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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点

微型小说又火了？

1500字内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鲁迅文

学奖颁奖典礼上，76 岁作家冯骥才以其

微型小说集 《俗世奇人》 摘得短篇小说

奖。微型小说第一次获鲁奖，使得这一体

裁广泛进入大众视野。 微型小说又称小

小说， 互联网时代， 短平快文体颇占上

风，1500 字以内的微型小说又火了吗？

《故事会》 杂志社社长、 主编夏一

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微型小说

作品以其形制短小、 内容精悍赢得了许

多读者的喜爱， 近年来不少作品走进了

教材、 校园， 手机移动端也经常能看到

脍炙人口的 “微作品 ”。 他同时指出 ：

“创作者要在极其有限的篇幅里， 写出

对生活的体察入微， 同时不失审美内涵

与思想内涵， 挑战巨大。 体量虽小但格

局不能小。”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创会会长、 出

版人江曾培， 目睹了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蓬勃发展的风雨历程。 “上世纪 80 年

代初， 微型小说这一文学载体应运而生

并流行， 后来沉寂过一段时间， 最近几

年随着互联网时代阅读方式的多元， 这

种言简意赅、 便于传播的 ‘千字文’ 又

找到了新的渠道与活力。”

在评论界看来， 微型小说的创造性

在于， 要以一当十、 以短胜长。 微型小

说是对作家感受生活的艺术能力的直接

考验， 也是对叙事语言和方法的考验。

有学者直言， 小小说仅有 “电报体” 是

不够的， 因为电报太干巴， 而小小说的

语言要精得多， 最忌寒碜， 削足适履，

压缩干粮 。 换句话说 ， 小说不论多么

小， 仍有自己的天地与空间， 自己的明

暗与节奏 ， 需要写作者精进探索 。 有

“微型” 而无小说， 模糊了微型小说的

艺术特质 ， 是当前微型小说发展的不

足。

近年来，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丰富多

彩的文学活动， 也激发着写作者们的创

作热情。 比如发起举办第二届“光辉奖”

世界华文法治微型小说大赛 、“紫荆花

开”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征文大奖赛、“温

瑞安杯” 世界华文武侠微型小说大赛、

“黔台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 发起

推广 “青少年创意写作” 训练等。

出版界的关注也在助推微型小说的

火红。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小小说文化传

媒合力打造 “小小说精品系列”， 日前

出版的第一辑收录六册 ， 包括冯骥才

《俗世奇人》 （足本）、 孙方友 《老店铺

传奇 》、 聂鑫森 《湘潭故事 》、 相裕亭

《盐河旧事》、杨小凡《药都人物》、张晓林

《夷门书家》。这些小小说名篇风格独特，

文笔精细，既有历史长河中的传奇故事，

也不乏市井民间的烟火日常。 比如，《老

店铺传奇》写了陈州古城的老店铺，其中

老板伙计绝活无数， 经营上更是别出新

招、各显其能；《湘潭故事》取材于历史沧

桑的湘潭古城， 这里有英雄豪侠， 亦不

乏聪明伶俐的市井百姓； 《盐河旧事》

在茫茫盐河两岸， 书写出盐商巨贾、 才

子佳人数不尽的风流传奇 ； 《药都人

物》 不仅写出了亳州名医的奇绝， 更有

其他行业高人的风华。

此外， 微型小说也越来越受到教育

界重视。 近年来，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

《全日制普通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与各

大高校编写的 《基础写作教学大纲 》，

都将微型小说阅读列入当代小说欣赏单

元， 而且还将 “试写小小说” 也列入大

纲。 大中学生能阅读小小说并尝试创作

小小说， 已成为大中学校汉语言文学教

育的基本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 历年中

招高考的语文试题也上百次地将小小说

选作阅读理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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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美好，

皆因不修饰亦不随波逐流

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剧《你迟到的许多年》荧屏热播，

讲述一段转业军人在改革大潮中的奋斗史

《你迟到的许多年》 正在荧屏热

播。 沐建峰、莫莉、赵益勤等年轻人身

着军装、姿态挺拔地从荧屏里走来，观

众们不吝赞美：这样的青春真好。

青春美好， 固然是容颜不老的感

官享受。 比如殷桃饰演的实习军医莫

莉， 人美歌甜， 不仅醉了剧中人， 也

让荧屏外的观众心驰神往。 但青春美

好， 远不止于 “时光不老” 的馈赠。

其中还当有中流击水的劲头， 如剧中

的铁道兵们轻伤不下火线、 掉皮掉肉

不掉队的干劲； 还当有以梦为马的激

情， 如黄晓明饰演的沐建峰， 虽有转

业后的短暂迷茫， 可一旦找到新梦的

方向， 学习、 奋斗是他为自己架起的

通往未来的桥梁。

作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剧 ，

《你迟到的许多年》 回望的是一群已

然消弭在历史中的铁道兵战士， 故事

主干也是此前 30 多年一些转业军人

在改革大潮中创业的往事， 但它与今

天的年轻观众却能够心意相通。 从前

几集来看， 一半是朴素、 不加修饰的

军旅生活， 一半是不愿随波逐流的奋

斗人生。 如此青春， 何人不赞美？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军旅生涯总会馈赠此后一生

新剧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 《补

玉山居》， 原作是个类似新龙门客栈的

设定。 人来人往， 在补玉山居里演绎着

精彩的一茶一故事。 剧集还邀请了编剧

彭三源加盟， 她的电影 《失孤》 被视为

近年来大银幕上的现实主义力作 。 改

编后的新剧本 ， 前期着墨于主要人物

的转业前史 ， 补玉山居则是后半段盛

放故事的容器 ， 昔日战友们会在山居

忆往昔。

电视剧一开篇就给年轻观众们补上

一堂历史课 ： “对于一场现代战争来

说， 铁路是双方必须予以争夺和控制的

生命线， 谁掌握了铁路， 谁就掌握了一

场战争的主动权。 铁道兵最初在解放战

争中所承担的就是这一任务 。 自 1976

年开始， 铁道兵部队开始了精简缩编，

至 1980 年年末， 43 万余人的铁道兵部

队已经裁撤大半 。 留下的自然都是精

英， 我们的故事便从老虎连的隧道工地

开始。”

这些逢山凿路 、 遇水架桥的 “老

铁” 中， 老虎连连长沐建峰， 铁血又温

情。 他的 “出场设置” 是个心无旁骛、

只知工作抓进度的铁血连长， 就着隧道

里的风钻声睡得雷打不动 ， 可风钻一

停， 自动转醒。 他要求连队的士兵必须

“身上有劲儿”， 不怕苦不怕累， 更苛刻

对待自己， 出现血尿症状仍带头钻进巷

道 。 然而 ， 看似要求苛刻的 “工作狂

魔”， 对战友暖如春风， 遇上原则性问

题， 他能投以无条件信任票； 对心仪的

姑娘则心细如发， 知道要走山路， 提前

备好了防蚊的花露水。 前四集中， 笃厚

的战友情、 朦胧的男女爱， 匆匆几笔便

不失神采。

可剧本野心远不止情感。 老虎连何

以在整个铁道纵队声名赫赫？ 剧中速写

了一个片段： 连队里出现大面积腹泻，

可逢山凿路进入了攻坚阶段 。 原地整

修还是咬牙接力顶上 ， 做铁蛋还是傻

蛋？ 老虎连的词典里确实没有 “避难”

二字。

在彭三源看来 ， 不同的历史背景

下， 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 但 “志不求

易， 事不避难” 是任何一支部队都会留

给青年的人生财富， “只要不忘军人的

初心， 那些曾经栉风沐雨的拼搏精神，

一定会馈赠往后的命运沉浮”。

“心有远方 ，才能一路风
雨兼程”， 真有志者不怵何时
出发

第五集， 剧情迅速进入了新阶段。

随着铁道兵整体并入铁道部， 老虎连集

体转业。 从穿军装、 执行命令的军营生

活一下进入 “人生下半场”， 不舍、 迷

茫， 弥漫在老虎连官兵的身上。

沐建峰也无法例外 。 他被安排

“坐办公室 ”， 日常的工作就是组织单

位职工开展文体活动 。 习惯与铁路隧

道打 “硬” 交道， 如今的 “闲适” 日子

让他浑身难受。 “想要扑腾扑腾” 的

念头， 开始盘桓在心。 因为 “电话情

缘 ” ， 他不仅意外听见了莫莉的声

音 ， 还与当年的军中护士赵益勤成

为好友 。 秦海璐饰演的赵益勤在机

关总机工作， 一次关于传统插孔式接

线还是交换机的无心讨论， 让沐建峰

听者有意。 从此， 他读夜大， 修电子

工程学。

不怕底子差， 只要肯钻研。 这股

子劲头让原本揶揄他的同学刮目相

看， 两人交了心、 结了盟， 誓要在交

换机上做出点动静来。

有人以为这只是改革开放大潮中

一次普通的下海经商。 但剧中交代得

明白， 他们二人不只为 “干点大事”，

更是心有远方， “这设备从技术上到

生产线全在老外那儿， 咱要是一窍不

通， 到时候就是天天让老外牵着鼻子

走”。 一个 “中国制造” 的梦想， 已

在那两个看似一穷二白的愣头青心里

生了根。

谁的青春不曾迷茫 。 “心有远

方， 才能一路风雨兼程。” 在编剧看

来， 沐建峰从一个农村出身的铁道兵

转身搏击商海， 直到成为一代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缔造者的缩影， 他的转业

后轨迹诠释 “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

的当代精神 。 真有志者不怵何时出

发， 这是 《你迟到的许多年》 希望与

观众激荡出的对话。

老去的经典如何重拾吸引力

迪士尼放缓《星球大战》系列制作脚步

近日，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

艾格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 迪士

尼将放缓 “星战 ” 系列的制作步伐 。

《星球大战 8： 最后的绝地武士 》 于

2017 年底在北美正式公映 ， 不到半年

之后 《星球大战外传： 游侠索罗》 就与

全球观众见面。 然而， 《游侠索罗》 以

3.93 亿美元的惨淡票房成为了 “星战”

史上第一部赔钱的电影。

太多电影更新太快，让观
众没了兴趣

“未来我们将更加谨慎地对待 ‘星

战’ 电影的产量和发行时间。” 艾格用

了 “太多、 太快” 来形容自己对这部经

典科幻系列所犯下的决策性失误 。 其

实， 在 《游侠索罗》 遇冷之后， 就有消

息称迪士尼叫停了 “星战” 衍生作品的

开发 ， 其中包括以 “绝地大师 ” 欧比

旺·肯诺比和 “赏金猎人” 波巴·费特为

主角的外传电影。

自 2012 年卢卡斯影业接过迪士尼

的橄榄枝卖出 《星战》 系列的版权后，

迪士尼便重启了系列新作的拍摄， 并定

下了一年一部的发行速度。 虽然 《最后

的绝地武士》 和 《游侠索罗》 前者讲述

的是主线故事， 后者则聚焦在汉·索罗

身上， 但不少影迷表示两者之间过近的

距离使得他们无法短时间内消化两部

“星战” 电影。

《游侠索罗》 表现差强人意后， 就

有海外分析师表示除了审美疲劳外， 迪

士尼敷衍的营销工作也需要承担部分责

任。 在电影正式上映前的 100 天， 迪士

尼才推出了首款预告片， 其中汉·索罗

的扮演者阿尔登·埃伦瑞奇的清晰镜头

连 10 秒都不足， 无法充分调动起人们

的观影热情。

情怀不足，“星战”在中国
频遇冷

近年来， 《星战》 在中国市场的表

现也是每况愈下。 从 2016 年开始， 近

三年的一月初都有一部 “星战” 电影在

国内上映 。 2016 年 ， 在系列电影暌违

大银幕十年后， 《星战 7》 以过八亿元

的票房在当年的引进片中表现仍算可圈

可点。 去年， 《星球大战外传： 侠盗一

号 》 首周三天票房为 2.25 亿元 ， 最终

落脚 4.77 亿元 。 而今年年初的 《星战

8》 仅获得了 2.67 亿元的票房， 远低于

四亿的预期。 五月上映的 《游侠索罗》

则以 1.06 亿草草收场 ， 还创下了 “星

战” 系列在内地的最低票房。

观影群体的变化或许能解释 “星

战” 系列在中国一再遇冷的原因。 1999

年， 《星球大战》 方才凭借前传系列进

入国内观众的视线， 而初始三部曲并未

能在大银幕上呈现， 这也导致了 《星战

8》 和 《游侠索罗》 中的某些致敬桥段

和情怀铺垫未能得到应有的反响。

有国外影评人曾直截了当地将 《星

球大战》 称作怀旧电影， 在北美观众习

惯性地观看最新系列电影的同时， 《星

球大战》 一如既往的复古科幻风格对于

国内票房的主要贡献群体 90 后来说并

不讨巧 。 与此相对的是 ， 漫威超级英

雄、 《哈利·波特》 系列、 《变形金刚》

系列， 这些被大部分 90 后接受的电影

在国内的票房走势和口碑与国外相比并

不会出现如 《星战》 般的明显差异。

不过 ， 艾格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

“星战” 系列就此停摆，《星战 7》 导演

J·J·艾布拉姆斯执导的现三部曲最终章

《星战 9》的拍摄依然在进行中 ，将于明

年 12 月正式公映。 欲速则不达，细心雕

琢每一部作品而不是一味地追赶速度，

才能使经典保持吸引力和新鲜感。

人文聚焦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那一张张葵盘，是一代人鲜活的面庞
近日登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

“葵颂———许江近作展”， 引发了很多

人的情感共鸣。 近年来许江为 “葵”

营造的艺术世界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

象。 葵园背后， 有着生命之重。 这一

次， 许江着意表现的是一张张葵盘，

他把自己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生命

经验， 凝聚成一代人的精神肖像。

这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继

2014 年国博 “东方葵 ” 大展 、 2015

年中华艺术宫第二回 “东方葵” 大展

之后的又一大展， 集中近五年的主要

创作， 献礼改革开放 40 周年。

展览宛若回环往复的
交响乐章

选择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办展，

许江笑言 “看中了这里有着回廊式结

构的独特坡道展厅”。 整个展览， 也

正是因此予人一种特别的观展体验，

宛若回环往复的交响乐章。

展览从最高层的四楼展厅开始，

从上而下、 循环往复的展览空间， 被

构建成了五个诗化叙事的展示空间，

分别为 “怀沙 ” “野火 ” “蔓生 ”

“铸炼” 以及 “葵颂”。 整个展陈犹如

卷轴一般呈现于观众面前， 长达 320

米的无间隔动线涵盖了艺术家近五年

的主要创作， 共包括油画作品五十余

幅、 系列水彩作品百余幅， 以及一系

列雕塑与装置作品 。 其中 “葵园肖

像” 水彩系列与 “野火” 水彩系列是

他近三年从未展出过的新作。

展线的结尾处， 别出心裁依建筑的

核心筒空间建造了一座葵园剧场， 一个

供观者休憩 、 聆听与思考的多维度空

间 。 “葵颂 ” 在这里压轴上演 ， 1600

枝高 5 米多的铜葵聚拢， 生长， 伫立成

阵， 壮观的铜葵雕塑群背后， 多媒体影

像播放着葵林的奔涌、 升腾， 合着雄浑

激昂的交响音乐。

以往许江创作的铜葵林大多呈现出

荒原的铜铁之色， 这一次， 这片葵林却

是炽烈的酒红色。 许江坦言， 自己是以

这次展览献礼改革开放 40 周年， 是以

一曲东方葵颂作为 “向阳花开” 的一代

人的精神写照。 “这次组成葵林的铜葵

数量是最多的， 我也将它们特意制作成

了酒红色， 象征着河山一片红， 也象征

着昂扬向上的精神性力量。 今年是改革

开放 40 周年。 1978 年， 我们这一代人

从厂矿、 农村、 军营走回了学校， 正是

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改革开

放， 对我们来说不是一段岁月， 而是一

次新生。 我们是喝改革的水， 呼吸开放

的空气， 最深刻感受这场洗礼与塑造

的一代人。 这次我用葵来抒发的， 是

伴着阳光的灿烂与激情。”

用葵盘表现一代人的
精神成长

画葵， 许江画了 15 年。 最初很

长一段时间 ， 他画的是大地上的葵

园 ， 苍茫一片 ， 连绵成地平线 ； 在

“东方葵” 大展上， 他将一枝枝葵置

于像墙 、 像山一样的骨架上 ， 呈现

葵的挣扎 、 蔓生 、 交叠 ； 他画过狂

风中的葵， 雪地里的葵， 倒置的葵，

倾斜的葵， 苍茫的葵， 炽烈的葵……

这一次， 他却又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

的葵。

不同于以往群像式的葵， 最近三

年的创作多是葵盘， 一张一张有着不

同表情的葵盘， 仿佛带领人们拨开葵

叶、 葵枝走进葵园深处， 倾听每一朵

葵的内心声音。 在许江看来， 葵盘如

面庞， 峥嵘昂扬， 凝聚出现代国人的

世纪群像； 葵盘如大地， 仰望天空，

发出草木的宣言； 葵盘如野火， 带着

生命的炽烈， 向着那遥远的最深处漫

延。 “我想用葵盘表现我们这一代人

的精神成长。”

“我觉得葵还很有画头， 因为我

把葵和具体人生、 日常生活联系在了

一起。 我画葵不是画风光， 是在画自

己， 画一代人， 画得津津有味。 我们

这一代人 ， 沧桑 ， 坚强 ， 有一点残

破， 却依然怀抱理想。 我画葵盘的肖

像 ， 就像画我们这一代人的众生肖

像。” 许江告诉记者。

“葵颂———许江近作展” 展出作者近五年的主要创作。 （展方供图）

《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出版

入选书体兼顾篆、隶、楷等风格

本报讯 （记者姜方） 由张元济等

书丹 ， 卢康华编的 《近代稀见碑拓史

料丛刊》 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书中选入书体兼顾篆 、 隶 、 楷诸种风

格 ， 不仅是研究近代人物 、 历史的第

一手文献资料 ， 也堪称探究近代书学

的范本。

《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 第一辑

入选碑刻拓本五种 ， 分别是郭嵩焘撰

文 ， 杨守敬书丹 《王柏心墓志铭 》

（1889 年）； 吴大澂撰文并书丹 ， 唐仁

斋刻石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 》 （1891

年）； 端方撰文、 篆盖并书丹， 唐文杰

（仁斋） 刻石 《万中立墓志铭》 （1907

年）； 陈三立撰文， 罗振玉书丹并篆额，

谭泽闿填年月日 《文翰骅墓表》 （1931

年）； 金兆蕃撰文， 张元济书丹， 邓邦

述篆盖， 黄慰萱刻石 《钱绍桢墓志铭》

（1931 年）。 此五种是卢康华从多年搜

集的近代碑刻文献中精心选择的稀见善

拓， 皆出自名家之手， 且多为文集未收

的佚作， 或文集虽已收而异文颇多者，

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

是， 该辑收入张元济书丹墓志一种， 一

寸见方小端楷， 沉厚庄严， 秀逸劲挺。

张元济墨迹所见多为行草信札 、 公文

等 ， 即对联 、 中堂等作 ， 亦多信手而

书， 墨气淋漓、 老辣苍茫。 此次拓本的

影印出版， 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而真切

地感受张元济的书法艺术与背后的人格

魅力。

“我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碑刻文化

传统 ， 褒功颂德 ， 树碑立传 ， 勒铭著

行， 永托贞石。 这些碑刻， 不仅直观呈

现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独具特色的书

法艺术， 同时也因碑刻文本的多样性与

特殊性 ， 成为历史文献的重要载体 。”

丛刊编者卢康华告诉记者， 中国碑刻文

化传统一直延续至近代仍蔚然成风， 名

家名刻迭出不穷。 虽然碑刻艺术近年一

度呈现勃然重兴的势头， 但大多数作品

的书法水准到镌刻工艺诸端， 很难与近

代巅峰之作相媲美。 如何让尚未被真正

经典化的近代碑刻文献， 成为接续汉魏

隋唐名碑巨作的后起典范， 值得众多学

者和出版界人士关注。

《你迟到的许多年》 试图用一群转业军人的奋斗史向今天的年轻观众传递———青春美好， 远

不止于 “时光不老” 的馈赠。 其中还当有中流击水的劲头， 还当有以梦为马的激情， 唯奋斗才能

架起通往未来的桥梁。 图为该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