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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普通人的尊严与追求写出普通人的尊严与追求
————范小青长篇小说范小青长篇小说《《桂香街桂香街》》研讨会发言摘要研讨会发言摘要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

家出版社社长）：

范小青多年来一直是紧贴生活的作者，没有

跟时代脱节。桂香街是当今社会一个缩影、一个

窗口，范小青将这个街道的前世今生挖掘得很充

分。《桂香街》这部作品，有温度、有情怀、接地气，

充满了正能量。对范小青来说，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这个

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很多小

人物，范小青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挖掘出崇高，

写出小人物活着的尊严与追求，并给予这种尊严

与追求以肯定，以写作的方式向这些人物致敬、

向生活致敬。主旋律小说容易被主题束缚，但

《桂香街》结构宽大、构思巧妙，以桂香街几个主

人公情感故事为线索，串联出底层人们广阔的日

常生活，可读性很强。《桂香街》的语言也是贴着

现实生活的语言，有现实感的同时也富有地域文

化的韵味，这些都是小说非常成功的地方。

韩松林（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

处书记、副主席）：

范小青是我们江苏文坛的领军人物。在她

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早期的主要描写苏州

小巷风情人物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大千世界。《桂

香街》是一部充满生活张力的作品，描写了社区

工作者的柴米油盐，把读者带进了当下的生活场

景。范小青运用了大量可知可感的生活细节和

独特的充满智慧与幽默的语言，完成了这部作品

的创作，这里面包含着范小青对居委会工作的理

解、尊重以及对社区工作的深情。范小青的创

作有几个特点：一是有坚定的人民意识。她长

期扎根人民，对生活怀有一颗敏感的心，用敏锐

的目光捕捉到社会历史的内涵变迁，以芸芸众

生构成了一个当代世情的万花筒。她是一位贴

着大地飞翔的作家，坚持从人民群众和现实生

活中汲取营养，又用自己的作品反哺土地和人

民；二是有执著的理想坚守。范小青对文学怀

有一颗赤子之心，文学是她终生的梦想和追求，

为了这份坚守她从未停下求变求新的脚步；三

是有深厚的人文情怀。范小青怀有一颗悲悯之

心，作品中很少有大奸大恶，而是以荒诞色彩揭

示出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以丰富的情

感和连绵的善意展现出温情脉脉的生活画面。

《桂香街》就是典型的温情之作。

徐宁（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江苏的文学创作、江苏作家群在全国都有广

泛的影响，作为江苏作家的领军人物，范小青一

直以影响力昭示着作家的责任和姿态。《桂香街》

就是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创作导向

的成果。小说的原型、令人尊敬的社区主任许巧

珍也因为《桂香街》这部跨越时空的作品而获得

了不朽。这次研讨会不仅仅是对范小青具体作

品的研讨，更是给了作家群体，特别是年轻作家

一个示范、一个影响、一个指导，希望江苏作家们

更好地坚持关注、引领，创作出有道德、有温度的

优秀作品，希望作家们坚守文学梦想，不改文学

初衷，勇于开拓创新，为江苏文学的发展不断注

入生命力和创新力。

徐光辉（中共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桂香街》以常州为背景，

以普通的社区干部为主角，人物栩栩如生，仿佛

就是我的左邻右舍。从这部作品中，我不仅看到

生活的朴实美、本质美，更感受到作者对普通大

众的关心和深情。正如范小青后记中所说，是许

巧珍的动人事迹促成了她《桂香街》的创作。许

巧珍是“全国最美小巷总理”，曾两次受到毛主

席、周总理的接见，退休后主动到社区工作，五次

被社区居民写联名信挽留，直到85岁生命结束

的那一天。文学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

办法是扎根人民，在这点上范小青为常州市所有

的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做出了表率。我代表

常州市委宣传部对范小青为我们呈现了好作品、

树立了好标杆、弘扬了好精神表示感谢。

张建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范小青的多部作品

都是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在长期的合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正是基于这种友谊，范小青把她的新作《桂香街》

又交给了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高度重视且

倍感荣幸。范小青的创作一贯扎根现实生活、反

映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新作《桂香街》也延续了这

种创作风格，以居委会工作为主线，表现了普通

居民的鲜活故事，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居委会

主任形象。范小青饱含深情的描写，充分展示了

一个作家对火热生活的洞察力和责任感。祝贺

范小青有了个人创作生涯新的里程碑，也希望

《桂香街》成为我们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一个标志

性的作品。

王山（《中国作家》主编）：

我对范小青写作有充分信心，她的《桂香街》

缘起于常州居委会的一群人物，这些人物是鲜活

的也是生动的，但是如何将他们融为一部长篇小

说，这个过程实际上非常艰难。《桂香街》成功地

将火热的、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基层民众的工作生

活，以文学的形式进行了一种重新的编制和呈

现，是一部不折不扣充满了正能量的小说。书中

刻画了很多有深度的人物，其中居委会干部小陈

就非常有意思，是一个神来之笔。小说结尾将林

又红认定为一棵树，是一种意味深长，饱含文学

家深沉的感情，体现了作家对老百姓、小人物、基

层工作者的细致观察和温情关怀。书中虽然写

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整体上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

的温暖、美好、信任和理解。这种写作方式为我

们如何针对现实题材进行创作提供了一种可靠

的经验。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桂香街》是当下中国

第一部写社区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可以肯定的

是，这部小说延续了范小青自上世纪80年代开

始的市井小巷人物的写法。小说以市场为主线，

以情场、商场、官场为辅线，整理出人物的谱系，

所描写的桂香街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为本书增添

了很多风情化色彩。主角林又红的性格是多元

性的，她从老总的身份转换为一个最基层的干

部，这样的转换轨迹看似是不合理的，但由于作

家精心以性格决定命运来设计人物新的路线图，

显得合情又合理，这是小说非常成功的地方。小

说的场景设计也具有多样性，将最前沿真实的生

活场景再现，同时对人物描写以一斑窥全豹，揭

示出一线社会的生活状态——“不是我疯了是

世界疯了”，林又红这句最精彩的话也正是小说

的文眼。我觉得作者需要思考的是：林又红最后

的选择虽然满足了普通读者大团圆式的阅读期

待，但这对于整个小说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其实是

弱化了的，不利于体现小说人物的复杂性和对于

生活的深度揭示。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桂香街》是一种类型创作，用鲁迅先生的话

说就是“遵命文学”。因为带给范小青创作冲动

的是常州模范人物，她觉得自己应该要把她写出

来。范小青为这种类型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很重

要的经验——把命题纳入到自己的文学思路之

中，而不是让自己的文学思路跟着命题走。《桂香

街》充分体现出范小青的创作特点，我将其归纳

为“寻找”的主题，即以“寻找”作为主线索去完成

一种精神的寻找，最终寻得桂香精神就是居委会

这个群体。进一步往深里寻找，可以发现桂香精

神是与文化传承有关联的。虽然潘家大宅消失

了，但潘家大宅种下的无形的桂花树保留了下

来，历经文化精神积累，拥有桂香树的桂香街才

得以弥散桂香精神。范小青这么多年一直保持

着旺盛的创作姿态，也得益于她对未来和未知充

满了兴趣，始终拥有一种寻找的冲动，所以在她

的小说中才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这一点是非常

难能可贵的。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现如今，作家个人的创作与走势是同地方政

府、国家民族密切关联的，这种现象要求作家和

城市之间的力量互相叠加，用一个热词来说就是

IP。常州是一个老IP，请一位著名作家来写这座

城市，就将作家的形象、IP力量与城市沉睡的力

量相叠加，从而激活了这个城市IP。小说中，桂

香街是一个IP，而与之相关的家族是一个IP，当

桂香街的历史与家族的文化与相配，就是两个IP

叠加，所以很有力量。当江重阳出现时，桂香街

这个IP已经不复存在，是小说开始重新激活残

存在桂香街内部的所有人文情怀，激活曾经蕴含

在桂香街内部的所有内容。小说有一条实线一

条虚线，实是时代的实，虚是桂花的香味和人们

的精神。如果没有这条虚线，小说就成了报告文

学。范小青笔下的老常州民间底层的人文形象

和林又红所代表的IP基础，与历史文化名城相

配合，可以形成具有特殊性的大IP。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范小青创作《桂香街》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

活中具体人物的动人事迹，她在情节设置上独具

匠心，使得整部小说生动、有趣，并不沉闷。小说

一开始林又红被群众当成蒋主任的情节就很有

意思。所谓的“蒋主任”其实是一个活在无数人

们想象中的人物，她贴心可靠，无所不能，一直

被人们所期待。林又红个性善良、热情、疾恶如

仇、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所以经常会被当成蒋主

任。从林又红身份的错位可以看出现实的荒

谬，这种荒谬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而小说

中人物的性格行为，又与作品深层建立的荒谬、

反讽构成了一种对照。范小青对主题结构很有

想法，以强烈的揭示感提供了更深层的叙事内

涵，最终成功地呈现出一个有批判自觉和反讽自

觉的叙事文本。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范小青对现实满怀感情，她的现实题材作

品，特别是近些年创作的作品，是对小说艺术的

尊重。《桂香街》是由常州市民事迹所引发的创

作，但意义已经超越了桂香街、超越了常州，从艺

术上提供了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文学文本。现实

生活素材其实非常难处理，范小青的优势就在

于，能够从日常特别是世俗生活当中表达出现实

的复杂以及人物的命运，把世俗生活写得惟妙惟

肖、体贴温和。小说的人物有一定的影子，书中

几个人的关系构成了小说重要的部分。小说的

叙述语言也有比较大的变化，相较于之前叙述语

言的柔软，这次叙述语言有较大的突破。范小青

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对文本做了处理，非常不容

易。《桂香街》是范小青个人创作历程上的重要收

获，也会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

要文本。

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代文学中，农村、乡土的题材相当多，我们

写都市、潮流、青年的作品也很多，但惟独写小巷

的很少，这类题材是容易被忽略的。范小青《桂

香街》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文学文本，

是对我们当代小巷文学缺失的重要补充。这部

小说以人物内在性格演变逻辑为基础，生动又合

情合理。林又红本来是机关公务员，后来又去外

企当了副总经理，怎么可能到底层的居委会去工

作？实际上范小青写小说的时候在性格推演方

面有很自然的交代与铺陈。林又红去外企面试

时能够对考官提出尖锐的批评，从中可以看出她

爽快、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性格。因着这样的

性格，就有可能促成她最后的角色转变，很自然，

不突兀。所以通过举例可以发现小说环环紧扣、

浑然天成。把这样一种小巷文学、市井故事编织

得如此精致、完美，范小青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

地步。

吴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主题上来说，范小

青的作品给所有的作家提出了一个在市场上开

拓文学创作的途径，即文学创作若要正面揭示

主流价值观，应该进入社会底层和基层。这一

点上，范小青的作品和以往的文学实践都是当

前文学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从文学表现的形式

和技巧上来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不能解决的

一个问题是：当正面表达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时

候，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是遭遇挑战的，即作品

的形式方面会显得比较勉强、脆弱。《桂香街》在

文学性的探索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示范。可以

说，范小青可能是中国当代主流作家中写正面

价值题材的作家里面，最好的一位。这与她的

常年积累和艺术修养有直接的关系。《桂香街》

的写法，其实也得益于她二三十年前对于江南

里巷文化的艺术表达，在艺术上积累了大量的

基础。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桂香街》体现出范小青对转型时代的一种

抉择和承担。这样一种承担可以体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桂香街》的城市写作。小说笔触深入

到居委会，将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揭示、

体现出来，也直面了城市发展中的问题，非常可

贵；第二，《桂香街》的女性人物塑造。范小青的

女性人物形象有一个谱系——塑造女同志。林

又红是女同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她非常

实干，又非常有担当，像桂树般温暖、阳光、芬芳，

体现出当代女性非常重要的独特性；第三个是小

说选择。在这个时代，要比较好地去理解、呈现、

表达中国的现实，现实主义是最有效的方法。《桂

香街》的人物塑造、悬念设置、叙事模式、语言表

述都是值得肯定的，充满鲜活的时代气息。小说

在最后写到了一棵树，没有言明是什么树，但通

过盲人闻到的气息已经暗示出来是桂花树，让人

不禁联想到，正是林又红这个人物的存在，使得

作品弥漫着灵魂的香气，这种香气也是作品本身

的一种精神气息。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桂香街》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个案和范本，即

今天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如何来认识、书写和对待

当下日常的生活。小说中对市民的随机采访，非

常能够说出当下中国的情绪，每个人的回答都表

达了很多人的心声：这个世界疯了，人人不满意，

人人都怨气冲天。这样一种现状我们感同身受，

这种情绪时刻困扰我们，但其实并没有多少作家

愿意像范小青一样俯下身来感受这种情绪对中

国的伤害和困扰。范小青拥有细部雕刻的能力，

能够在小说中快速地刻画出人物，以深入人心的

人物形象组成小说的血肉。更难能可贵的是，范

小青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体会不同人的难处，

真正将心比心，融入不同人物的生活之中。现

在很多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被一种浓郁

的抱怨情绪牵着走，一味地站在制高点上进行

谴责。《桂香街》以平等的姿态去书写，在适度体

谅和理解的基础上，鼓励人们真正行动起来，从

个体、社会等各个角度去解决现实问题。小说

中写到许多不平事，但是你看不到那种怨气。

比如书中的小陈一天到晚嘴上不饶人，但该做

的事情还是会做。能写出这种又细腻又坚韧，

还带着日常生活既温暖又无奈的感觉，很难

得。这也是《桂香街》所给予我们的一个很重要

的启示。

张光芒（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和独特的

艺术空间，非常深刻地写出了当下社会生活的

一种运转关系，并且告诉我们当下社会这样一种

生活的运转逻辑出现了什么问题。《桂香街》特别

注重表达和表现当下社会人心运行的逻辑，将人

物的心理、动因作为小说发展的动因。人心也许

不能改变生活方向，但是决定了小说的方向。小

说中林又红之所以能做居委会主任是由她的文

化心理决定的，她的人性体现了小说的动因。小

说特别注重写人心、了解人心、体验人心、解决人

心，很多情节都是通过人心逻辑来构建动因。比

如说在于老师和林又红的对话中，林又红明确表

示不当居委会主任，于老师说话就喊林又红“林

主”，“任”字没有说出来。这样一种语言的细腻

表达，反映了人物内心活动一种流程。所以说

“人心走向”，人心的逻辑虽然出了问题，但人心

也是解决社会逻辑问题的方向，小说在这方面的

表现非常有特点。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就《桂香街》，我简单地谈几个观点。第一，

小说的第一部分关于桂香街的过去，虽然篇幅

很短只有一章，但对于认识小说的大结构其实

有重要的意义。小说从桂香街的历史写到小吃

街的“桂臭街”，写到结尾的桂香精神，这当中呈

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世俗、人情的改写和重建

过程。小说虽然表面上写的是小的居委会，但

其实含有一个大的中国社会、文化、世俗、人情

的视野。第二，从这部小说当中能看到范小青

整个的创作变化。《桂香街》虽然写的是常州，但

这个常州是属于大的江南文化区域。范小青在

书写现实的过程中不止于描写小巷的世俗风

情，更有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关注。《桂香街》关

注的就不是城市大的方面，而是关注于小的局

部在今日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在结构设置

上，小说也有“寻找”的意味。一个小小的居委

会面对最底层最普通的老百姓时，也会有许多

别人解不开的谜。这个不断解谜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寻找的过程。再一个，范小青在人物叙

写方面，特别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日

常的荒诞，然后把人物放置于日常荒诞中去刻

画人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林又红不断地被误

认为是蒋主任，就是一种人物日常生活荒诞中

的命运，这样的人物值得关注。第三，从文学生

产上，这部小说值得作为一个案例来研究。从

写作生态来看，这种写作类型被称作主旋律或

者正能量写作，不仅被文学史关注得不够，且某

种程度被歪曲得很厉害。范小青的《桂香街》让

我们看到，所谓的主旋律小说、正能量小说可以

这样去写。

黄小初（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

看到《桂香街》的稿子我觉得非常亲切。范

小青在江苏文艺出版的许多书，包括她本人的文

集，我都是责任编辑，她的文字我非常熟悉。小

说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在我生长的南大街不

远的地方，感觉非常亲切。小说感动我的首先是

人物塑造。林又红是一个有强烈责任感、非常要

强的人，但个性过于要强，又非十全十美，显得饱

满而真实。范小青小说刻画的普通老百姓有名

有姓、有血有肉，并非面目模糊的一个抽象群

体。他们善良、通情达理，也有短视、贪婪、自私

的一面，甚至还有一点蛮横。小说也给现在的领

导干部上了一课，人民群众不一定都是预设中通

情达理的，在推进工作时要考虑到他们也有人性

当中不堪的一面。有这样的认知，预案也就能做

得更充分，矛盾发生的机率就会降低。这是范小

青小说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分析《桂香街》这部小说有一点非常重要，即

如何理解小说的叙事动力。这部小说比较“动”，

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探索桂香街的由来是一

个叙事动力，探讨老书记和新书记的关系是第二

个叙事动力，日常生活和以江重阳与三位女性为

中心的个人情感构成第三个叙事动力，这三个动

力存在着博弈关系，呈现出小说一直不稳定的面

貌。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运动性，小说较为深刻地

表现出一个转型期中国的时代性。

范小青（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今天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幸福。我一直以简

单态度对待生活，写作让我不知老之已至，也不

害怕老之已至，因为写作让人永远年轻，写作就

是我心里的小妖精。《桂香街》是我写作以来最费

力、最痛苦也最纠结的小说。在接触很多居委会

干部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确确实实真的是在为居

民无私服务。但是这一点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觉得社会上没有这样的人。怎么样通过文学让

读者能够接受，至少相信有这样一部分人的存

在，让我费了最大的劲，也费了很多周折。今天

听了这么多鼓励真的非常感动，我表面上似乎

沾沾自喜，内心还是很清醒的。向大家表示衷

心的感谢！

（江苏作协创研室汪楚红根据研讨会现场录

音整理发言摘要）

3月31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常州市委宣传部、《中国作家》杂志
社联合主办的范小青长篇小说《桂香街》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焦建
俊，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光辉，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
书记、副主席韩松林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从思想性、艺术性、人物形象、语言特色、叙事结构等
方面，对《桂香街》进行分析和研讨。专家们认为，《桂香街》是当代第一部以社区生活为
视角的长篇小说，揭示了社区治理、社会和谐等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重大主题，其主旋律
题材和小说艺术的高度融合，为中国现实题材作品提供了成功范本，作品塑造的社区干
部和普通小人物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