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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状写革命史与革命者，如何
书写“普通人”以及如何创作精彩故
事，是三个源远流长的文学问题，
2021 年的长篇小说给出了不同程度
的回答。

如何塑造革命者形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涌现出一
批描写百年历史的主题性作品。朱秀
海 《远去的白马》、余之言 《生死叠
加》、老藤《北地》、黄孝阳与陶林合
著 《队伍》、铁流 《靠山》、温燕霞

《虎犊》、龙先平 《觉醒年代》、郑欣
《百川东到海》、兰晓龙《冬与狮》等
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
统，“五四”新文学更是从诞生之日
起，就承载了参与国家大事、介入社
会现实的天然使命。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不同社会阶段，文学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然而，如何处理宏大历史
书写与文学审美原则之间的关系，一
直是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幸运的
是，近几年，尤其是 2021 年的长篇
小说创作，随着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型
革命者形象的集中出现，让人看到了
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可能性。《远去的
白马》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写的
是“千千万万当年为胜利付出了牺牲
的代价”的人，却有着同题材作品罕
见的浪漫与含蓄。主人公赵秀英为了
战争胜利放弃了爱情、家庭，小说写
清了对那一代人而言，“大我”和

“小我”为何浑然一体，为亲人复
仇、追求安稳的生活和国家民族层面
的革命事业为何高度统一。革命者的
行为与意志以今人能够理解、共情的
方式出现在了文学叙事中。

余之言将“先锋”与“主旋律”
结合，用“编密码”的叙事形式写下

《生死叠加》。小说中特情人员余元
谋、王小娇、彭寂将密码破译视作生
命，在成就伟大的同时也承受了外人
难以体会的艰辛、孤独、残酷。作品
塑造了隐形战线、密码战场上多个少
见而独特的敌对人物、赤诚战士，从
全新角度赋予编码师、破译师以奇
崛的文学形象，实现了密码破译职
业行为、使命特性与文学性表达的
深度融合。

老藤的《北地》用儿子重走父亲
人生路的方式结构全篇。父亲留下的
呓语让儿子费解，解谜之路上逐渐清
晰的是父亲常克勋的人生，更是那个
远去的火热年代。

这些革命者形象，让人想起上世
纪 60 年代，柳青的 《创业史》 因塑
造出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而广
受赞誉，但同时也引发了梁生宝和梁
三老汉，哪个形象塑造得更成功的讨
论。这个经典的文学史问题在今天看
来，并不只关乎真伪，更意味着文学
应有先现实一步，找到理解历史、通
向未来路径的能力。革命历史与文学
创作，并不仅是后者表现前者的关系，
前者更给予后者丰厚的灵感源泉。

“普通人”怎么写？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帝王将相、
神佛妖魔、江湖儿女、才子佳人是作
家笔下的“常客”。身为“普通人”，
读者乐得旁观“不普通”者的逸闻轶
事，在虚拟的投射关系中获得审美愉
悦。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文学
如何处理“普通人”的生活，该给读
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经典的创作
问 题 。 2021 年 ， 刘 震 云 《一 日 三
秋》、魏思孝《王能好》、黎紫书《流
俗地》、刘庆邦 《堂叔堂》、陈集益

《金塘河》 等作品，无不展现普通人
生命的沉重与漫长，但仔细分析，它
们在坚实的生活质地中，不乏暖暖温
情与真诚的生活态度。

刘震云擅写“没缘法，转眼分离
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孤寂，

《一日三秋》 主人公明亮的成长史，
也同样如此。小说里前世今生的因素
相当动人，在延津人梦中出现、孤寂
千年的花二娘亦可圈可点。最后，明
亮历尽沧桑，抚平了内心的裂痕，花
二娘也某种程度上与命运达成和解，
小说总体上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
无风雨也无晴”，人物对命运的接受
中蕴含着进取心态，孤寂的氛围中也
有淡然的心境。“普通人”的命运带
给读者共情、抚慰，就是文学面对时
代应有的姿态。

魏思孝近些年的创作令人印象深
刻，他观察生活的独到眼光、厚重的
民间情怀、若隐若现的社会学视野，
让他的创作在一众青年作家中脱颖而

出。《王能好》 用不无荒诞、幽默的
语言，在家长里短、红白喜事中描写
着乡村世界中的男女老少。在这个城
市叙事逐渐占据文坛主流的时代，他
脑海中那些即将谢幕的乡村人事奔
涌、翻腾着，以至于他的长篇小说总
有远超一部作品的内容含量，每个配
角都可以单独成书。黎紫书的《流俗
地》也是这样的写法，这部作品的扎
实厚重在近些年难得一见，以盲女银
霞的命运为经，以听觉、嗅觉、触觉
相融合的叙事为纬，我们看见了锡都
怡保的众生相，也看到了流俗如何不
俗。银霞在不幸的人生中有令人叹服
的柔韧、淡然，以此为例，2021 年
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虽也表现了人生
中的困苦，但与其说是否定人生、
批判社会，更多是对人生本相的呈
现，对走过这漫漫长路的你我、众
生心怀的敬意。

除此之外，2021 年也有一些调
性相对轻快的现实题材作品值得关
注，如王蒙的《猴儿与少年》借学者
施炳炎的往事，传达作者对现实、社
会、人生的深刻认识；陈彦的 《喜
剧》 借丑角贺加贝啼笑皆非的人生，
讨论喜剧的意义和未来、艺人的选择
与浮沉；林白的 《北流》 用志、词
典、注、疏、笺、异辞等形式，书写
广西生活史；张柠的《春山谣》以知
青下乡为背景，写出了特殊年代里人
性和世事不无幽默的嬗变；石一枫的

《漂洋过海来送你》 用一桩错拿骨灰
盒的奇事，展现了新老两代北京人的
精神气质；方磊的《世道》则借一个
专门收容社会边缘人的“脏老太”形
象，表达了面对生活，兵来将挡水来
土掩的豁达态度。

我们今天还需要好故事吗？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到底应
不应该把“讲故事”放在重要位置？
好的故事又从哪里来？受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糅合着因文学
专业化、小众化产生的精英意识以及
对影视剧等叙事艺术的距离感，不少
作家并不热衷讲故事，更对“好读”
的小说充满戒心。但平心而论，相比
形式探索，写出真正精彩的故事并不
容易，而且这种追求也并不过时。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就讲了一

个精彩纷呈又不落俗套的故事。没有
机械运力的唐代，将新鲜荔枝从岭南
送到长安近似“不可能的任务”。作
者将史书记载的唐代政治体制、行政
区划、海陆交通、社会生活都变成了
情节前进的框架，在不断“加速”的
叙事中，让读者酣畅淋漓地看着“不
可能”如何“可能”。那些曾经耸人
听闻、如今化作历史尘埃的人和事，
其实对每一个寻找故事的作家都敞开
怀抱，马伯庸多年来勤勉、巧妙的创
作就是证据。王松 《飞花调》 也是
2021 年长篇小说中的一抹亮色，如
果说马伯庸常从“正史”入手，王松
则是天津民间生活、江湖史的专家。
这部专写“调门儿”（骗子群体） 的
作品，展示了民国时期江湖行业的秘
密，小说中大量的俚语、切口，以及
类似“粘糖人儿”“千年棺材对口儿
菌”等只在江湖口口相传的绝活、秘
闻被作者记录下来，小说有了地域
史、文化史的意义。“金皮彩挂评团
调柳”（指说评书、变戏法等 8 种传
统行当），《飞花调》仅写其一，文本
背后仍留有巨大的创作空间。

东西 《回响》、范稳 《太阳转
身》 以刑事案件开篇，海飞 《江南
役》、余之言 《生死叠加》 从谍战角
度展开，鲁敏《金色河流》写民营企
业家和“金钱观”变化，秦北 《归
心》写芯片制造业风云变换……这些
长篇小说集中展示了历史或行业史中
蕴藏的丰富故事，这不仅是一种文学
现象，更为今后的小说创作揭示了方
法与路径。

文学的变化通常并不以“年”为
单位，但 2021 年是特别的一年。前
不久闭幕的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新时代文学”概念得到了
系统阐释，其背后是近些年的文学创
作正在生成有别于过去的质地。对老
问题的回答，是进入新阶段的象征，
当我们将视角拉远，眺望未来，也许
就会发现，从 2021 年开始，文学史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
究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2020 年夏季，新冠肺炎疫情
刚刚得到控制，我就去云南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采风。壮乡之行让我
对稻作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吃了
大半生米，还不知道一株水稻是如
何长成的。我只能想象：农人浸泡
谷种时的期待，撒种时的仔细，育
秧时的祝福，栽秧时的歌谣，薅秧
时的辛劳，水稻扬花时的馨香，抽
穗时的祈愿，收割时的喜悦……我
知道，真正的乡村生活，还需要去发
现那种探幽索微、走心入脑的现场
感和质感。

一个溽热的下午，我和本地壮
族作家张邦兴走过田间。田野里稻
秧碧绿，刚刚过膝。我忽发奇想，
想去田里走走。我们脱掉鞋子，挽
起裤脚下田。田水温热可人，田泥
细腻似沙，犹如绸布裹脚。我在稻
田里走得偏偏倒倒，像个醉汉，生
怕踩了农人的稻苗。张邦兴说中耕
管理时，种田人会用脚去分辨杂草
和稻秧，踩杂草做田肥，还不会损
伤到秧苗。我望着眼前绿意葱茏的
一片，问杂草在哪里？老张说你没
种过田，看不见。

那时我想去种一块田。我要拜
一个种田能手为师，“桑野就耕
父，荷锄随牧童”（孟浩然 《田家
元日·其一》）。从驱牛下田、三犁
三耙开始，再到选种育种、撒谷成
秧，然后稻香来袭，收割入仓。我
要履行这样一个伟大的过程，才有
资格“稻花香里说丰年”。

实际上我们都在种一块属于自
己的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也
是。当我把目光投向文山这片热土
时，我预感到这里有我愿意去耕作
的“一块田”。我需要去选种育
苗，精耕细作，接地气，吸养分，
在田里走一走，在大地上去发现。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南国
边陲，拱卫着国家的西南大门，40
多年前这里还战火纷飞、英雄辈
出，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完全
对外开放。它是云南贫困面积最
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脱
贫攻坚战打响后，边陲之地的人们
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丝毫不逊
色于当年那场保卫边疆的战争。

我走访了数十个边境村寨，见
证了偏远山乡的巨变，结识了许多
脱贫致富带头人。他们中有的就是
当年的支前模范、战斗英雄。马关
县罗家坪村的村委会主任熊光斌是
个身经百战的老支前、老民兵。他
曾在一场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操
作高射机枪平射了半个多小时，把
自己的耳朵都震出了血。当年他在
阵地上守哨卡，夜晚瞌睡来了就吃
干辣椒，半年下来竟吃了无数干辣
椒。谁能想到我们的和平岁月和这
些干辣椒有关？现在熊光斌带领全
村人致富，村里户户有新房，还有
通畅的水泥路，有荣誉室，有村民
活动室。鲜花盛开在道路两旁，果
实缀满了枝头，村舍掩映在树荫
下，连炊烟都透着宁静安详的诗
意。又有谁能想到，这里曾是边关
前线？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在进
步，观念在刷新，这种历史进程需
要我们去感知，并以文学的手段真
实反映。沧海变桑田，早已不是古
人心目中那种时光荏苒、往事越千
年的时间概念。几年前还需要骑马
进去的村庄，现在你开车一脚油门
就到村口了；村庄里那些追逐时

尚、打扮新潮的年轻人，让人分不
清他们是种田人还是城市上班族。
变化实实在在，就在“转身”之间。

就“转身”带来的人物命运变
迁而言，我更关注人物“转身”之
前的历史。作家王安忆说过，长篇
就是写人的命运。没有一个人的命
运相似，也没有一个人的命运可以
一言蔽之。当然，我更欣赏那些有
着传奇性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
人物命运。一如《太阳转身》中的
主人翁卓世民。我曾经采访过一个
身份特殊的老警察，在职时，他在
工资单上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他
就是和平年代的传奇人物，是为我
们默默守护平安的无名英雄。我让
卓世民这样一个有参战经历的老
兵，借助于侦破一桩拐卖案，走进
边远乡村，走向脱贫攻坚主战场，
就像带着我的眼睛来关注这场向贫
困宣战的伟大战争。一如作品中其
他人物，他也要在续写人生传奇
中，再次完成自己的壮丽转身。我
相信有的人，就是为演绎传奇而活
着，这让我们这样的写作者不至于
太寂寞。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是我的第
7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我的一部
转型之作。过去我更倾注于历史叙
事，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我的学
习和表现对象。这次我把目光转向
了当下、转向了壮族。当我在南国
边地上行走时，我重温了火热纯粹
的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这里炮声
正隆，我还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来
到云南边疆的年轻人，我们常去慰
问那些从战场下来的“最可爱的
人”，他们为国征战的荣耀感和自
豪感让我至今难忘。这次，我重新
认识了边疆、民族、国门、边境线
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不仅仅是人文
地理意义上的，而且会促人陡升国
家认同感、民族尊严感以及作为一
个中国人的自豪。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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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电 （记 者 张 鹏
禹） 近日，由辽宁省委宣
传 部 主 办 ， 辽 宁 出 版 集
团、万卷出版公司承办的
长篇报告文学 《天晓——
1921》 研讨会在北京中国
现代文学馆举行，20 余位
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天晓——1921》 以党
的一大召开为焦点，生动
还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过程。与会专家认为，作
者徐剑以翔实之笔和深沉
之思，将中国共产党建立
这 个 空 前 大 事 予 以 在 场
式、全景式和分镜头交叉
描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一部
客观公允、生动好看、激
情澎湃的作品。

作者徐剑曾任火箭军
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主
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
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副会长。他以权
威党史资料为依据，精心
选取历史素材，扎实深入
实地采访，巧妙搭建作品
结 构 ， 用 文 采 飞 扬 的 叙
述，写出了一部以文学形
式叙述建党历史的长篇报
告文学作品。

本报电（胡志） 近日，由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单向空间联合主
办的孟小书《业余玩家》新书分享
会在单读视频号、十月文艺视频号
同步直播。作家石一枫、班宇，文
学评论家李蔚超同作者孟小书围绕
新书展开讨论。

小说集《业余玩家》由《请为
我喝彩》《业余玩家》《凉凉北京》
3个故事组成，共同塑造了一个热
爱音乐、赤诚单纯、不愿妥协于命
运的人物形象。

石一枫注意到，小说中每一篇
的主角名字都叫“孙闯闯”，作者

有意将人物名字变成一个符号，去
写人物周围的生活。小说人物都是
从事电台 DJ、乐评人等新职业的
青年，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呈现
出当下城市生活的流动。李蔚超认
为，孟小书塑造的这一拧巴但有梦
想的文艺青年形象，正是对当代青
年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敏锐观
察。班宇则对孟小书在 《业余玩
家》中所表现的“一种似曾相识的
恐慌感”表示感同身受。他认为小
说人物都在稳定运转的社会结构里
寻求安放自己的位置，想要以更适
合自己的方式切入到此刻的生活。

我 和 孙 犁 先 生 没 有 过 交
往，这对我来说，是个无法弥
补的遗憾。但换个角度，我现
在时常这么宽解自己：在精神
层面我们还是相逢又相识了。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至少近
10 年来，我因他保持了自己残
存的想象力——我在编辑 《书
衣文录全编》 时，感觉是非常
奇妙的，我总是想象在前，然
后在他的笔迹里辨认出一个似
曾相识的老人，我有时能听见
自己轻叹：他果然如此，他果
然如此。

前不久看四川作家马平的
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
也是常常听见自己在唱或者在
说。世界足够安静，自己才有
机会将自我对象化，才有机会
反观复观自身，才有机会听见
自己的“思想”。书衣文录中的
孙犁，是自己收听、反观、复
观自身的孙犁。

书衣文录中我们所能见到
最早的段落，写于上世纪 60年
代，那时的孙犁才 50 岁出头。
但是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终止写
作，他的心理年纪和他自己感
受中的身体年纪，给我的印象
是老迈衰朽。他的体质应该不
属于强壮型，时常患小病，但
绝不至于弱不禁风。但他总是

说，自己老了，从中年说到晚
年。刘禹锡酬白乐天咏老，首
尾皆传世佳句，“人谁不顾老，
老去有谁怜”“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始于哀伤，止于振
作，这可能适用于多数人的心
理需求，却不适用于孙犁。孙
犁之叹老，别有所指。这是属
于孙犁的时间自治，他有能力
让有所不为的晚境提前到来。
在长达 60 余年的写作生涯中，
孙犁的生活经历了太多的大变
化，有所不为的孙犁，通过时
间自治，让晚境另有所为，让
晚境别具只眼。

时间自治，在写作者那里
得以实现，扎实的现实的也许
是最终的途径是语言自治。孙
犁是一个有能力呈现语言自治
的作家——在现当代作家中，
这样的人并不多。书衣文录中
大量的段落是关于读书的——
藏书，爱书，最重要的，他真
读书。在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
的一个杂院里，几十年中，孙
犁老人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读
书，购书，委托友人购书，修
整旧书，包书，记录读书心
得。应当说，从 《白洋淀纪
事》 到 《风云初记》《铁木前
传》，在革命作家群当中，孙犁
已经显示了他独异的叙事天
赋 ， 尤 其 是 在 《铁 木 前 传》
里，九儿、满儿，这样的女
性，像未解之谜出现在孙犁的
逸笔之下。如果止于此，语言
自治意义上的孙犁远未完成。
他非常自觉地看到，仅仅依靠

天赋，写作难以为继。所谓语
言自治，当然不是指围观修
辞，更不是以自我标榜来自证
所谓个性，它是指在充足思想
资源与充分技术准备下，写作
者最终建构言语系统的能力。
在书衣文录中，我看到一个困
顿中谦逊的孙犁，他沿着以下
几个路径在补课，四库全书是
一个路径，鲁迅荐读是一个路
径，兴趣杂项是一个路径，苏
俄及法国文学是一个路径。从
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一个
经由命运磨砺、经典养育而使
独异叙事能力获得新生长的孙
犁出现了——他已经完成了语
言自治，世界与生活，凡经他
之叙述，便成为他之世界他之
生活。

书衣文录有着强烈的日记
性质，借此，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个生活自治的孙犁。他是个
倔强的人，奇怪的是，同时他
能看见自己有些“坏”的脾
气，书衣文录中人生反思的段
落比比皆是，但是，他没有改
变自己。有个阿姨，帮他料理
生活杂务，很多年了。某日，
孙犁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是不
是可以换个帮忙的阿姨。第二
天，孙犁就把这个念头和阿姨
说了，但一开口，孙犁就哭
了，阿姨于是也哭。阿姨没有
被辞退。他怎么能改变自己
呢，他一生的遭际，都是为了不
改变自己，不改变这赤子之心。

（作者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
编辑）

本报电（胡志） 近日，由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杨好长篇小
说《男孩们》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
行。作家格非、北京电影学院教
授梅峰、《十月》 杂志副主编季
亚娅及本书作者杨好围绕该书展
开讨论。

《男孩们》 以“母与子”为叙
事核心，通过呈现男孩们的秘密过
往和成长困境，折射出当代家庭，
包括男孩们背后的父亲、母亲们的
精神和生存状况，探讨时代和个
人、代际与性别、欲望与生存之间

复杂的多样关系。
格非认为，青年作家杨好通过

一定的修辞手法，在虚拟与现实之
间发问，展现出对生存基本意义的
寻找。梅峰从电影的角度解读小说
叙事，认为小说的结构布局营造了
故事情节的悬念，杨好以简洁的心
理描写为小说营造出清晰的画面
感，叙事冷峻客观，空间感强。季
亚娅认为，作者将游戏文本嵌入到
小说文本中，形成现实和虚拟的互
动，用游戏的真实性、虚拟性反思
当下现实，独具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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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玩家》：刻画充满理想的都市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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