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心中只装“事”，不放“人”。 刻意编造情

节，会导致故事成了好看的“棺材”，装的是“死人”。或说，人物成了故事平台上

的提线木偶。 我认为，小小说作家应当高度地关怀“人物”才是，要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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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论
谢志强

小说史其实是一部人物形象史。 小小

说作为小说家族的重要成员 ， 成长到如

今，该是考虑其内在的本体性问题的时候

了。 因为，小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

是写出有新意的人物形象。

一种文体的诞生 、成长 ，是时代的召

唤。 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已生活在短文写

作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此为美国创意写

作教授罗伊·彼得·克拉克收到责任编辑

的一张便条中的判断）。 我在阅读和写作

中颇有同感。 碎片化、快节奏的互联网多

媒体时代，小小说如何表达？ 我认为，小小

说无疑是一种适时的表达方式，是文学宝

石最耀眼的切割面。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有一句警示的话：不能像过去

那样描述世界了。 面对瞬息万变的互联网

世界，她指出：“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好讲述

未来， 甚至没有准备好讲述具体的当下、

讲述当今世界的超高速转变。 我们缺乏语

言、缺乏视角、缺乏隐喻、缺乏神话和新的

寓言。 ”托卡尔丘克用自己的碎片式表达

回应了她对世界的发现。 人类世界活动的

主体是人物。 面对表达的为难，小小说准

备好了吗？ 会做出何种反应？

就当下的小小说来看，80%以上还是停

留在故事层面， 在编织的故事情节的流程

中平面滑行，甚至，还有模式化地复制，用

的是老视角、老方法、老思维。 人物往往装

在故事的“盒子”里。 可以看出若干通病：一

是缺乏独特的感知。 仅浮在情节的泡沫上，

不能潜入心灵之河的底部。 情节和细节的

元素里，注重情节，有耍花招之嫌。 这类小

小说能见度很高，其实就像垂钓，细节的铅

坠才能将鱼钩带入那能见度低的底部。 二

是缺乏独特的方法。 旧瓶装新酒，形式和内

容不相吻合， 还没找到相配的最佳表达方

式，恰应了博尔赫斯那句话：古今故事不过

是有限的若干模式。 在模式中，靠什么弄出

新意？三是缺乏独特的提炼。大江健三郎处

理素材用了一个形象的词：拎。 一堆东西，

拿起，得有个拎手，那就是提炼的结果。 提

炼体现一个作家的敏感和能力： 瞥见、顿

悟。 四是缺乏独特的发现。 雷蒙德·卡佛说

过，当一个作家对世界有了独特的发现，那

么，就成功了一半。 托尔斯泰说，作家应当

有“一种能见到别人所未见的才能”。 现在

大量的小小说文本里， 我看出的是那些作

者是写别人所已见的常事，炒冷饭的居多，

甚至，有“偷吃剩饭的人”（套用七塔寺桂仑

禅师之禅语）。

以上所列小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是表达时作者心中只装 “事”， 不放

“人”，即不为“人物”着想。 刻意编造情节，

会导致故事成了好看的 “棺材”， 装的是

“死人”。 或说，人物成了故事平台上的提

线木偶。 我认为，小小说作家应当高度地

关怀“人物”才是，要活人。 汪曾祺在小小

说《陈小手》中有一句话 ：“陈小手活人多

矣。 ”作家也应“活人多矣”。

怎么让小小说 “活人多矣”， 是方法

论，也是世界观。 首先，面临一个选择：是

注重故事，还是关注人物？ 是事套人，还是

人引事？ 当然，故事和人物在小小说里并

不对立，我也不排斥倚重故事情节，但是，

要把小小说放在当今世界小说发展的背

景中去考量，那么，就会发现，小说出现了

一种新动向：无事，就是不讲究情节的戏

剧化，甚至，中、长篇小说有一种新形态 ，

“无事”的碎片化表达。 比如，匈牙利马利

亚什·贝拉的《垃圾日》、艾斯特哈兹·彼得

的《一个女人》、前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

的《栗树街的回忆》、美国桑德拉·希斯内

罗丝的《芒果街小屋》、意大利卡尔维诺的

《马可瓦尔多》、法国马丁·杜加尔的《古老

的法兰西》等等，多为每一章（节）写一个

人物，而且，淡化了戏剧性，跟中国的笔记

小说不谋而合。 日本有个新的小说观念，

叫连作小说，即一部长篇有若干短篇和小

小说构成，各自独立，串珠为链，这种以系

列小小说（或短篇小说）构成的长篇，与网

络时代的现实相呼应。 它既是长篇小说的

可能，也是系列小小说的可能。 小说不就

是探索独特的可能性吗？

我至今难忘，数年前有一位上海的戏

剧导演说起一位演员， 仅凭四个字登场：

闲来无事。 那念白、动作，把“闲来无事”演

得惊心动魄、内在紧张。 小小说写油盐酱

醋、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最难的是“闲来

无事”。 曲折的外在的戏剧化情节———有

事好写，但熬人的“无事”怎么写？ 多数人

都过着周而复始的“无事”（没戏）的生活，

忙到了头，捏在一起，挤出水分，剩下的竟

是“无事”———算不上啥事。 汪曾祺的小小

说，为何老少皆宜？ 其中的人物，在日常生

活中“熬”，竟熬出了别样的味道、情趣、气

氛、境界。 把汪曾祺放在当今小说的发展

史中，相比先锋小说，他从“内容”上开辟

了一条“无事”小说的道路，也是对惯常的

主流表达的一种颠覆。 尤其是他笔下“活

人多矣”。 我曾将汪曾祺的小小说与穿裙

子的马尔克斯———墨西哥作女作家安赫

莱斯·玛斯特尔塔的 《大眼睛的女人 》比

较，他们背靠背，却用了相似的表达方式。

小小说与小说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在

叙述语言、细节运用、规模篇幅等之上有

着自己独立的方法， 但在精神上一致，探

索的都是基本也是持恒的人类情感的母

题 ，比如 ：怜悯 、同情 、勇气 、孤独以及嫉

妒、报复等。 许多经典作家终其一生都在

表达同一个主题，例如马尔克斯所有小说

都在写各种孤独，拉丁美洲的孤独 ，人类

的孤独。

日本作家黑井千次的小小说 《老太婆

和自行车》让人难以忘怀。 老人的孤独，众

多作品已有表现。 黑井千次写了一个孤单

的老太婆与一辆废弃的自行车的关系。 她

每天“闲来无事”，打扫院子。 一天，突然靠

放了一辆自行车，然后，自行车的零件一天

天被卸走。 这就是自行车这个物件在 “运

动”：车座、后架、车轮、笼头……自行车的

零件在递减，老太婆的情感在递增。 物质与

精神反向运行。 最后，在尘土中，只剩下一

个铃铛盖。 她像埋一个死去的宠物，同时又

像种一颗种子那样，埋下了铃铛盖。 黑井千

次进一步让细节“运动”。 结尾，写了老太婆

的一个梦，梦里“种子”迅速地长成一棵树，

结满了铃铛，在风中响。 如此，以轻抵重，以

童话般美妙的轻逸， 消解了老太婆沉重的

孤独，这种孤独更有力度。 漫长的岁月里，

我记住那个铃铛盖细节的独特表现， 而且

细节自然地打开“运动”，复原了老太婆和

自行车的故事。 黑井千次笔中的老太婆以

她童年的心完成了独特的对待自行车的方

式。 我想到门罗说过，重要的不是人物做什

么，而是怎么做。 确实，怎么做才能呈现人

物独特的“这一个”。

我在跟踪阅读浙江几位作家的作品

时，发现他们的小小说，有一个从“有事”

到“无事”的转变，即由注重故事到关心人

物的转化，于是，我提出了针对创作现状

的问题：小小说创作的哈姆雷特式的生存

之问。

博尔赫斯是一个高级读者，是作家中

的作家，他的小说多为小小说。 他发现，古

今的小说无非是若干故事的模式。 我们常

说突破和新意，博氏的小小说的新意在于

细节。 决定俗套故事出现独特的新意，又

与人物密切相关。 这一点，也符合记忆，当

我们回忆过去，往往记住的是某个人物的

细节。 然后，打开细节，细节牵出情节，这

也是小小说创作的方法。

注重塑造人物形象的小小说，有个处

理人物与细节关系的问题。 汪曾祺用沈从

文的话实践小说创作：贴着人物写。 不过，

对一些小小说作家而言，明知要 “贴 ”，却

不知如何“贴”。 鉴于可操作性，我从创作

实践出发，扩充为：贴着人物运动中的细

节写。

我写过两部上海青年系列，一部以长

篇小说的形式出版 。 其实它是系列小小

说。开篇，就是一个报复的故事。 《报复》中

的主人公， 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上海知

青，他的报复心很重。 到了新疆的农场，感

到什么都新鲜。 别人睡午觉，他钻进果园，

爬上树吃桑葚，结果，枝断，坠落，骨裂，住

院。 出了院，暂时让他护果园，他找到那棵

树枝。 最狠的报复是折磨，不死不活，他把

枝改制成杈，木杈。 他年少，恢复得快，被安

排放羊。 那是老羊圈， 多年的羊粪实地叠

积，他终于找到报复的方式，就起劲地挥杈

起圈，他获得了报复的快感。 然而，连长欣

赏他的不惜力， 就将他塑造成上海青年支

边的先进典型。 他对由一个造成他受伤的

树枝改造成劳动工具的木杈的态度也发生

了转变，由恨到爱。 报复转为了报答。 一棵

桑树和一个少年的密切关系， 树枝在 “运

动”中发生了质变（包括功能）。 我写完了也

惊喜，因为到了树枝那个环节，我还不知后

面会发生什么。 凭着我对农场生活的熟悉，

感觉他会“怎么做”，贴着那个细节写，就出

现木杈。不用生硬地编造。这就是“贴”着人

物运动中细节写的妙处。 那个“死”了的树

枝以另一种方式，在精神层面上“活”了。

要让细节运动。 因为，当今的小小说

还要讲究节奏。 美国创意写作教授克拉克

像个教练， 他强调过一句话： 动起来，要

动，要动，一直动下去。 这涉及当代小说的

语言表达，多叙事，少描写，口语化。 小小

说的一个特点是：叙述语言（还有调子）的

简洁。 动，当然是人物之动，其实动的是细

节。 人物靠细节生成动感———细节在运动

中，一是有了形象，二是成了意象。 细节在

重复和变异的使用中，不断增殖 ，不时升

华，形成一种意象，由此创造出了形而上：

象征、寓意、隐喻。 这一点，小小说最能够

靠近诗歌。 小小说固然写形而下，然而，是

形而上决定其品质和品位。

小小说塑造人物时， 运用细节的方法

跟传统的长、中篇小说不一样。 细节决定

成败，小小说里，一个细节可以照亮全篇，

像小岛上的灯塔。 细节多以物件的形态呈

现，一个物件的细节，包含两个层面：一是

日常生活的功能， 二是小说修辞的意味。

统一融合了形而下和形而上。 它考验一个

作家的能耐：融会贯通其中的重与轻、实与

虚、显与隐、低与高、明与暗的微妙关系。小

小说一边靠近诗歌，另一边还靠近短篇小

说。 不过，在细节的运用上，比短篇小说更

为极端。 国内外，也有将许多小小说（尤其

是系列）贴上短篇小说的标签。 我姑且套

用雷蒙德·卡佛的话来说细节的能量。 他

说：“作家有可能在一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

里使用平常但准确的语言描写平常的事和

物，而赋予这些事物———一张椅子、一幅窗

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一只耳环———以

巨大，甚至是令人吃惊的力量。 ”

每个作家都应当有一套自己的创作

想法（或理论）。 不妨把其中的“一首诗或

一个短篇小说”置换成小小说。 因为，这也

是小小说应有的方法———小小说的独特

性在于细节的运用。 贴着人物运动中的细

节写，从而“活人”———塑造出鲜活的人物

形象。 此为创作的要务。

写作课

讀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