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王安憶著作發表年表（1976∼2003） 
     

王安憶小說與各類文章多已結集成冊出版，散見於各文集中，但仍有少數文

章、訪談錄，以及小說、散文等，未見收於任何一本文集。故本論文在引用文本

時，如所引用文字未收錄於任何成冊書集中，則使用原發表於期刊上之原始材

料。附上此表，以供參照，未註明「類別」及「原發表刊物」的部分，則為不詳。 

 

 

一、小說 

 

篇名 類別 原發表刊物 發表時間 備註1 

雷鋒回來了 短篇 少年文藝 1978.4 王安憶第一篇正式

發表的小說 

平原上 短篇 河北文學 1978.10 一般所認定的王安

憶小說的「處女作」

一個少女的煩惱 短篇 青年一代 1979.2  

誰是未來的中隊長 短篇 少年文藝 1979.4  

信任 短篇 少年文藝 1980.1  

花園坊的規矩變了 短篇 少年文藝 1980.1  

小蓓和小其 短篇 少年報 1980.1  

小院瑣記 短篇 小說季刊 1980.3  

廣闊天地的一角 短篇 收穫 1980.4  

黑黑白白 短篇 兒童文學 1980.6  

苦果 短篇 十月 1980.6  

雨，沙沙沙 短篇 北京文藝 1980.6 寫於 1979年底 

這是不是那個 短篇 廣州文藝 1980.6  

                                                 
1 按：「備註」部分，以補充研究者現有之篇目相關資料為主，包括頁碼或寫作時間、地點……
等。寫作時間與發表時間未必完全相同，可以藉此對照王安憶小說創作歷程中更確切的時間

點，掌握其細微的轉變，因此乃就現有資料及所知的情況附上，以為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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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疾駛的車窗前掠過的 短篇 人民文學 1980.6  

新來的教練 中篇 收穫 1980.6 1980.10.8上海 

命運 短篇 新港 1980.7  

啊，少年宮 短篇 芳草 1980.8  

當長笛 solo的時候 短篇 青春 1980.11  

幻影 短篇 上海文學 1981.1  

晚上 短篇 江城 1981.2  

尾聲 中篇 收穫 1981.2 二稿於 1980.12.24

留級生 中篇 巨人 1981.2  

運河邊上 中篇 小說界 1981.3  

“這個鬼團” 短篇 文匯月刊 1981.3  

分母 短篇 上海文學 1981.4  

牆基 短篇 鍾山 1981.4  

停車四分鐘的地方 短篇 小說季刊 1981.4  

野菊花，野菊花 短篇 上海文學 1981.5  

婚姻 短篇 南苑 1981.5  

年青的朋友們 短篇 芳草 1981.8 1981.5.13上海 

朋友 短篇 人民文學 1981.9  

本次列車終點 短篇 上海文學 1981.10  

庸常之輩 短篇 中國青年 1981.11  

金燦燦的落葉 短篇 青春 1981.12  

軍軍民民 短篇 北京文學 1981.12  

今天他十七 短篇 南京晚報 1981  

小傢伙 短篇 西湖 1982.1  

迷宮之徑 短篇 文匯月刊 1982.2  

命運交響曲 中篇 當代 1982.2  

繞公社一周 短篇 收穫 1982.3  

歸去來兮 中篇 北疆 1982.3  

回旋曲  采石 1982.3  

一個少女的煩惱（續篇） 短篇 青年一代 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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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啊，理想——中隊長日記 短篇 小溪流 1982.4  

冷土 中篇 收穫 1982.4  

流逝 中篇 鍾山 1982.6 1982.5.9徐州 

B角 短篇 上海文學 1982.9  

車往皇藏峪 短篇 希望 1982.9  

舞台小世界 短篇 文匯月刊 1982.11  

中秋 短篇 鍾山 1983.1  

窗前架起腳手架 短篇 人民文學 1983.1  

大哉趙子謙 短篇 北京文學 1983.2  

小紅花的故事 短篇 少年文藝 1983.3  

第一次…… 短篇 海燕 1983.12  

69屆初中生 長篇 收穫 1984.3、4  

一千零一弄 短篇 上海文學 1984.8 1984.8.12-17上海

麻刀廠春秋 短篇 人民文學 1984.8 1984.3.22 

人人之間 短篇 雨花 1984.9 1984.4.28上海 

話說老秉 短篇 文匯月刊 1984.12 1984.8.22 

大劉莊 中篇 小說界 1985.1 1984.7.25、8.3上海

小鮑莊 中篇 中國作家 1985.2 1984.11.17徐州  

1984.12.30北京 

歷險黃龍洞 短篇 十月 1985.3 1984.9.13 

少年之家 短篇 清明 1985.4  

阿蹺傳略 中篇 文匯月刊 1985.6  

我的來歷 短篇 上海文學 1985.8 1985.4.21、5.2上海

老康回來 短篇 醜小鴨 1985.10  

街 短篇 作家 1985.11  

打一電影名字 短篇 采石 1985  

母親 短篇 海燕 1985  

海上繁華夢 短篇 上海文學 1986.1  

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

妮妮 

中篇 收穫 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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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蒼茫 短篇 女作家 1986.1  

前面有事故 短篇 鍾山 1986.1  

蜀道難 短篇 小說 1986.2 1985.6.17上海 

戰士回家 短篇 文學青年 1986.4  

荒山之戀 中篇 十月 1986.4  

閣樓 中篇 人民文學 1986.4  

鳩雀一戰 短篇 上海文學 1986.4  

牌戲 短篇 北京文學 1986.5  

作家的故事 短篇 雨花 1986.6  

小城之戀 中篇 上海文學 1986.8  

阿芳的燈 短篇 人民日報（海

外版） 

1986.11  

黃河故道人 長篇 小說界 1986.11 亦收於《十月》長

篇專輯 1986.2期 

她的第一 短篇 解放軍文藝 1987.1  

愛情的故事 短篇 女作家 1987.1  

錦繡谷之戀 中篇 鍾山 1987.1  

流水三十章 長篇 小說界 

（長篇小說專輯）

1988.2 一稿於 1986.10.6~1987.2.13

二稿於 1987.7.20~1987.9.10

逐鹿中街 中篇 收穫 1988.1  

悲慟之地 短篇 上海文學 1988.11 頁 4-19 

崗上的世紀 中篇 鍾山 1989.1 1988年 5月 18日一稿

1988年 6月 2日二稿

神聖祭壇 中篇 北京文學 1989.3  

弟兄們 中篇 收穫 1989.3 1989.2.17、27 

洗澡 短篇 東海 1989.9  

好婆和李同志 中篇 文匯月刊 1989.12  

叔叔的故事 中篇 收穫 1990.6  

妙妙 短篇 上海文學 1991.1 1990.10.7、10.26 

歌星日本來 中篇 小說家 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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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詩篇 中篇 鍾山 1991.5 1991.3.20、1991.4.3滬

米尼 長篇 芙蓉 1991.7  

紀實與虛構 長篇 收穫 1993.2  

傷心太平洋 中篇 收穫 1993.3  

光榮蒙古 中篇 時代文學 1993.4  

“文革”軼事 中篇 小說界 1993.5 1993.4.25、5.3北京

進江南記 中篇 作家 1993.7  

香港的情與愛 

（繁體版書名改作：《香港情與愛》） 

中篇 上海文學 1993.8  

長恨歌 長篇 鍾山 1995.2、

3、4 

 

我愛比爾 

（繁體版書名改作：《處女蛋》） 

中篇 收穫 1995 1995年 9.11一稿 

1995年 10.17二稿 

姊妹們 中篇 上海文學 1996.4 1995.11,23、12.18

文工團 中篇 收穫 1997 1997年 

天仙配 短篇 十月 1998.10 1997.9.11 

蚌埠 短篇 上海文學 1997.10 1997.7.12、7.24 

憂傷的年代 中篇 花城 1998.3  

屋頂上的童話 短篇 北京文學  1995.12.31 

從黑夜出發——屋頂上的童

話（二） 

短篇 北京文學 1997 1997.7 

流星劃過天際——屋頂上的

童話（三） 

短篇 北京文學 1997 1997.10.6 

縱身一跳——屋頂上的童話

（四） 

短篇 北京文學 1998 1998.1.20上海 

剃度——屋頂上的童話（五） 短篇 北京文學 1999 1999.1.24 

千人一面 短篇   1998.2.12 

小東西 短篇   1998.2.23 

杭州 短篇   1998.4.1 

輪渡上 短篇 上海文學 1998.8 199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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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居的時代  中篇 收穫 1998 1998.6.2、6、22 

聚沙成塔 短篇   1998.7.11 

遺民 短篇   1998.7.16 

大學生 短篇   1998.9.25 

小飯店 短篇    

酒徒 短篇 鍾山 1999  

喜宴 短篇 上海文學 1999.5 1999.1.21上海。 

開會 短篇 上海文學 1999.5 1999.2.28上海 

青年突擊隊 短篇 北京文學 1999 1999.3.1上海 

招工 短篇   1999.3.23上海 

妹頭 中篇   1999.4.7 上海 

藝人之死 短篇   1999.6.29上海 

冬天的聚會 短篇 人民文學 1999.10 1999.8.2 上海 

花園的小紅 短篇 上海文學 1999.11 《小說選刊》，2000

年第 1期轉載 

小邵 短篇   1999.8.27上海 

王漢芳 短篇 北京文學 2000 1999.9.10上海 

陸地上的漂流瓶 短篇   1999.9.18上海 

伴你同行 短篇 當代 2000.5 2000.6.11上海 

比鄰而居 短篇 當代 2000.5 2000.6.27上海 

富萍 長篇 收穫 2001.4 2001.2、3 

上種紅菱下種藕 長篇 十月 2001.1 2001.6.20、9.3 

保母們 短篇 上海文學 2002.3 2001.11.27上海 

民工劉建華 短篇 上海文學 2002.3 2001.11.29上海 

喪家犬 短篇 上海文學 2002.3 2001.12.14上海 

陸家宅的大頭 短篇 上海文學 2003.3 2001.12.23北京、上海

舞伴 短篇 收穫 2002.3 2001.12.29上海 

閨中 短篇 收穫 2002.3 2002.1.08上海 

小新娘 短篇 收穫 2002.3 2002.1.14上海 

波羅的海軼事 短篇   2002.2.1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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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 中篇 收穫 2002.4 2002.3.29、4.15上海

雲低處 短篇   2002.4.29上海 

角落 短篇   2002.5.24 

世家 短篇 花城 2002.6 2002.7.11上海 

桃之夭夭 長篇 收穫 2003.5 2003.7.10 上海 

 

☆註：以上資料來源，1995年以前的部分，參考洪士惠碩論附錄（原整理自季紅真《眾

神的肖像》一書），另外去誤增刪，並增加 1995年以後作品目錄。 

 

 

二、散文（包含：隨筆、雜記、遊記、序、後記、講稿……等） 

☆註：訪談記錄略，見《王安憶說》一書。 

 

篇名 收錄書（報）刊寫作時間 備註 

向前進（原名〈征途綿綿〉） 江蘇文藝 1976.11 王安憶第二篇散文 

十月的旅途 江蘇日報 1976  

老師 光明日報 1976  

我的臉火辣辣的 少年文藝 1978.10   

獨語 獨語 1983？ 《流逝》後記 

新的自然，新的觀望——致陳

村 

獨語 1985.6.17 書信 

我寫《小鮑莊》——復何志雲 獨語 1985.6.24 書信 

《異鄉異聞》讀後 我讀我看 1985年秋  

去了再來 獨語 1986？ 《小鮑莊》後記 

我的第一本書 接近世紀初 1986.10  

汪老講故事 我讀我看 1987.11.21  

戶內與戶外 接近世紀初 1987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岳丁的故事 接近世紀初 1987 亦收於《獨語》 

美麗的香港 接近世紀初 19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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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的里程 我讀我看 1988.1.12  

記一次服裝表演 接近世紀初 1988.2.14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看一場恐怖電影 接近世紀初 1988.4  

訪日點滴 接近世紀初 1988.5  

客訪紹興 接近世紀初 1988.5  

茹家漊 接近世紀初 1988.5.6  

懷念蕭軍先生 接近世紀初 1988.7.5 亦收於《獨語》 

兩個郵遞員 接近世紀初 1988.9  

我之服裝所見 接近世紀初 1988  

不要的原則 獨語 1988？ 《故事和講故事》自序

我在少校體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我的好朋友 蒲公英   

我的同學們 蒲公英   

我的老師們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你的心事我知道 蒲公英  亦收於《揚起理想的風帆》

我們家的男子漢 蒲公英   

花匠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搬家 蒲公英  亦收於《尋找上海》

關於家務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燒鴨子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話說父親王嘯平 蒲公英   

“我是一顆蒲公英的種子” 蒲公英   

我的老師任大星 蒲公英   

小鎮上的作家 蒲公英   

走通一條河 蒲公英   

思路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小說和生活 蒲公英   

綠色的葉子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風箏 蒲公英   

路上人匆匆 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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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渴求 蒲公英   

中秋 蒲公英   

放鬆和力度 蒲公英   

獨語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難”的境界 蒲公英   

第一次 蒲公英   

“你要做什麼呢”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歸去來兮 蒲公英  亦收於《獨語》 

六月的故事 蒲公英   

房子 接近世紀初 1989.1.9  

她到底要什麼 我讀我看 1989.11.11、17 陸星兒《天生是個女

人》序。 

又旅德國 接近世紀初 1989.1.26  

荷蘭行 接近世紀初 1989.1.28上海  

法蘭克福 接近世紀初 1989.5  

我的同學董小蘋 接近世紀初 1989.8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一歲一本 獨語 1989？ 《海上繁華夢》後記

大陸台灣小說語言比較 我讀我看 1989.12.7上海  

延安的回憶 接近世紀初 1990.5  

塞上五記 接近世紀初 1990.5  

上海的故事——讀《歇浦潮》 獨語 1990.6.11上海 亦收於《我讀我看》

劉教授和中國當代文學 接近世紀初 1990.6  

李選擇什麼 接近世紀初 1990.6  

一個孩子和幾個大人 接近世紀初 1990.6.23 上海  

回憶 接近世紀初 1990.9  

我的音樂生涯 接近世紀初 1990.10  

杏茶 接近世紀初 1990.12.8 亦收於《獨語》 

疲憊的都市人 接近世紀初 1990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本命年述 獨語 1990？ 《米尼》後記 

那年我們十二歲 接近世紀初 1991.1.4 亦收於《獨語》、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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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上海》 

《泥日》的彼岸 我讀我看 1991.1.29上海 讀書札記 

父親的書 接近世紀初 1991.2.20  

拽子 接近世紀初 1991.2.21 亦收於《獨語》 

我的業餘生活 接近世紀初 1991.4 亦收於《獨語》 

陝南村一家 接近世紀初 1991.6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回憶倪慧玲 接近世紀初 1991.6.23  

上海的洋房 接近世紀初 1991.8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李章給我照相 接近世紀初 1991.10.22  

經驗的檢討 獨語 1991？ 《叔叔的故事》自序

縱深掘進 獨語 1991？ 《神聖祭壇》自序 

回到初衷 獨語 1992.3.9 《烏托邦詩篇》自序

我的書齋生活 接近世紀初 1992.7  

凱里 接近世紀初 1992.7.22  

告別青春的回憶 我讀我看 1992.8.5上海  

島上的顧城 接近世紀初 1992.8.17  

往事重讀 接近世紀初 1992.9.7 亦收於《獨語》 

敘述的登場 獨語 1992？ 《逐鹿中街》自序 

面對自己 獨語 1993？ 《荒山之戀》代序 

撿石與途中 獨語 1994？ 《乘火車旅行》自序

我看短篇小說 我讀我看 1995.3.27 劉慶邦《心疼初戀》序

無韻的韻事——關於愛情的

小說文本 

我讀我看 1995.4.2上海  

重建象牙塔 我讀我看 1995.4.20上海 陳思和《筆走龍蛇》序

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 我讀我看 1995.5.8 上海 《王安憶選今人散文

十七篇》序 

尋找蘇青 我讀我看 1995.5.25上海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紀實筆記 接近世紀初 1996.10.30上海 《重建象牙塔》後記

最遠和最近——關於小說集

《剃度》 

接近世紀初 1996.12.4 亦收於《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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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女性 獨語 1996？ 《人世的浮沈》後記。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海上的繁華 接近世紀初 1997.2.17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見葛優 接近世紀初 1997.2.18 亦收於《獨語》 

華舍住行 接近世紀初 1997.3.7  

小品 接近世紀初 1997.3.12 亦收於《獨語》、台版

《尋找上海》 

悲情九龍城寨 接近世紀初 1997.3.16  

接近世紀初 接近世紀初 1997.3.23  

男女關係的烏托邦 接近世紀初 1997.4.3  

市井之趣 接近世紀初 1997.4.15 亦收於《獨語》 

投奔唐主任 接近世紀初 1997.4.8 亦收於《獨語》 

等待歌星 接近世紀初 1997.4.19  

老李 接近世紀初 1997.4.24 亦收於《獨語》、台版

《尋找上海》 

雅致的結構 接近世紀初 1997.5.6 亦收於《獨語》 

一揮十年 獨語 1997.5.22 《接近世紀初》自序

歡喜渡 獨語 1997.10.27 亦收於《我讀我看》

虛構自如 獨語 1997？ 《重建象牙塔》自序

藝術是一個過程 獨語 1997？ 《姊妹們》代序 

一個故事的第四種講法 文學自由談 1998.5  

立此存照 我讀我看 1998.3.4 葉辛寫真集《半世人生》序

盛曙麗說 我讀我看 1998.5.14上海 盛曙麗散文《新禪說》序

上海影像 我讀我看 1998.12.23上海 影集《上海》序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書法和雕塑 獨語   

可惜不是弄潮人 獨語   

美麗的孩子 獨語   

看海的日子 獨語   

乘火車旅行 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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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 獨語   

上海與北京 獨語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服裝一二三 獨語   

警察的故事 獨語   

夜走同安 獨語   

龜背 獨語   

夕照 獨語   

歸於煤炭的片斷 獨語   

關於家庭 獨語   

藝術的道路 獨語  《王安憶選集》代序

我為什麼寫作 獨語   

說說《69屆初中生》 獨語   

英雄的故事 獨語   

插隊後記 獨語   

再讀〈命運交響曲〉 獨語   

名詞解釋 獨語   

給人物起名 獨語   

人世的浮沈 獨語   

“香港”是一個象徵 獨語   

我們以誰的名義 獨語   

沒寫完的故事 獨語   

再談小鮑莊 獨語   

《流水三十章》隨想 獨語   

幾點解釋 獨語   

飄盪的舟船 獨語   

關於《叔叔的故事》 獨語   

歲月是條河 獨語   

閱讀的要素 獨語  亦收於《我讀我看》

見性 獨語   

重大的心靈情節 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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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人物 獨語   

阿東的語錄 獨語   

瓊瑤給了我們什麼 獨語   

走出鳳凰 獨語  亦收於《我讀我看》

堅不可摧 獨語   

關於“死”的文章 獨語   

年輕多麼好 獨語   

我們在做什麼——中國當代

小說透視 

獨語   

看電影 獨語   

我看《馬》 獨語   

我看《情人》 獨語   

《薪傳》的重負——看台灣雲

門舞團《薪傳》 

獨語  亦收於《我讀我看》

《背叛》的採排 獨語   

上海方言劇裡的人生 獨語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現代”的概念 獨語   

我看電視 獨語   

港人彥火 我讀我看 1999.6.20 蘇州

胥口 

彥火《永恆流動的感

情》序 

殘酷的寫實——重讀《包法利

夫人》 

我讀我看 1999.7.24上海  

摹寫的精神 我讀我看 1999.8.7  

返樸歸“質”——我看淮劇

《西楚霸王》 

我讀我看 1999.8.13  

日常生活的常識 我讀我看 1999.9.27上海  

美麗 我讀我看 1999.10.4  

安娜的型 我讀我看 1999.12.19吉隆坡  

編故事 我讀我看 1999.10.29講於上海

戲劇學院戲文系 

2000.2.6.整理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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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批評——從蔣韻說起 我讀我看 2000.3.10 看《陳丹青素描集》

南音譜北調 我讀我看 2000.4.24上海  

類型的美 我讀我看 2000.5.4 上海  

人間風情恁好 我讀我看 2000.5.15上海 《徐孝魚全集》序 

老李和他的習作 我讀我看 2000.5.19上海 李倫新《上海愛情》序

吞書長大 我讀我看 2000.5.22上海 讀蔣韻《失傳的遊戲》

人物的型 我讀我看 2000.6.4北

京——上海 

 

人間疾苦——讀《鄉村診所》 我讀我看 2000.7.6 上海 讀謝宏軍《鄉村診所》

用你的矛攻你的盾 我讀我看 2000.7.28上海  

山花爛漫——平于田兒小說

《關帝廟土地廟》《石屋》 

我讀我看 2000.8.7 上海  

世俗的張愛玲 我讀我看 2000.8.15上海 香港“張愛玲與現代中文

文學”國際研討會發言。

亦收於台版《尋找上海》

我看 96—97上海作家小說 我讀我看 2000.9.22上海 96—97上海作家小說選

《女友間》序 

氣氛 我讀我看 2000.9.29  

多和少 我讀我看 2000.10.9  

眾裡尋他 我讀我看 2000.10.11  

在偏僻的地方讀書 我讀我看 2000.10.14  

讀電影 我讀我看 2000.10.21  

書中書 我讀我看 2000.10.26  

邊走邊讀 我讀我看 2000.11.19  

閱讀的心境 我讀我看 2000.12.15  

我看 98—99上海作家小說 我讀我看 2001.9.19上海 98—99上海作家小說

選《城市生活》序 

讀看日記 我讀我看 1994.11.17∼

2000.12.30 

 

“席殊”薦書 我讀我看 19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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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0.8 

尋找上海 尋找上海   

兒童玩具 尋找上海   

死生契闊，與子相悅 尋找上海   

街景 尋找上海   

夕照 尋找上海   

主人的天空 尋找上海   

上海的小說 尋找上海   

「上海味」和「北京味」 尋找上海   

城市無故事 尋找上海   

上海的吃和其他 尋找上海   

無言獨白 尋找上海   

盛開的城市 尋找上海   

《蘇青張愛玲對談記》之讀後 尋找上海 1992.9.7 節錄自〈往事重讀〉一

文。 

生活的形式 上海文學 1999.5  

自述 小說評論 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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