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6 ?）诗的表达方面不尽具体，这

种局限由它的另一些了不起的长处给弥

补了。比如音乐，也是这个道理。音乐与记

述清楚的文字，特别是散文类相比，固然

含混多了，可是它的抗诠释性、多解性，以

及由无数人无数方向的挖掘和创造的可

能，又变得极其宽广不测了。 音乐的力量，

它的无可比拟的功能，也就在这里。

精神气格的意义

小说太靠近娱乐了， 太依赖故事了。

尽管后来小说的地位已经上升得比较高

了，比如梁启超将它定位于一个民族性格

最重要的塑造者， 重要到关乎国家的未

来。 但我们也注意到，梁的界定虽然成为

不刊之论，却毕竟是从事物功用的立场上

谈的，而不是精神气格的意义上谈的。 就

精神与人生的高贵追求来说，小说仍然有

落魄气和末流气。 诗最高，关于自然大地

的言说也很高。

小说除了娱乐功能太强， 还有进入商

业时代之后的商品属性太强。 我在心里疏

远小说，却一直未能免俗，甚至就自己的几

种体裁来说， 小说的写作量和影响较其他

更大一些。这就有些尴尬了。不过我深知做

为一种语言艺术， 小说高超的蕴含和表达

是多么令人神迷；另外，现代主义小说的边

界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小说。 就此来讲，传

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在文学性上很难足

斤足两， 所以凡优秀作品一定要具备当代

文学的先锋性，当然不包括“伪先锋”。 这也

是我最终未能放弃小说的一个原因。

我对于古典的解读大致局限于诗的

领域，就出于如上的认识。 我面对古代大

经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些想法，认为诗人们

才是了不起的。 尽管中国古典诗作中的一

大部分不属于现代诗的范畴，它们仍停留

在言说和叙述的层面上，但这其中的相当

一部分代表作，其中最优秀者已经是纯诗

了，比如诗经中的一些篇什，比如屈原和

李白杜甫，比如李商隐等。 真正的诗，狭义

的诗，其实是最接近于音乐的。 我们在古

诗学方面曾经有过一些不靠谱的论定，比

如把某些诗人一个时段的代言或叙事作

品，视为最了不起的“现实主义杰作 ”，可

能就是诗学的误识。 这严格讲并不是最好

的诗，也不能算诗史的代表，而是富于诗

意的有韵文字。 “诗意”与“诗”还不是同一

种东西。 “诗意”浓烈到一定程度，并赋予

相应的形式，才会变成“诗”。 我们长期以

来总是将“诗意”与“诗”混为一团，这是审

美和精神格局上的缺陷。

在一些古代诗人中，就人生的意象和

境界来看，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 他的

农耕生活除了最后的贫穷潦倒，总能深深

地吸引我。 他的酒和菊多么迷人，他的吟

哦多么迷人。 我们做一个陶渊明并取其畅

悦的理想的一面， 是多么好的人生设计，

可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2021 年 2 月-3 月

中间小说：新“小说革命”的可能之一
信世杰

一

近来，文学界热议 “新 ‘小说革命 ’”，

议题发起者王尧先生曾将 1985 年左右以

“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为代表的形式

探索称为“小说革命”，故而对当下重新显

现必要性的“小说革命”冠以“新”字，并由

此期待“解放小说”的种种可能。

小说“革命”的必要性自不待言 ，“写

什么”和“怎么写”是两个同等重要，且需

要不断探寻的本源性问题。 不过，《新“小

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这篇文章却仅限

于对“必要性”的论述，对于更重要的“可

能性”问题，只在文末很写意地点到“如果

说，新的‘小说革命’已经不可避免，那么

小说的新的可能性就存在于我们意识到

的和没有意识到的困境之中。 ”而由此文

所引发的后续讨论中，那些鲜有提及当下

作家名号和书名号的对话与问卷，似乎并

未真正提出有创见的“可能性”。

相对而言，在新世纪之初《漫说“纯文

学”———李陀访谈录》这篇访谈文章中，李

陀更加直率也更加具体地触及了很多问

题，并指出了可能的突破路径。

李陀谈到，80 年代“纯文学”的出场，

是对旧有形式的一种反叛， 于是出现了

1985—1987 年间的 “革命性” 变化。 但

是，当革命的对象土崩瓦解后，“纯文学”

本身便成为一种常态 。 并且 ，伴随着 90

年代市场化大潮的来袭，“纯文学” 越来

越以其自赏的姿态退缩到一个小圈子中

去。这一保守性导致了两个主要问题：一

是失却了现实社会的参与能力 ， 二是作

品越来越“难看”。

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既失去了现实

批判作用， 又不能以故事性吸引更多读

者，那它还剩什么呢？ 由此，李陀提出严肃

文学应该向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汲取营

养，在大众文化消费时代为严肃文学探索

一条新路，“试着写一种又严肃又通俗的

小说”。

细看来， 这篇二十年前的访谈录中，

仍有不少观点能回应当下 “新 ‘小说革

命’” 的问题， 这可能不是李陀多有预见

性， 而是验证了王尧判断的正确性———

“相当长时间以来， 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处

于停滞状态”。

二

李陀期许的“既严肃又通俗的小说”，

其实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一些严肃作家

所做出的努力，而非自我降格。

除了文中所提及的毛姆、 格雷厄姆·

格林、迪伦马特等几位代表性的西方作家

外，日本战后文学发展史上也曾出现“中

间小说”这个概念以及一大批有影响力的

作家作品，在其经济、文化语境中探索“小

说革命”的新方向。

在 1947 年由大阪书房《新风》月刊所

组织的座谈会上，林房雄谈到“日本的小

说要发展，其发展之路主要在纯文学与大

众小说中间”，久米正雄将其概括为“中间

小说 ”， 用以指代介于 “纯文学 ”与 “大众

文学”之间的那类小说作品。 在此之后，松

本清张、井上靖、远藤周作、石原慎太郎等

作家创作出大批“中间小说”，一方面尝试

将“纯文学”大众化，另一方面拉高“大众

文学”的水准，从而逐步消弭“纯文学”与

“大众文学”之间的界线。

仔细观察我国新时期文学，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的小说状况，我们似乎也可以看

到一条“中间小说”的脉象，莫言的《红高

粱 》、苏童的 《妻妾成群 》、余华的 《活着 》

《许三观卖血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陈忠实的《白鹿原》……如果一直列下去，

这个名单拉到很长。

再看近年来涌现出的青年作家作品，

如田耳的 《一个人张灯结彩》、 石一枫的

《借命而生》、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

郑执的 《生吞 》……越来越多兼具 “文学

性”与“故事性”的“好看的严肃文学”同时

进入批评家和普通读者视野。

并且，从这几位青年作家的代表作那

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松本清张所开创的日

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影子。 这些作品关

注现实与历史， 追求艺术性与文学性，同

时又能做到“好看”。 不知这些动向是否也

可以看作王尧所说的 “已在悄悄进行中”

的新“小说革命”？

三

如果要在近年来的小说中挑选一个

“中间小说”的样本，个人以为双雪涛的中

篇《平原上的摩西》可算作典范。

且不论“东北”和“文艺复兴 ”这样宏

大的地理、历史概念，单就这篇小说本身

来看， 在通俗文学所倚赖的故事性层面、

纯文学所强调的艺术性层面，以及各类读

者所期待的小说批判性层面都有所成就，

自面世来赢得一片喝彩，且还在继续以电

影、网剧形式破圈前行。

不论 “80 后 ”“90 后 ”，或者任何一代

作家 ，将个人性的 “我的 ”生命经验转化

为共通性的 “我们的 ”故事 ，是 “写什么 ”

层面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 对于更年轻

的写作者来说，不沉溺的个人化小我 ，重

新将自我放归到 “我们” 的历史中去讲

述，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表现。 从这一意义

上来讲，《平原上的摩西》 提供了一个青

年作家处理大历史的成功经验 ， 并将故

事讲得精彩、耐看。

《平原上的摩西》中，独特视角类型的

选用，是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共同称赞的一

个要点。 不论古今中外哪些大家已经纯熟
地运用过这一形式，也不论双雪涛的运用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算作创新，我们在这个

小说里都看到了“怎么写”与“写什么”的

和谐统一性：首先增强了故事层面的 “悬

疑”色彩，同时呈现出特殊时代语境下的

“破碎”感。

对小说而言，不会有脱离意义的故事

或者脱离故事的意义，也不会有脱离艺术

的技术或者脱离技术的艺术。 真正优秀的

小说作品，必须是这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

样来看，我们所期待的“中间小说”，不是

让作家降格去迎合谁，而是对作家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四

何平《在“文学不革命”时代写作 》这

篇文章里谈到，“我们俨然进入一个细语

众声的文学时代”，因此也正处在“文学不

革命”的常态中。 这一判断有其合理性，但

这一判断却是基于当下文学的部落化、圈

组化表象，在这一表象之下，仍有一个关

于“好小说 ”的基本共识———那些在纯文

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或者其他“部落”

出世，而被所有“部落”赞许的作品足以证

明这一点。 只要有这一共识存在，这些“部

落”就还在同一个“整体”之中，共同期待

着“新‘小说革命’”的可能。

就王尧的文章所论来看 ， 所期待的

“小说革命”还仅在纯文学领域，而何平所

言的“文学不革命”的时代，却绘出一个开

阔的“多部落”版图，个人以为，我们现在

要做的，应是在这个开阔的版图上谈“小

说革命”。 既然是“革命”，就不要总在小天

地里打转，正视媒介革新，正视读者，正视

时代，呼唤一种“既严肃又通俗”，既有文

学形式“创意”又具现实关照维度，既有深

刻思想性又具故事 “创意 ”性的 “中间小

说”样式。

《日本小说》 杂志创刊号的后记上登

载过小说家武田麟太郎的一段话，这或许

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继续倡导 “中间小

说”的演说词，虽然，这也不过仅是新“小

说革命”的可能之一：

我很早就相信小说艺术的通俗化道
路是正确的， 并想付出实践 。 要把高高
在上的小说从狭隘的实践中解放出来 ，

使它归大多数需要它的人所有 。 站在孤
独的个人主义立场上的那些枯燥无味的
东西， 被误解为清高的艺术 。 只有改变
这种态度才是挽救钻入死胡同的小说的
唯一方法。 今天， 就连那些热衷于通俗
小说的读者也讨厌起内容低俗的通俗小
说。 这可正是我们亲手开拓小说正道的
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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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媒介革

新， 正视读者，正

视时代，呼唤一种

“既严肃又通俗”，

既有文学形式“创

意”又具现实关照

维度，既有深刻思

想性又具故事“创

意 ”性的 “中间小

说”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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