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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写作难度的时代，自觉顽强的作家最能写出好作品
本报记者 傅小平

2020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集中推出多部原创作品，引发思考———

衡量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真实水准

如何，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指标，即为其

在何种意义上体现出原创性或原创力。 同

样的道理，衡量一个文学类出版社品牌影

响力如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推出

多少有原创力的作家、作品。

然而要说清楚什么是原创性，却着实

困难。 即便是以具有蓬勃而持续的创作力

著称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首部自

传性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谈到所

谓原创性时也不无坦率地说：“一件作品

要想成为原创， 什么样的资格必不可缺？

如果从正面追究这个问题，有时会越琢磨

越觉得莫名其妙。 ”

如果搁置正面突破式的定义和理论，

转从侧面或以具体案例来解释何谓原创

性或原创力，答案不言自明。 村上春树多

年后想，他之所以在十五岁那年用收音机

听披头士的歌曲时浑身一震，究其因是为

其原创性所震撼。 与此相仿，如果说我们

为 2020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首发的一些

作品所震撼，实际上也不只是为其数量和

规模，而是为其迸发的原创力所震撼。

作家 ：“让你的文字有十足
的理由把读者留下来 ”，依
靠的是奔涌的原创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所以要集全社之力

出版 50 卷《王蒙文集（新版）》，自然是如评

论家潘凯雄在订货会现场举行的新书发布

会上所说，作为一位现象级作家，王蒙的创

作在长度和宽度这两个维度上都有文章可

写，都有话可说。 “从长度上来说，王蒙先生

的文学创作基本和新中国同步，自 1956 年

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迄今，他创作

不辍，一直到现在，还写出新的小说。 他通

过持续不断的创作， 才汇成了这 50 卷文

集，这个数字也不足以涵盖他的全部创作。

而从宽度上来说， 王蒙先生的写作几乎覆

盖所有文体， 仅只是小说创作， 就涉及长

篇、中篇、短篇、微型，此外在诗歌、散文、随

笔、文艺评论、传统文化研究，以及翻译上，

他都有自己的造诣。 ”潘凯雄感慨道，在中

国当代文学史上，像王蒙这样长度、宽度俱

佳的作家，即使不说绝无仅有，也至少是凤

毛麟角。 “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他接下去

还会写什么， 他以后的创作依然让人有很

大的想象空间。 ”

毫无疑问， 王蒙的创作之所以让人有

想象空间，并且让人一直有所期待，并不在

于他在近七十年时间里写了众多作品，而

在于他写了体现出原创性或原创力的作

品， 或者说他写出的都是只有他本人才可

能写出来的， 最能体现他个人创造性的作

品。 这种创造性，诚如脑神经外科医生奥利

弗·萨克斯在著作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中

所下定义：“创造性有一个特征， 它是极具

个人化的东西， 具有坚定的自我认同和个

人风格。 ”同样著作等身的作家张炜，称王

蒙是他学习的榜样， 并当场表示到时要买

一套新版《王蒙文集》。 “王蒙先生强大的创

作力，超过青年和壮年作家，让人羡慕甚至

嫉妒。 他滔滔不绝写了近七十年，他有一种

内在的力量。 一个作家到了一定年纪，就想

看看其他作家的文集、全集，看看他们生命

的河流是怎么起伏、怎么冲撞，怎么流淌过

来的。 我们能寻找到其中的奥妙，进而寻找

到生命的意义，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 我

们能亲眼见证一条文学的巨河在流淌，这

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观， 这对我们这

一代作家，对中国年轻的作家，都会产生巨

大的激励作用。 ”

事实上，张炜创作的长度和宽度虽然

不足以媲美王蒙，却也以达到了业界和读

者认可的高度。 此次订货会上首发的《我

的原野盛宴》， 是他迄今唯一的一部长篇

非虚构作品。 用张炜的话说，在写于三十

多年前的小说《古船》里，他最强烈表达了

对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看法，在

这本书里，他最强烈表达了他对自然以及

自然各个层面的看法。 “这本书所写，耗去

我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储备。 很久以来因

为笔力的问题，再就是不舍得去碰 ，我一

直放着没写。 直到 2018 年，我投入最深的

情感，用最大的力量、最强的笔力、最浓烈

的色彩把它表达出来。 在某一个时间向度

上，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我为它的投

入实在是太多了。 ”

张炜这么感慨，还源于他对文学在当

下应该如何最大程度保持原创性或创造

力的思考。 “在数字化、 碎片化的网络时

代， 在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盛行的时代，

要让你的文字有十足的理由把读者留下

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理由不

充分， 你的文字最后就会被新闻写作淹

没，甚至还没有这些文字更耐久，更有价

值。 由此，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意识到，当下

写作难度之大、任务之沉重，远远超出我

们的想象， 但也恰巧在这样一个时期，最

能产生好作品。 那些自觉的、顽强的、能不

断调整、调试写作，来应对这个时代，并对

自己苛刻的作家， 就能够写出很好的作

品。 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既遥远，又能够看

得清晰。 应该说，《我的原野盛宴》直接或

者间接地回答了我的这些思考。 ”

评论家：中短篇小说更能成为
检验作家文学性的“试金石”

作家写作区别于新闻写作等样式，或

者说所谓原创性，当然主要体现于作家作

品多大程度上体现出独异的文学性，而只

是故事性，新闻写作同样可以有强烈的故

事性。 评论家贺绍俊也是在小说主要应该

建立在文学性这个前提上，尤为肯定短篇

小说这种文体的。 在订货会现场举行的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经典” 系列新书

发布会上，他直言，这是个很好的创意，这

套书相当于颁给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

颁发了一个“质量鉴定书”。 “从中国文学

发展史看， 小说最早是从短篇小说起步

的，后来长篇小说分量越来越重，它在文

学中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 当然，长篇小

说以故事性取胜。 但衡量一部小说水准，

不仅要看其故事性， 更要看其艺术性，看

其有无意韵、意境，语言是否讲究等等，这

一切都依赖于作家的艺术功力。 ”

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

化向纵深发展，小说也越来越多向市场靠

拢。 一部小说能不能被看重，出版社首先

看它有没有市场。 这也使得相比而言以故

事性见长的长篇小说更被看重 ， 与此同

时，长篇小说也如贺绍俊所说，越来越侧

重于故事性，而相对忽略文学性。 “几十年

来出版的很多长篇小说，单从故事性角度

来看，是讲得还可以，但仔细读一读，我们

会发现它们在语言上很粗糙，没有什么建

树，从精神内涵上更是乏善可陈。 随着市

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长篇小说的这个问题

越来越严重，严格来说，其中有些都不是

很合格的文学作品。 ”

相比而言，中短篇小说 ，尤其是短篇

小说因较少受市场冲击，或者因文体本身

的需要，而保留了更多文学性。 贺绍俊认

为，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他的小说是

不是有文学性，首先应该看看他会不会写

中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重在故事性，不少

作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的命运很坎

坷， 他们只要稍微有一点语言表达能力，

把他们的经历、经验如实写出来，就可能

写出一部很好读的小说。 但如果他们仅仅

用这样的方式去追求文学的话 ， 可以想

象，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文学性上的

突破。 ”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贺绍俊认为，一

个作家如果真正要在文学上有所追求，首

先应该在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上

下功夫。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一个生活的

片段，就表达一种情绪、一种意蕴、一种局

部的体验，你要把这些因素组织成一个完

整的艺术文本去感染读者，需要很深的艺

术功力。 所以，短篇小说是一个作家艺术

功力的磨刀石。 一个作家如果要在小说上

有所成就，首先要在短篇小说上去磨练自

己。 ”在他看来，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

“短经典”，也可以看看他们在文学性上是

不是能够通过检验。 “坦率地说，茅盾文学

奖获奖作品不是每一部都能够通过这样

的质量鉴定检验的，有些作品可能主要是

靠自己丰富的、坎坷的生活经验，这种生

活经验又恰好和一个时代、一个历史的发

展相重叠，人们读这样的作品，觉得它反

映了这个时代， 所以给他们这样一个奖

项。 对这样的获奖作品，如果就语言艺术

方面有所期待的话，我们可能会失望。 ”

基于此，贺绍俊认为 ，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在文学性上要说

有什么追求和突破，更多的也可能是落实

在中短篇小说上。 “当然，长篇小说有它的

成就、有它不可替代的方面，在对世界的

认识、对历史的把握上，它显然比中短篇

小说更加厚重。 但从文学性成就来说，我

更愿意把这个桂冠给予当代作家的中短

篇小说创作。 ”

而从写作的角度，作家李洱现身说法

道， 他写中短篇的时候不断想写长篇，因

为他觉得还有很多话受制于中短篇体裁

的要求，或者说受制于中短篇小说对艺术

性高要求的规定，没法把很多经验、很多

想法写进去，所以特别想写长篇。 当他写

长篇的时候， 他又不断想回去写中短篇，

因为长篇小说巨大的规模对他提出了很

大的挑战，有时候会想很多经验、很多想

法是不是可以用更精粹、更准确、更简洁

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矛

盾的一个过程”。

就阅读而言，李洱也更喜欢读中短篇。

他表示，托尔斯泰以写长篇著称，但他读得

比较多的是托尔斯泰的中短篇。 “我读过托

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我不会反复地

去读。 我更愿意读他的中短篇，我的书包里

就放着他的 《哈吉穆拉特》 和 《两个骠骑

兵》。 只有读了托尔斯泰的中短篇之后，我

才进一步认定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

作家。 而且有意思的是，读这样的中短篇，

极大增加了我对托尔斯泰的理解， 我对他

生活的理解。 因为他的中短篇更容易暴露

他的性情， 而且他比较多写生活中的一些

片段，他容易抓住一点无限地深入，这是我

读长篇的时候感觉不到的。 ”也因此，李洱

建议作家写作，不妨一开始写短篇，接着写

中篇，然后写长篇。 “这是非常完整的一个

过程，是锻炼作家写作能力的过程，也是不

断打开你的生活世界的过程。 在经过这样

的训练之后，当你写长篇的时候，才有可能

建筑一个自己的世界。 ”

出版社：构筑属于自己的文
学原创的世界

各大文艺类出版社，也自然试图构筑

一个自己的世界，亦即构筑一个属于自己

的文学原创的世界。

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历年订货会上都

力推“原创之春”活动，自然包含了这样的

构想。 诚如贺绍俊所说，尽管是一个地方

的文艺类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同样非

常有文学眼光 ，也有其雄心壮志，认识到

无论文学也好， 还是出版社自身也好，要

向前走、 要发展， 没有原创性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抓住原创性做文章，他们以前

出版的作品体现了这一特点，今年发布的

几部作品，像朱秀海的《兵临碛口 》、贺捷

生的《元帅的女儿》、鲍尔吉·原野的《花火

绣 》、蔡测海的《地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了原创性，值得关注。 ”

（下转第 6 版）

50 卷《王蒙文集（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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