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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的北京味
《老舍小说经典》北京燕山出
主人的人生三个阶段。这种景物
版社 2011年12月版，
收入二十三个
象征性写法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
短篇，配以著名画家叶浅予、方成、 使作品呈现出诗意的梦幻与神秘
袁运生、
高荣生、
叶武林、
李全武、
徐
性，是一篇别开生面的难得的且令
勇民、
王书朋、
谢培林的画作。
人遐想的小说。又例如《丁》这篇
虽然人们记住更多的是老舍
仅有四千多字的小说，通篇用了意
先生的长篇小说，但事实上，对于
识流的手法。文中描写一个青年
他本人的创作来说，
“短篇”在他的
人在避暑胜地青岛，躺在大海的沙
心目中似乎更富有挑战和乐趣。 滩上，随意地看到什么就想起什
老舍先生对短篇小说创作曾给予
么，用这一大脑中随意的、瞬时变
极高的评价，而他本人也正是因为
幻的想法刻画出上世纪三十年代
在 1921 年发表的一篇极短的白话
这一类型的年轻人。这些在小说
文小说《她的失败》，开始了他的文
写作中的艺术技巧，它们的多样
学写作生涯。
性，精到、巧妙、传神，多在老舍先
1958年他发表了一篇极短的小
生的短篇小说中能欣赏到。
说《电话》，
他的短篇小
老舍先生曾说过短篇小说“最
说集中写于上世纪三
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成
四十年代，先后共出
为独立的一个题材”，认为作家“非
版了五本短篇小说
有极好的天才与极丰富的经验不
集，
它们是《赶集》、
《樱
能做到”。他很谦虚地说：
“我的才
海集》、
《蛤藻集》、
《火
力不长于写短篇”，因此“短篇非要
车集》和《贫血集》。他
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我们今天
一生总共写下了七十
读他写的这些短篇小说就是他拼
一篇短篇小说。
命的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的
这次由北京燕
篇目已成了名篇佳作，
流传中外。
山出版社出版的《老
不久前《新京报》特别将“短篇
舍小说经典》，
所选的
小说潮涌”作为主题，探索短篇小
二十三篇小说中，多
说背后的力量和独特的文艺价
以他擅长的老北京
值。我以为对于国内越来越多的
的底层小人物作为
新作者，是一种呼唤。小说的创
《老舍小说经典》 老舍 著
主人翁，
篇幅不大，
却
作，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不仅
北京燕山出版社
都生动地描绘了这些
考验作家的功力，
更考验作家的耐
2011 年 11 月
小人物鲜活的个性与
力和对于文学追求的纯粹性。在越
命运。人物各自演着
来越多的故事和赘述语言堆积而成
自己人生的故事，
可喜、
可悲、
可叹， 的小说创作环境中，重视短篇小说
生动感人。小说里蕴含着人生哲
价值的挖掘无疑可以唤起人们更多
理，
意味深长，
有着现实意义。
地去关注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在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中，多
短篇小说的浓缩性，可以更生动地
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这样
展现，
并满足现代读者的需要。这
的作品已被读者熟悉、赏识。而在
也正是这次我选取了 23 个短篇经
短篇小说里他大胆地使用了不少
典配以大家画作，重新结集出版
欧美刚流行的象征主义、意识流、 《老 舍 短 篇 小 说 经 典》的 初 衷 所
人物心理特征叙述等技法来写，使
在。我期待短篇小说新的浪潮的
小说充满了艺术色彩与魅力。例
到来，让“拼命”为文学的优秀作家
如《微神》，文中描绘了三种浓重颜
给读者发掘出更多的短篇魅力。
色的花朵及其变换，好像描绘出女
□舒济（老舍先生女儿）

1945 年冬,老舍一家合影(左起:舒济、舒雨、老舍、舒乙、舒立、胡絜青)

英雄要死几次？
□书评人

张志忠

阅读黄国荣的《碑》，让我
想到了如上的标题：英雄要死
几次？
《碑》所选取的边境战争
战俘的题材，对于中国当代作
家 ，无 疑 是 具 有 挑 战 意 味 的 。
它所面对的，既有文学自身在
处理此类题材上的经验匮缺，
也有社会生活对呈现边界的限
制。于是，作品的主人公邱梦
山，就必须面对着陈旧的、但是
根深蒂固的社会歧见，作家自
己，则是要在这片荒芜的领地
上，拓展出一条富有创新性的
道路。这种创新，既是时代的，
也是文学的。
有 战 争 ，也 必 然 会 有 战
俘。但是，在强调取义成仁的
价值观支配下，战俘，是个非常
难以处理的题材。我们受到的
文学影视教育，大都是宁死不
当俘虏，危急关头就与敌人同
归于尽。
在 50-70 年代的文艺作品
中，战俘形象是基本空白的，除
非是那种被俘后已经叛变，又
再度潜伏到革命队伍中来的，
责编 于丽丽 美编 倪萍 责校 李铭

如《洪湖赤卫队》中的王金彪者
流。进入 80 年代，先是有电影
《一个与八个》，后来有《志愿军
战俘纪事》，都是聚焦于不同时
代的战俘的苍凉命运。21 世纪
之 初 ，远 行 美 国 的 哈 金 ，以 其
《战争废品》，再度揭开了朝鲜
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的累累伤
痕，但此书至今尚未与大陆读
《碑》 黄国荣 著
者见面。从基本空缺到争议不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断，显示了时代的演进，但是这
2012 年 1 月
种演进仍然是沉重得令人窒
息，讳莫得不近人情。战俘题
材，本来是文学的富矿，从肖洛
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到获
地进行挑战，挑战社会成见和
奥斯卡电影奖的《桂河大桥》， 文学成规，更是以今日之我挑
其发掘的人性深度和崭露的艺
战昨日之我，不肯沿着驾轻就
术潜能，都令人拍案叫绝，中国
熟的写作路径自动延伸，一定
的作家，却仍然无法在这一题
要闹出点新的动静来。其大器
材上大展身手。是现实使然， 晚成，可赞可叹。
还是知难而退？
英雄的连长邱梦山，在极
就此而言，黄国荣在近些
为艰险的环境中，面对上级的
年来，一直是个具有强大活力
错误命令导致大批战士无谓牺
牲的鲜血，敢于独抒己见，以临
和可成长性的军中作家。他的
作品，不曾大红大紫，但是，其
危请命、立军令状的方式，以最
内在的探索思考，惨淡经营，却
小的牺牲，夺取了战场的胜局，
他 的 英 雄 形 象 ，由 此 脱 颖 而
是非常独特而鲜明的，虽然已
经过了耳顺之年，仍然在不停
出。但是，他在战场上死过一

次之后，阴差阳错地做了俘虏，
又被误认为是与他面貌相似的
战士石井生，得以在交换战俘
中回到部队。比起当年的志愿
军战俘，他已经非常“幸运”，被
部 队 接 受 ，而 且 还 得 到 了“ 提
拔”，成了军官。但是，罗马不
是一个早晨建成的，陈腐的传
统观念仍然在作祟人间——仅
仅是将其归诸传统观念，已经
远远不够了，传统之所以能够
活在人们心中，正是因为它正
好迎合了人们的某种阴暗心
理：掌握他人的“隐私”把柄，摈
斥他人的独立人格，以驰骋自
己的“自由”意志，凌驾于他人
之上——于是，邱梦山仍然被
划入另册，
仍然经常要遭受人们
的白眼和讥讽。更为重要的是，
当年的政治排斥，
似乎大幅度地
减弱了，
他的党籍和军人身份得
到保留，表明了时代的进步；但
是，
在那些心思不正而又千方百
计地进行钻营的人们看来，
这是
将邱梦山这样的具有威胁性的
人物，
从经济竞争中予以制裁的
一张王牌。相反地，
站在正面的
立场上的人们，对这一现象，仍

然无法理直气壮，
无法争得完全
平等，更何谈需要充分尊重，需
要充分补偿呢？
有战争就有战俘，但是，对
待战俘的真正理解和高度认知，
却不知何日到来。像邱梦山，
在
战场上已经死过一次，
走进战俘
营，
又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
苦和暴虐，
他们已经是双重地受
到伤害，一旦归来，理应得到加
倍的补偿，但是，邱梦山却陷入
新的困境。作为儿子，
无法与父
母相见；作为丈夫和父亲，只能
是远距离地在绝望中守望；
作为
一个希望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崛
起、
重新证明自己的普通而又不
普通的人，
他虽然付出了超越常
人的努力，
却仍然不得不被逼迫
辞职，
远走特区。
邱梦山的意外死亡，缓解
了作品所揭示的巨大矛盾，也
让善良的读者松了一口气。一
个人能够死几次？为什么要让
邱梦山这样的英雄，再次付出
生命，才会真正重返社会，真正
被社会所接受？战俘常有，而
邱梦山不常有，其他战俘的命
运，又将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