说的主题。陆天明从幸存者的角度来书写每一个人

物。像林辅生这位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工作后

就参加了一次“幸存者”的聚会。而谢平抱怨历史不公时，他

的战友则提醒他你还活着的事实，也是在提醒他你要庆幸你

是一名幸存者。不同的幸存者会有不同的生存理念。陆天明

试图追问每一位幸存者，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理想。鲁敏的

《奔月》通过一个失踪者的故事去质疑现代城市的冷漠。小六

因为一场车祸而成为一名失踪者，她在车祸现场捡起别人的证

件以另一种身份生活在别处，这似乎实现了她内心隐秘的愿

望。而小六的亲人和同事们在焦急等待小六归来的过程中也

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心理和情感。鲁敏由此发现，我们的精神

信念中最缺乏的就是永恒性的东西，我们最日常的生活和情

感中弥漫着不确定性。这样的主题令我们反思。但我感到不

满足的是，鲁敏在讲述中是那样地冷静，她在质疑笔下的人物

时，似乎没有顾及他们身上尚存的体温，这影响到小说主题的

展开。我以为，鲁敏如果带着她所独有的“东坝”式温暖来体

悟城市，也许会有另一番惊艳的书写。

方法变化：在处理现实上下功夫

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仍然是长篇小说的主流。但同

时必须看到，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似过去的单色调的现实

主义，而是变得色彩斑斓了。这得感谢现代主义长期以来的

浸染。“70后”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是在现代主义的时尚语境中

开启文学之门的，如今“70后”已经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主

力，必须看到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带来的新变。黄孝阳是“70

后”在创作方法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一位作家。他的《众生·

迷宫》并不在于其鲜明的先锋派风格，而在于他是抱着自己

新的文学观去进行创作实践的。他的新的文学观是要寻找

或创立一种新的小说叙述逻辑。他将知识作为小说叙述的基

本单元，取代了形象在叙述中的位置。黄孝阳的小说实验让

我们看到文学就像是一个悄悄膨胀的宇宙。与黄孝阳相似的

是李宏伟，他的《国王与抒情诗》自如地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

游走，把哲学、历史、诗意熔于一炉。赵本夫的《天漏邑》让我

大吃一惊。这位能把现实主义玩得滴溜转的作家竟然完全玩

起了现代派，他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现实。尽管他将现实

加以荒诞、诡奇的处理后能够表达出更多的意义，但我还是觉

得他不应该放弃他在写实上的长处。张翎的《劳燕》以鬼魂叙

事开头，三个在战争中相识的男人相约死后重聚，但作者这样

的设计只是为了克服写实性叙述在时空上的约束，让三位亡

灵超越时空表达对同一位女人的爱与悔，小说主要还是依靠

强大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完成了对一个伟大女性的塑造，是

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和人性深度的战争叙事。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和苗秀侠的《皖北大地》都是正面

书写新农村建设的小说。当前农村一系列新的现象如三农

问题、土地流转、环境保护、农民返乡等，均在两部小说中有

所反映。两位作者都对农村充满了热情和真诚，这种热情

和真诚浸透在字里行间，他们都试图塑造代表新农村的新型

农民形象。《皖北大地》所写的农瓦房具有一种农业的工匠精

神，这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可贵精神，难得的是被作者敏锐地

抓住了。《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则是一位主动返乡的农民，

关仁山在塑造这一农民形象时有意秉承柳青在《创业史》中

所凝注的乡村叙述传统。这两部小说都是紧贴现实的作品，

但两位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的问题上又都存在着简单化的

倾向。如《皖北大地》将当前农村禁烧秸杆的阶段性工作作

为建设新农村的核心情节，《金谷银山》将一个被确定为搬迁

的白羊峪作为典型环境并将抵制搬迁作为情节起点，这样的

设计显然没有扣住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内涵。作家紧贴现实

的热情没有错，但他们的写作也许太急了些，要把现实理解

透、处理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

易写，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大半。殊不

知，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

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

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

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主

流，仍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陶纯的《浪漫沧桑》和王凯

的《导弹与向日葵》是2017年军旅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两部

小说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方法，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思想在现

实主义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陶纯写革命战争有自己

的反思。他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

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似乎最终

爱情也不如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

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

生命之火的燃烧。王凯写的是在沙漠中执行任务的当代军

人，他对军人硬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对最基层的

军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不似以往书写英雄人物那样书写

年轻的军人，因此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并不“高大上”，然而他们

的青春和热血是与英雄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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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当代社会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刺激，，敏锐的作家敏锐的作家

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会在现实的不断变化中去寻找文学的新机。。20172017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年的长篇小说证实了作家们的努力以及努

力后收获的成果力后收获的成果。。

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题材虽然属于“写什么”的
范畴，但当“写什么”被纳入到一
定的题材领域时，就有可能逐渐
形 成“ 怎 么 写 ”的 潜 在 要 求 。
2017年，如何打破旧格局在乡村
小说和城市小说中更具有迫切
性。对于作家个人而言，在题材
上打破旧格局则突出体现在对
自我的写作定势的突破。

20172017年长篇小说年长篇小说：：变化与对策变化与对策
□贺绍俊

题材本身就内蕴着一定的主
题旨向。停留在固定的主题上写
小说，是导致模式化和同质化的
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是同一个题
材，也应该在主题上有新的发
现。作家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去
发现主题，也要在发现中带着自
己的体温。作家的写作必须融入
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
验世界。

现实主义仍然是长篇小说的主
流。但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似过去
的单色调，而是变得色彩斑斓了。现
实主义是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
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
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
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
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