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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从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得到的数字表

明，2015年的长篇小说年产量约在 5100部左

右。如果再加上发表于各类文学期刊的200多

部长篇小说，这样的一个生产总量，表明长篇小

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一直在稳步前行，持

续增长。

2015年的长篇小说在现实题材书写方面聚

集了较多的名家力作，涌现出不少的新人新作。

这或可表明，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

为人生体验与艺术历练的不断长进，使得他们的

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气，从而也使整

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

小人物命运的独到勾陈

小人物也即茫茫人海中的普通平民、生活低

层中的芸芸众生，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占

据着大多数，但在文学作品中却常常当不了主

角。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不少作品都以写

小人物为主，以其坎坷命运中的坚韧与担当，既

显示出其质朴的个性本色，又闪耀出其良善的人

性亮色，让人们由平凡人物的不凡故事，看到小

人物在生活中的艰难成长、默默奉献。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没有波澜壮阔的场景、

荡气回肠的事件、刻骨铭心的爱恋、可歌可泣的

英雄，由辛开溜、辛七杂、辛欣来三父子，串接起

“龙盏镇”的芸芸众生与他们的前世今生。作品

在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叙述中，既在细切描述一

个个小人物迥不相同的独特性情，又在相互勾连

的命运交织中，大笔书写家人、亲人与乡人之间

的爱与被爱、伤害与被伤害、逃亡与复仇以及诡

异与未知。以奇异的人物，抒写变异的人性、吊

诡的人生，似乎是迟子建的拿手好戏。作品在平

中见奇的故事中描写常中有异的人，由传奇与真

实的相衔接、历史与现实相交融，来细切描画历

史演进中的社会阵痛与普通人物的心理隐痛。

《装台》的主角刁顺子是装置舞台背景与布

景的装台工人。他与舞台有关，又与上台无缘；

与装潢有关，却是十足的苦力。但就是这样一个

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装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

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

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

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

与凡人的不凡来。

东西的《篡改的命》把小人物无常又无奈的

人生处境几乎写到了极致。小说的故事初看时

似乎充满戏剧性，即至结尾才从透彻的悲凉中感

到无比的真实。作品由叙述的从容不迫与故事

的惊心动魄，基调的冷酷严峻与情调的内在炽

热，既使作品充满艺术的张力，又将作者艺术上

的老到表露无遗。

刘庆邦的《黑白男女》对准矿难后的4个矿工

家庭，他们向死而生，相互支撑。作品看起来是写

矿难造成的种种后果，实际上写灾难无端降临之

后，普通人的自我疗伤和自我奋起。作品既写出了

小人物们的命运抗争和精神成长，又写出了绝望中

的希望、冷酷中的温暖，不仅通体渗透着一种人生

的达观与人间的大爱，而且突显了作家雄浑博大

的人文情怀与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反腐题旨的多点深化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含有贪腐与反

腐内容的小说就在改革题材小说的写作中逐步

凸显，之后又与官场的权利争斗结合起来，形成

写实性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官场小说。在

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涉及贪腐与反腐题旨的

小说深入到贪腐者与反腐者各自不同的人生追

求，从价值观的错位、人生观的博弈等精神的层

面，探悉了腐败现象的前因后果，多方面地深化

了反腐小说的题旨。

周大新《曲终人在》的主人公欧阳万彤是从

基层干部一步步升到省长高位的。但这个过程

却危机四伏，充满凶险，可以说，时时刻刻保持高

度警觉并与之巧妙地进行斗争，是他们最为日常

也最为艰巨的任务。他时时告诫自己：随着职务

的上升，“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

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

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样的告诫，实际上正是

为官清廉的基本理念。这使他虽非反腐的英雄，

却是拒腐的斗士。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代小说画

廊里有其正向的独特性，也有其艺术的典型性。

陶纯的《一座营盘》以两个一同入伍的战友

的对手戏，触及到部队在一个时期熔炉与染缸兼

有的两重性，这样的浑象的环境氛围，既可能使

奋进者得到锻炼，也可能使投机者得遂其愿。作

品在两个人没有硝烟但又惊心动魄的争斗与较

量中，更多地揭示两个人分道扬镳背后的完全不

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作品不仅大胆触及了部

队系统一个时期的特殊矛盾与腐败问题，同时把

眼光投向人物的精神层面，深入透视主导着人物

言行的信仰反差与信念博弈，这不仅使作品里的

人物更具立体感，更把反腐题材的写作在思想内

涵的层面上给予了有力的深化。

宋定国的《沧浪之道》以南吴省的省会城市

江河市为舞台，既塑造了为人耿直、为官正直、

“在反腐问题上六亲不认”的市委书记李毅的正面

形象，又描画了“深谙政治潜规则，善于经营的隐

形贪官”省长祝一鸣的反面形象。在行贿与受贿

的描写上，作品与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不同，主要

以祝一鸣对“老首长”奉送高价文物，对“老太爷”

经常高唱颂歌，写出了当下高层官场腐败的新形

式“雅贪”与“雅贿”。作者心怀义气，笔力硬气，作

品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充满了豪气与正气。

余红的《琥珀城》主旨是在讲述房地产企业

家杨奕成如何由“五铺场”起家立业，逐步建立

“琥珀城”的地产王国，而后又深陷资金短缺等困

境的故事。在这一地产故事的背后，却揭示出了

主宰地产江湖的看不见的大手——“关系”。找

人与被人找、求人与被人求，事实上成为“琥珀

城”的另一重社会真相。作者由此提醒我们：这

种深隐于病态现实背后、由传统习惯与人际观念

构成的“关系”痼疾，是房地产业之弊，更是社会

之弊。把人们沉浸其中又习焉不察的“关系”病

灶揭示出来，正是《琥珀城》的深层意义与价值。

情感疲态的深度审视

爱恋作为人性之本能、情感之结晶，一直是

古今中外文学书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2015年

长篇小说，不少作品都集中描写了爱情与人生的

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尤其对中年男女的爱情疲

惫中的困惑与迷离、自省与自救观察细切别有洞

见，写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遭遇到的新的问题，也

写出了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

张者的《桃夭》从某大学的法学研究生群体

写起，作品由缭乱的校园摇向波动的社会，聚焦

到人到中年的邓冰，讲述了一群曾心怀文学热忱

的法学专业大学生30年后在人生与情感上的双

重危机。邓冰个人的难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下中

年男女的普遍性社会问题。作品在寻找友情的

同学会却生发出同学之间的许多嫌隙，从事法律

工作的人日常生活中的偷情、行贿等情节中，寓

含了令人思忖的反讽的意味。隐含于鲜活的生

活故事中的反讽，潜伏于字里行间的诘问，使得

作品充满了反思性与对话性。

弋舟的《我们的踟蹰》由女主人公李选纠缠

于张立均和曾铖的三角恋情的难以自拔，写出了

都市男女由时空距离、性爱分离，造成的精神的

迷茫与情感的踟蹰。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是，在

人到中年又步入焦躁的时代之后，是否还可以相

爱？应该如何相爱？作品的叙述细密绵长，释放

出的意蕴也余韵悠长。踟蹰看似是困境一种，其

实又蕴含了多种可能。小说人物的微妙情感有

声有色，心理活动可触可感，作者擅于描写人之

情性、透视人之心性的不凡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在引人入胜的现实性

中隐含了令人迷离的超现实性。林果儿在与张

军的同居生活中先后7次堕胎，他们听从好友秦

冬冬的建议，前往须弥山祈祷超度小婴灵。途中

结识富商齐林，齐林对果儿一见钟情，张军希望林

果儿接近齐林以便骗钱。齐林在与林果儿的交往

中发现她的不轨意图后提出分手，这时林果儿意

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齐林，而齐林却殒命悬崖。

在秦冬冬的开导下，她决定与张军结合，让齐林

的灵魂回归到她的腹中。小说故事是现实性的，

味道却是寓言性的。作品以欢乐的文字表达忧

伤的情感，以敏动的感觉寓含隐秘的体验，显示

出作者在看取人生和把握爱情上的内敛与老辣。

薛燕平的《作茧》以人到中年的女编辑周玉

瑾在疲惫婚姻中的出轨，细切入微地透视了中年

女性在工作事业、婚姻与家庭等几重压力之下的悄

然变异。作品以轻松而有趣的文字，书写一个沉重

而有味的故事，看似是在为中年知识女性吟唱一曲

挽歌，但挽歌之中又显然暗含了颂歌的成分。

乡土现实的内蕴拓展

乡土题材在当代小说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

要的位置。2015年有关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数

量明显减少，但乡土文学的书写也并没有退场，

一些相对年轻的作家从他们的立场与感受出发，

或主写乡土持续变动带来的种种社会性问题，或

书写乡土文脉与文明在女性身上、家族之中的延

宕与承续，使乡土小说写作呈显出了新的活力。

王华的《花村》从女性作者看女性乡民的角

度，揭示出当下农村在变异中给人们带来的种种

隐痛。作品由花村女人初尝了男人进城挣钱带

来的兴奋与憧憬，又承受了男人从城里带回的的

身体梅毒和心理颓败，直至男人们把回家当成驿

站，她们也终于决定走出村庄。作品由乡村女性

的遭际，触摸她们的心性，叩问他们的命运，真实

无欺地揭示出当下的农村，在生产与生活都发生

巨大变化的同时，日益呈现出的空巢、空心的困

境，及其派生出的新的社会矛盾与心理问题。作

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热爱、对农村女性的同情

与理解，使得作品故事真实而生动，人物鲜活而

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生活与艺术的界线。

周瑄璞的《多湾》雄心勃勃地写了豫中一个

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而把整个故事串接起来的，

却是媳妇熬成婆的乡间女人季瓷。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部作品主要是以季瓷对乡土大地的深

谙、热爱和持守，对乡土文明的承继、运用与传

播，来着意表现女性与乡土的内在缘结，以及女

性与家乡的密切关联。一个平凡乡间女性在岁

月的沧桑流变中，释放出了自己惊人的能量，也

使自己闪耀出不凡的光彩。

刘春龙的《垛上》以江苏里下河地区的垛田

为背景，由农村青年林诗阳的成长为主干故事，

联结起历史的风云变幻，垛上的风土人情。这个

以林诗阳为主角的垛上故事，既是令人感慨的林

诗阳的个人成长史，也是意味丰厚的乡情社会史

和乡土政治史。作者深谙垛上这块土地的社情、

民情与风情，作品在对生活细部的揭示、对人物

内心的探悉上，都细针密缕，颇见功力。

冯积岐的《关中》以写实的姿态、散文的笔

法，书写故乡留给自己的深刻记忆，自己在家乡

的成长经历，这些纪实性的散记，分别以印象记

的形式，塑造了祖母、春娟、六婶等一批个性鲜

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示出人性的丰富性

与复杂性，又在总体上描绘出了“陵头村”祖孙三

代农人半个世纪以来由家族变迁、爱恨情仇和个

人命运交织构成的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作品在

大跨度的时空、大容量的故事里，寄寓了自己对于

时代、对于人生、对于人性的独特的思考与深切

的体悟，并把这一切化合为坎坷曲折的人生故事

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立体化地呈现出来。

以上观察选取了现实人生这样一个偏于现

实主义写作的维度，2015年间一些非属现实性

题材和故事性叙事的作品，在文章里就很难提及

和论及。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也许在题

材上和写法上既别具新意，又富于锐意。如在抗

战题材写作方面，黄国荣的《极地天使》、曹文轩

的《火印》、何顿的《黄埔四期》等，都堪为具有新

角度、新内涵的力作。而在长篇小说的写什么与

怎么写的自我刷新上，有的作品或带有寓言意

味，有的作品或借助亡灵叙事，也在许多方面都

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如王安忆的《匿名》、李杭育

的《公猪案》、陈应松的《还魂记》、艾伟的《南方》

等。把这样一些作品汇集进来，2015年的长篇

小说创作的艺术拓进与整体风貌，才会显得更加

生动活泼，也更为充实丰盈。这其实也表明，在

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

总体态势中，从题材和写法上看去，确实是在接

近着百花齐放的状态，体现着花团锦簇的走势。

2015年长篇小说：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现实人生的多点透视
□白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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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追求形式风格的

突破与新变，同时一种回归

传统的趋势也开始初显：这

里的“传统”既包括现代以

来的现实主义“新传统”，也

包括更为悠久的中国古典

叙事“老传统”。2015 年的

长篇小说正以各自的方式，

为“中国故事”这一当下文

学的“想象共同体”雕刻着

不同维度的侧面。

”
201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

总体态势中，体现着百花齐放、花团锦簇的走势。

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为人生体验与艺

术历练的不断长进，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

气，从而也使整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

“

“中国故事”的多维想象
□李 壮

针对热点话题发声

长久以来，社会都在呼唤文学对当下生活的

回应与共鸣。如何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发声，已经

成为当下小说写作最为迫切的焦虑之一。

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触及的是这个时代

城乡话题之中那些最酸楚最尖锐的话题。但这

部小说并不是简单的“新闻串烧”或“权力控诉”，

而是让一个经济或道德层面上的苦情故事，最终

触及到了文化伦理领域的诸多悖论。汪长尺的

儿子终于变成了“另一种人”，一个他曾经痛恨的

富二代，“命”的困境在形式上达成了一个解决。

但这种解决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儿子承载的到底

是谁的命？汪家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了？这背

后是一种文化伦理的剧烈转换。汪长尺胜利了，

但终究又失败了；他最后不是掉进了河里，而是

掉进了两个时代、两种逻辑断裂所产生的深渊。

这里显示出的时代命题是比较深刻的，它写出了

乡土社会在今天如何被釜底抽薪。

《篡改的命》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它的背后

有无数试图直面现实、尖锐发问的文学作品的影

子。这类小说的长处在于直接、犀利、穿透力十

足，但往往激愤刚猛有余、细腻丰富欠缺。从中

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趋势性的苗头：在这个社会

问题日渐凸显的年代，直面问题的作品会不断出

现，它们将不断增加自己的复杂性，在问题意识

的有效性之外，兼顾美学效果的两全。

刘庆邦的《黑白男女》走的则是相反相成的

路数：在矿难这一敏感话题之下，小说讲述的却

是物质性肉身毁灭之后，遇难矿工的亲人们怎样

重建精神世界。陶纯的《一座营盘》将目光转向

了军队反腐话题，显示出了话题捕捉的敏锐性和

过人的创作勇气。张者的《桃夭》关注知识分子

的中年困境：曾经满怀理想主义的青年，如何在

生活的重压打磨之下变成了压抑焦虑的中年人，

这之中又藏有多少不甘和厌倦。须一瓜的《别人》

对医患关系、食品安全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一

次扫描和思考，但这种扫描不是就事论事，而是

诉诸一个报社女记者的视角。这种观察如何同

文本达成美学上、艺术上的统一，换言之，就是如

何找到一种寄寓社会关怀的有机形式。周大新

的《曲终人在》把小说主线故事用“虚拟采访”这

种颇为新鲜的形式悬吊起来，借助“采访笔记”视

角灵活、出入自由的特点，将“官场腐败”、“政治生

态”等外在社会性话题和人物内心的情感挣扎结

合在一起，“内外兼修”地勾画出了世道人心。

关注时空的边缘地带

小说写作需要探索那些人迹罕至的时空角

落、唤醒世俗生活中被遮蔽和遗忘的经验。在这

个意义上，任何文学作品中出现“第一次”的痕

迹，都会使我们感到惊喜和鼓舞。次仁罗布的

《祭语风中》，被称为“第一部藏族作家讲述西藏

近五十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精彩在

于生动鲜活又感情充沛的西藏民间生活书

写，变幻的历史风云最终折射在酥油茶的一次次

倾注、老朋友的一次次重逢、人物被生活不断摧

易的外貌身形和历经苦难却终生不改的精神光

芒之上。与此同时，作者借无常之事写出了有常

之情、因悲悯之心体悟于救赎之道。这是文学的

力量所在，也正同小说中浓郁的宗教氛围相得益

彰。

与之类似的，是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巨

大的时空跨度和各自起伏的故事使这部小说隐

隐有一种“世事如烟”的感觉，但有两条始终不断

的线索却将文本拉回到强烈的现实感中，那就是

穿越时空的深情，以及历史创伤的平复。

严歌苓的《护士万红》讲述了一份亦真亦幻

的感情，是怎样抵挡住时光流传和世间变幻的淘

洗冲击，始终保持着如一的姿态。这部小说又名

《床畔》，一剪静坐床畔深情凝望的侧影，似乎是

这部小说最贴切的诠释。小说中，严歌苓将镜头

对准了过往年代中被遗忘的爱与深情，同时以近

乎极端的方式展示出爱的执拗与孤独。

何顿的《黄埔四期》通过一批军校毕业生60

余年的传奇人生，再现了中国从北伐到改革开放

这一段恢宏壮丽的历史，也为当下中国文坛增添

了一抹相对稀缺的色彩。周瑄璞的《多湾》气魄

宏大，在7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讲述了一个家族

四代人的命运，描绘出中国近现代历史大潮中普

通人的奋斗之路和精神历程。冉正万的《天眼》

书写了一部黔北农村的社会发展简史，陈永和

《一九七九年纪事》则以当下视角重新审视了“文

革”结束之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

也有一些作家，其兴趣不是沿时光之河逆流

而上，而是在空间的层面上，向那些偏远生僻的

所在不断打开。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构建了

一个复杂而神秘的北方小镇。白山黑水之间的

爱恨情仇，在诸多个性十足又颇显神秘的小人物

身上演绎得刻骨铭心。这些被现代生活甩出视

野之外的人和故事，带给我们新奇强烈的审美体

验，他们身上流露出的人性情感本能，却又是我

们内心深处畅行无阻的通用密码。张好好的《禾

木》在第二人称叙述这样特殊的方式之中，抒发

了一位身在都市的女孩对地处祖国西北角那片

草原故乡的怀念；她对草原的重新认知，也能够

激起都市中人对自己生活的体悟与反省。

艺术形式的多向度探索

王安忆的《匿名》或许是2015年最独特的作

品之一。主人公在一场阴差阳错的绑架之中失

去了记忆并被弃置深山，在失去了对现代文明的

意识之后，蛮荒山野间那些充满灵气的草木山川

却忽然向他的内心敞开，随之而进入读者视野

的，是乡野村落里那些传奇的故事和精灵般的人

物。王安忆在作品中使用了一种浓度极高又捉

摸不定的语言，整部小说的文字如同漫过河堤的

洪水，有力、恣肆、不可规训，具有一种梦呓般的

气质。小说中常常有形而上的哲思片段直接介

入，人物感觉、内心和潜意识层面的活动也被无

限放大，传统小说所注重的“情节”却退居为相对

次要之物。《匿名》的叙事在多数时间里是片段化

与散点式的，不同于传统的“讲”和“叙”，小说更像

是在“观”和“感”。在实验精神渐趋退潮的今天，

《匿名》显示出少见的探索勇气，令人印象深刻。

同样在形式上敢于突破的，还有陈应松的

《还魂记》。小说主人公在被害垂死之际灵魂出

窍，以“半鬼魂半肉身”的状态重新介入到残破故

乡的当下生活中。与之相应，小说在表现方式上

也采取了“半梦半醒”的方式：现实书写与超现实

笔触杂糅共存、场景切换节奏诡异、怪异的人物

和惊悚的意象层出不穷。陈应松似乎有意要挑

战长篇小说的传统形式，这种胆气过人的冒犯之

举，带来了小说形式变革的新动力。

就体量和架构而言，康赫的《人类学》无疑是

2015年的一部鸿篇巨制。作者用130余万字的

惊人篇幅，编织起上百人纠缠交错的复杂关系

网，并选择了“交谈”作为叙事结构推进的具体方

式。恣肆的内心独白、自由的意识流动、被反复

拉伸延宕的叙事，都如毛细血管般重重缠绕着作

者对90年代北京生活最细枝末节的描写。这一

切都使《人类学》呈现出鲜明的实验色彩。

重返现实主义与古典传统

回返传统，是2015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另一

重显著图景。这一“传统”，既包括“小传统”，即

汉语新文学百年发展中逐步确立起来的经典写

作方式（如现实主义）；也包括“大传统”，即中国

古典文学的丰饶资源。

从纯粹私人经验的耽溺里抽身而出，重新展

开小说写作对社会生活的触碰，《欢乐而隐秘》被

称为韩东的一次“中年变法”。小说中，韩东将目

光放回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并对诸多社会症候

性的精神命题加以关注。韩东其实在向现实主

义小说的常规形态逐渐靠拢。再如曹文轩的《火

印》、黄国荣的《极地天使》、王松的《燃烧的月亮》

等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小说，介入历史的角度和方

式各有新奇不同之处，总体上也都采用了现实主

义的处理方式。

重拾现实主义的同时，中国传统叙事的诸多

特征，也已经广泛渗入到当下长篇小说的创作之

中。李杭育《公猪案》借助相似的要素，把三个时

空的故事捏合在一起，彼此穿插、互为投射，颇有

几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味道。弋舟《我们

的踟蹰》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化用则是内在性的。

小说借用了汉乐府《陌上桑》中“使君从南来，五

马立踟蹰”的故事，使之与当代都市中一场纠结

暧昧的三角感情形成了互文。

陈彦的《装台》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

其内在的美学韵味，又深得中国古典文化神髓。

小说书写了艺术产业链末端装台工人群体的酸

甜苦辣，具有开阔的生活视野、真切的细节描绘、

生动扎实的语言风格以及人道主义的情感关

怀。《装台》很“轻”，有一种表情活泼的喜剧感；同

时也“重”，充满了人世的悲悯情怀。它写出了世

俗生活的“热闹”，更写出了热闹背后永恒的“冷

清”。在此意义上，《装台》是在一个当代故事中，

复活了中国古典美学中那些最迷人的品质。

孙智正的《南方》形似最典型的现实主义，书

写了一群浙北少年最真实的青春期生活，但作者

将其推向极端，整部小说几乎是无数经验素材的

拼贴排列，近乎于一刀不剪的长镜头。这反而使

这部作品充满了先锋甚至挑战的意味。这种悖论

式的奇异效果，显示出青年作家身上的可能性。

路内的《慈悲》、盛可以的《野蛮生长》、葛亮

的《北鸢》、张怡微的《细民盛宴》等作品，则显示

了青年作家自身创作风格的继续延展。前文提

到过的《多湾》出自“70后”作家之手，也具有特

殊的意义。无法处理更广更大的题材内容，一直

是青年作家被诟病的弱点之一。这部横跨四代

人的小说一朝问世，则显示出青年作家处理大话

题、大历史、大篇幅的勇气和野心。就2015年的

创作实绩来说，它只是诸多佳作中的一部；但在

作家代际成长的更辽阔视野中，其意义显然不止

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