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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冯牧文学奖日前在京颁奖。作家石一枫、鲁
敏、评论家李云雷分别因其近年来在文学创作、文学理
论和批评上的实绩而获奖。

冯牧文学奖是为纪念中国文学界的卓越组织者、文
学评论家冯牧，继承弘扬其扶植文学新人、促进文学事
业繁荣发展之遗愿而设，在当代文学界以“专家奖”赢
得口碑。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指出，冯牧文学奖设立
之初衷，在于奖励以其作品丰赡的意蕴和独特的艺术表
现在文坛初露头角、潜质优秀的文学新人；奖励站在时
代思想的前沿，对文学趋势、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发表
富于创见的评论，体现出深邃的思考和敏锐的艺术感受
力的青年批评家。

本届获奖者石一枫是新锐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
说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普遍的精神难题，尖锐发
声，引人注目并得到了读者和批评界的广泛认同。他的

《世上已无陈金芳》等作品，以人物的独特、文风之犀利
以及俏皮的言说，使京味小说的传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为讲述“中国故事”、积累文学的“中国经
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鲁敏的小说创作，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中耐心地
寻找着新的文学元素，重建了关于“底层生活”的知识
和价值，呈现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她的小说既饱满醇
厚，又展示了丰富的可能性。

李云雷是守正持重、富有情怀的青年批评家。他对
“底层写作”的持久关注和耐心阐释，使这一文学现象有
了历史感和知识谱系性。他的 《秦兆阳：现实主义的

“边界”》等论文对现实主义内在机理及发展变化的扎实
研究和深刻见解，澄清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误区，以
理想主义的姿态重申了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

石一枫表示，要继续把自己的写作和身边那些活生
生的人们所经历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把自己的思考和
前辈作家们业已开创并让我们受益良多的文学脉络结合
起来，在写作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去了
解中国，也了解写作。

贵州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新作《在路上》是
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是作者深入生活、主动从生活中采
撷的一朵文学小花。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在推
进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要求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珍
州这个贫困地区面临着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珍州大量
的贫困乡亲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正是以珍州县委书记
曾为民、县委常委谢奋进等为代表的地方领导所殚精竭
虑、勠力同心想要加以解决的难题。

正如作品标题 《在路上》 所提示的那样，这篇小说
的一个根本主题就是“在路上”。主人公谢奋进一直行走
在路上，在外出出差、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的路上，
在为事业而奋斗、恪尽职守和责任的路上。换言之，他
一直行走在为百姓谋利益、谋幸福、脱贫脱困奔小康的
路上。同时，这个“在路上”的主题也指的是谢奋进跋
涉在人生路上，在仕途官场之路上，在为人处世、安身
立命的路上。正像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谢奋进一直
走在奋斗前进的路上。这条路他走得并不轻松。从表面
上看，谢奋进的仕途似乎并不成功。但是，他却能做到
泰然心安，并在每个岗位上竭尽全力，奉献忠诚，谋事
做事，一心为民。在他内心，有着一个强大的信念，这
是他从父亲那里传承而来的信念：种地，就要精心伺候
土地，土地不会辜负辛勤的劳作。他肩负着父亲的教
诲、乡亲们的热切期待、国家的信任与重托，于是责无
旁贷、义无反顾地去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扶贫攻
坚。这是一位敢作为、能作为、有作为的“好官”，是时
代所呼唤和造就的英雄。作家对这个人物倾注了热情和
赞美。赞美和讴歌谢奋进这样的平凡英雄，其实就是赞
美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赞美主动担当、敢于作为、忠
于职守的为官之道。

主人公的个性和精神是通过曲折坎坷的招商引资过
程而得以展现的。工作总是千头万绪，看起来似乎都找
不到出路和前景。然而，无论多么曲折坎坷，多么艰难
不易，谢奋进始终都没有灰心，更从未放弃，因为他坚
信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代表着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小说在对这个艰
难曲折过程的描写中，使主人公的坚韧、果敢、定力、
耐心和静气等优点都得到了凸显。这是一个看似不温不
火却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人。而他最终的成功，也体
现了作家对于这种精神品格的褒扬和对于脱贫攻坚伟业
的乐观祝福。

小说情节新颖别致，因此成就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可
读性。矛盾冲突的设置，以及一个个矛盾的解决，都顺
理成章，水到渠成。有志者事竟成，为民谋利者事事皆
顺遂，这是作者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与祝福。这种愿望和
祝福正是通过谢奋进遇到的一个个难题与困境以及这一
个个难题困境的解决来表现的。

《在路上》是关于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一种正面书写、正面刻画。该作品在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激励和希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
愈益向着纵深处推进，横在我们面前的
社会现实状况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的
状态。一方面，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
展确实速度惊人，GDP总量已经超过日
本，位居世界第二了。但在另一方面，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
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样一种越来越
令人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社会现实，对
于当下时代我们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强有
力的挑战。我们的作家对于这种社会现
实到底怎么理解和认识？应该以怎样的
一种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方式来处理和表
现这种社会现实经验？这是摆在广大中
国作家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中
国作家所提供的答案究竟如何呢？无法
否认的一点是，尽管有不少中国作家都
努力尝试着提供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
考与认识，但就他们所写出的小说作品
本身来说，真正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现实
之肯綮者，并不多见。尤其是最近一个
时期以来，现实主义问题以及现实主义
的小说写作再度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
注。很多时候，面对此类问题，单纯抽
象的理论探讨恐怕是无益的，真正可能
对现实主义创作有所推动的，反倒是结
合相对成功的作品展开一种具体而微的
文本分析。这里我们所列举出的小说文
本，均属于那种对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
现实状况有独到理解与发现的文学作
品。它们的成功经验，或许会给予其他
作家以有益的思想艺术启示。

资本批判与现代生态意识倡扬

首先，是张炜这部可以被概括为
“资本批判与人性忏悔”的 《艾约堡秘
史》。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叽
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
人命的同时还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
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
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这一资本大鳄在
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现
实罪恶。但请注意，包括狸金集团在内
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实际
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
质言之，只有在后者的强势支撑下，资
本才会有如虎添翼的迅猛发展。张炜的
深刻性，就在于不仅敏锐地洞悉了这一

点，而且还在文本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
揭示与表现。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
金集团以上林林总总的所有罪恶，归结
在一起，似乎正应了马克思曾经讲过的
那句名言，即资本是一种来到人间之
后，“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
肮脏的东西”。也正因为充分地认识到了
这一点，所以，在这部 《艾约堡秘史》
中，与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坚决对
抗到底的，就是那位带有突出民间社会
身份的渔村守护者村头儿吴沙原与身为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阶层杰出代表的民俗
学家欧驼兰。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
说，在吴沙原和欧驼兰身上所体现出
的，乃是一种满满的精神正能量。

在进行深刻资本批判的同时，张炜
的另一个难能可贵处在于，通过吴沙原
和欧驼兰两位人物形象的塑造，突出地
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生态意
识。身为民俗学家，欧驼兰之所以要千
里迢迢地离开繁华的京城远赴叽滩角村
这样偏僻的海边渔村，正是为了完成她
所承担的民俗调查使命。事实上，也正
是在叽滩角村围绕民俗问题进行田野调
查的过程中，在对诸如“二姑娘”这样
的渔歌号子以及开海节这样的民间节日
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欧驼兰不仅深
深地爱上了叽滩角村这样虽然偏远落后
但却充满自然与文化原生态意味的渔
村，而且更是从文化与生态保护的思想

价值立场出发，在叽滩角村与狸金集团
的这场尖锐冲突中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叽
滩角村一边。

同样是对于一种现代生态意识的倡
扬与表现，迟子建在她的“大中篇”《候
鸟的勇敢》 中却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思
想艺术风貌。在呼唤一种现代生态保护
意识的同时，作家非常深入地把自己的
笔触探向了自我内在精神隐痛的书写。
在后记中，迟子建明确指出：“这部小说
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
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
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
天傍晚，我们去河岸散步，忽然河岸的
茅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
鸟。爱人说那一定是传说中的仙鹤。我
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
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 《候鸟的
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读过迟子建
后记中的这段文字后，我们会把小说中
的男女主人公张黑脸和德秀师父，把那
对东方白鹳，与迟子建爱人的不幸去世

“三位一体”地联系在一起。从一种精神
分析的角度来说，迟子建关于张黑脸与德
秀师父，关于那对东方白鹳，甚至她的《候
鸟的勇敢》本身，都可以被看作是深潜于
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情结的艺术书
写。质言之，迟子建的这部“大中篇”
之所以读来感人，让人倍觉沉重异常，
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 《天黑得很慢》
所聚焦的，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
重的老龄化问题。周大新对老龄化问题
的成功表现，首先得益于择定了一个很
好的叙述者与巧妙的叙述角度。叙述者

“我”也即钟笑漾，被设定为一位从河南
南阳进京打工的家庭保姆。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被介绍到男主人公萧成杉家
做家庭保姆。由于生活习性极不一致，
他们一开始的相处很不愉快。但随着相
互间了解的逐渐加深，“我”不仅慢慢地
改变了对萧成杉也即萧伯伯的看法，而
且还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情关系。

人至老境之后的萧成杉，不仅因意
欲延年益寿而屡屡上当受骗，而且在不
幸痛失爱女之后，自己也不断地罹患各
种疾病，到最后，甚至凄惨到了老年痴
呆。也正是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
下，奇迹出现了。小说结尾处，面对着
处于复忆状态中的萧成杉，“我”所给出
的精神立场是：“我不知道他的记忆力最
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老年痴呆
病在他身上会不会还有反复，但我知道
我会一直陪着他。”借助于家庭保姆

“我”如此一种令人倍觉尊重的洋溢着爱
意的行为，周大新所给出的，其实是身
为作家的自己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
怀。如此一种悲悯情怀的存在，极明显
地提升着 《天黑得很慢》 的内在思想艺
术品质。

某种程度上说，小说就是一种离不
开“矛盾冲突”的艺术，着力在矛盾冲
突中展开故事情节，勘探人性世界，塑
造人物形象，乃是一部小说作品的题中
应有之义。诗人余秀华的自传体小说

《且在人间》，正是在周玉与她的父母、
丈夫以及一厢情愿的“情人”这三组矛
盾冲突中逐渐展开故事情节的。细究这
三组矛盾冲突，一个共同的问题，恐怕
就是周玉那过于敏感的自尊的一再被冒
犯。在周玉的理解中，所有这一切的发
生，皆缘于自己有一个残疾的身体。通
过对于精神痛苦的真切书写而真诚呼唤
一种生命悲悯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彼此
理解与尊重，当可以被看作是余秀华这
部作品重要的思想意义所在。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对于一名写作者，写什么当然至为
重要。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找到
最属于你的内容。

那些总是在你灵魂中萦回不去、无
法躲避逃离、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厉鬼的
……情绪和感受，意念和思想，应当成
为你的首选。

举两个例子。一个无人不知，是史
铁生的 《我与地坛》。作家 21岁双腿瘫
痪，从此人生被绑缚在轮椅上，看着世
界生机勃勃，看着人们奔跑跳跃。作者
自嘲“生病就是我的职业”，作品都是
完成于病痛的间隙期，所以他将自己的
一本散文集命名为 《病隙随笔》。地坛
公园安静而空旷，在这里他的感知和思
考都抵达了一种极致。思绪尽管散漫飘
荡，但离不开核心的几点：在这样的痛
苦和绝望中，要不要活下去？如果决心
活下去，理由是什么？残疾能否以及如
何获得拯救？……他的一系列作品，不
论是长是短，是小说还是散文，是在这
篇之前还是在这篇之后，其实基本上都
是此一主题的延伸和变奏。

另一个所知者不多，有必要多说几
句。不久前读到一本书，获得2005年美
国国家图书奖的 《奇想之年》，深受触
动。作者琼·狄迪恩，是美国著名记者
和作家。在她 70 岁那年，相伴 40 年的
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打击猝不及防，
震惊之后是持续的灵魂煎熬。自那一刻
起，整整一年中，她都是在哀伤和思念
中度过的。全部的情感和意念，都专注
于这一件事情。深度的专注和沉湎，让
奇特的想象纷至沓来。亡者生前和她一

同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物体，总之留
下两人的共同印迹的东西，都时刻把她
卷进一个回忆的漩涡里去，难以摆脱。

“整整一年，我都用去年的日历来记录时
间：去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在干些什么，我
们在哪里吃晚饭；去年的这一天，我们
是不是在金塔纳的婚礼结束后坐飞机去
了檀香山；去年的这一天，我们是不是从
巴黎坐飞机回来。”想起了一句古诗词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这是
怎样的痛切和眷念，才能让人产生并执
着于这样不合常情和逻辑的想象。

自身的疾病，爱人的去世，分别成
为了两个作者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时
处处，念兹在兹，仿佛患上强迫症一
样。杜鹃啼血，蚌病成珠，当他们把自
己充分而深入的感受和思考诉诸文学
时，便获得了特别的成功和报偿。

一个人的一生，经历过的生活内容
堪称丰富，但其实多数如同烟云过眼。
无论是经历本身，还是从中产生出的感
受和想法，真正给他的精神世界打上鲜
明烙印的，其实并不多。具有这样一种
性质的事件、遭遇等等，当其到来时，或
者像重锤击打一样猛烈，或者如同钝刀
割肉一样煎熬。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事
件，因为什么原因产生，因人而异，折射
出的是生活的广阔和幽深，这里不做深
入的探讨。但共同点是，它们都成为了
当事人生命中的中心事件，对他的人生
走向和人生观的确立产生了关键作用。

“刺激－反应”作为行为心理学的
基本原理，一样可以用来解释写作。如
果一位写作者长期执着于对某一个或者

某一类这样的内容对象的观察和思索，
当诉诸文学表达时，就更容易具有新
意、深度和质感，从而避免了沦入千人
一面的泛泛之辞。

在这个意义上，英特尔前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格鲁夫的名言“只
有偏执狂才能生存”，适合技术和商业
的拓展，也同样适合于文学写作。在后
一种语境中使用这种说法，更接近于一
种修辞，旨在让人明确地认识到专念于
合适的目标的重要性。

又想到两个例子，两部名作。契诃
夫 的 中 篇 小 说 名 作 《没 有 意 思 的 故
事》，写的是一位著名教授晚年的苦恼
困惑。因为他感觉自己缺乏一个“中心
思想”，缺乏“一种重要的、非常重大
的东西”，“可是如果缺少这个，那就等
于什么也没有”，活着也“没意思”，生
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变得飘忽而模糊了，
为此他痛苦不堪，以致患上了严重的神
经衰弱症。与之相比，舍伍德·安德森
的 《小城畸人》（又名 《俄亥俄，温斯
堡》） 则展现了某种坚定和清晰。这部
短篇小说集写的是美国中北部一个小镇
上的众多人物，他们都是专注于内心中
某个意念的人，虽然意念因人而异。这
是他们的真理，是生命意义之所系，尽
管有些时候也如作家所说，真理过了头
就成了谬误。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
反方向的运动：作品启示了作者，结果
中寄寓了行为的某种本质。

当然，人类的经历以及相关言说都
已经浩如烟海，鲜有写作者不曾触及的
领域。像海明威那样去非洲乞力马扎罗

山上猎狮子，像《小王子》的作者圣埃
克絮佩里那样，二战时期驾驶飞机在地
中海上空巡逻……这种充满戏剧性和油
彩感的经历，极少人能够遭遇。同时，
甚至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大喜大
悲、或如峰巅或如深渊般的情感体验。
好在，谢天谢地，并不是具有这样的历
练才有资格写作。对于此刻作为写作者
的每一个“我”，在写作中努力追求不随
大流，发出自己独特的调门，却是可以做
到的。这里的独特，实际上也是一个弹
性概念，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其主要
的倚仗，就是要牢牢盯住自己生活经历
中的那样一些东西——它们攫取了你，
困扰着你，使你坐卧不宁，日思夜想，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对史铁生来说，正是经由这样的倾
诉，他超越了身体的残疾，并达成了与
命运的和解；而对于琼·狄迪恩来说，
一年中的神思恍惚不会是时光的虚度，
在重新执笔并写下这部作品后，她获得
了心灵的解脱，也用文字印证了人性的
深刻和卓越。

由此不难推论出，那些号称什么都
能写的作家，并不值得特别夸耀。他们
往往是用数量的丰富庞杂，掩盖实质的
乏善可陈。个性是他们的作品中最稀有
的品质。作为一名称得上资深的读者，
对于这样的作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去
理会。这么多年下来，似乎并没有太大
的损失。

时间，精力，才华……把这些宝贵
的东西凝结成为一颗子弹吧，射向你心
目中的某一个靶子。

你 自 己 的 靶 标
彭 程

你 自 己 的 靶 标
彭 程

◎作家谈

现实题材小说的独到发现
王春林

第五届冯牧文学奖揭晓
杨 鸥

第五届冯牧文学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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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在路上
——评王华的长篇小说《在路上》

李朝全

奋进在路上
——评王华的长篇小说《在路上》

李朝全

◎新作评介

◎文学聚焦

左起：石一枫、鲁敏、李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