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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惟有民魂是值得宝
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
步。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选的《重读
抗战家书》（中华书局 2015 年 12 月出
版），就是一部铸造民魂的著作。书中封
封家书字字泣血，句句千钧，让我们在
了解波澜壮阔的抗战史的同时，更是看
到了光华四射的中华民族精神。
《重读抗战家书》收录了吉鸿昌、

赵一曼、左权、张自忠、戴安澜、彭雪枫
等 32 位抗战英烈的家书。虽然全书仅
8 万字、信 32 件，但做工精致、编选严
谨、内涵宏富。整部书以文本为中心，
一一附有作者小传、真迹，篇篇加以校
勘、标注，件件进行考据、点评，事事予
以背景梳理、交代，极翔实、朴素、完
整、清晰地呈现了文本的本来面目、文
物价值、学术意义，尤其是对 32 位英
雄在抗日战争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与
民族浴火重生中所表现出的民族精
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与诠释，既
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思想性，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了一部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
精神家园的高品质教材。

一封封浸满深情的抗战家书，一
篇篇充满钢铁气质的精神宣言，虽然
已成为“故纸堆中的记忆”，但在物质
化的今天，仍散发出耀眼的光泽，值得
推崇和学习。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军
军长郝梦龄在 1937 年 10 月 10 日忻
口会战前线致信妻子：“此次抗战乃民
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
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最后胜利，
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
我，我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致妻
书中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
牲。”面对敌人的迫害逼供，他大义凛
然：“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
宁死不屈的赵一曼在给儿子的信中写
道，“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
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
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
而牺牲的！”读到这些绵长而醇厚、饱
含骨肉亲情的话语时，我们真切地感
受到了血洒疆场的抗日将士坚贞不屈
的民族气节。

是什么让他们视死如归？是什么
让他们临危不惧？从家书中，我们看
到，“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
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理是光明
的、伟大的”，这就是为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强矢志不渝
的远大抱负和坚定信仰。正是这种强
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鲜明的民
族精神，凝聚起了全体中华儿女抵御
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这种精

神，既以中国古代文明为底色，又熔铸
有近现代社会历史的风骨。孔子的仁
义礼智信、忠孝节廉耻之道，以及孟子
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之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之说，尽与这些家书神合。最值得
赞叹的是那些共产党员，他们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为武装，以消除剥削压迫
为己任，为人民的利益而前仆后继、奋
斗牺牲，给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
的活力。

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的富余，更
需要精神的富足。尽管当年的那场战争
早已离我们远去，但那一封封充满家国
情怀的书信，在成为历史永远见证的同
时，却处处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芒。《重
读抗战家书》不仅是牢记历史，更是弘
扬民魂，弥补我们精神之“钙”。

用严肃健康的评奖推出精品力作
■陈先义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

的意见》，可以说，这是促进社会主义文

艺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一个时期

以来，文艺评奖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评奖过多过滥、奖项交叉重复、标

准不尽科学、程序不尽规范、监督机制不

尽完善等等。由此带来的精品力作少、思

想含量下滑等问题，成为制约文艺发展

的瓶颈。怎么运用文艺评奖的形式加以

引领？如何运用制度加以规范？成为摆在

文艺领域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样

一个背景下，中央有关部门推出文艺评

奖改革的意见，可以说适逢其时。

近些年来，不论文学奖也好，其它

什么艺术门类的奖项也好，可以说名目

繁多，但是，奖项虽多，能够留下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人民大众喜爱的大作力作，

实在是微乎其微。与此相反，举凡一个

奖项公布，总要伴随着群众不满意的各

类批评之声，有的批评甚或十分尖刻。

比如去年某文学奖公布后，就曾经掀起

了质疑该奖公正性的一场风波。有人

说，什么什么奖是可以花钱买的；也有

人说，因一个领导的职务身份而奖其作

品，等于是给此奖开了一份死亡证明

书；还有人说，用一些大师级人物命名

的大奖，其实与大师毫不相干，甚或是

对大师名誉的一种玷污。这些批评，有

的是极而言之，甚至有几分过激。但是，

一次颁奖，能在社会掀起一场轩然波

浪，倒确实有值得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

思考的地方。

其实，细究起来，社会对各类评奖的

权威性和公正性的质疑，由来已久，小到

一些行业部门的文艺评奖，大到各类全

国性文学奖、电影电视奖，随着评奖结果

的颁布，总要传出一些风言风语，总要伴

随一些批评之声。比如有的地方部门为

能评上某个奖项，甚至跑票拉关系，这种

现象，一次次为舆论所诟病，有的甚至闹

得沸沸扬扬。这样的一些评奖活动评出

的作品，很难有什么社会影响，更谈不上

促进文艺发展繁荣的意义。

文艺评奖，特别是全国性的大型文

艺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的宣传

导向，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从你的评奖

结果往往就可以看出你的政治导向。给

什么样的作品奖励，绝不仅仅是市场说

话，更主要的要有明确的思想标准，因

为优秀的文艺作品，传达的必然是国家

声音。有的作品虽然有相当高的收视

率、上座率和票房，却未必是我们大力

倡导的。比如，曾经被热炒的《小时代》

《甄嬛传》，以及眼下正在热播的《芈月

传》等，它们都有很高的收视率和票房，

但是它们仅仅在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

神需求上起到了以娱乐为主的作用。如

果我们把国家大奖给了这样的一种作

品，那无疑给写生活中的杯水风波、后

宫秘闻、情场轶事之类的纯市场化作品

开了绿灯。我们的银幕上荧屏上就会出

现超量的同类作品。这就是导向的作

用。近一个时期，影视界把“小鲜肉”“颜

值”当作时髦话题加以追逐，没有“小鲜

肉”之类的明星演员，作品没人愿意写，

写了没人愿意拍，拍了没人愿意播。这样

一种现象，实际上大大损害了文艺的健

康。受这种现象的影响，军队文艺也同样

大受其害。比如，有些作品打着宣传部队

写军事题材的名义，在军事文艺创作中

大量弥漫“小鲜肉”的概念和时尚话题。

正如群众所批评的，把军人形象商品化，

恐怕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的。奇怪的

是，这样一类群众诟病的作品，不仅没有

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在一些评奖活动

中屡屡获奖。

这样一类作品的获奖，其中一个重

要的理由就是收视率，就是极其可观的

经济效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像习近平

总书记批评的那样：做了市场的奴隶。作

品一旦被金钱所绑架，便注定缺少思想

的含量，更谈不上思想引领的作用。前一

个时期，本来宣传抗战题材的影视剧，出

现大量“神剧”，其根本原因就是文艺当

了市场金钱的俘虏。评奖仅仅以收视率

论高下，肯定不行。群众高尚健康的审美

趣味需要培养，而高尚的审美情趣需要

高品位的文艺作品，有品位的作品需要

有高尚追求的作家艺术家去不懈追求。

中央关于对文艺评奖进行改革的

意见，对军队文艺来说适逢其会。这些

年，军队文艺为社会曾经奉献过不少优

秀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

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毋庸置疑，郭

伯雄、徐才厚等人的错误，对军队文艺

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其中在文艺评奖中

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讲质量，不务

实际，而是一味为追求政绩搞所谓的面

子工程。甚至把文艺当作他们捞取政治

筹码的工具，他们的错误引导，又助长

了少数演艺人员追名逐利的狂热和不

良风气。这些，大大影响了高质量的文

艺作品的推出和文艺队伍的健康成长。

比如，为了在各类评奖中获奖，有的单

位的领导跑票拉票。有的为了获奖网罗

人才，甚至不惜放弃政治标准，把一些

不守纪律、素质不高的社会艺人特招入

伍。那年，那个不知国旗的所谓原生态

歌手被破格招进军队而为社会嘲笑，就

是最典型的例证。这样一些少品位缺信

仰没思想的人到了部队，只知道跑场走

穴挣外快，严重影响了军队形象，成为

社会诟病的对象。除此之外，部队文艺

评奖在国家奖项之外，也同样有文学、

戏剧、小品、书法、绘画等等多种门类。

种类交叉，项目繁多，也是一种极大的

浪费。对照中央关于文艺评奖改革的意

见，也应该毫不迟疑地加以精简，更多

地在提高质量和出精品上下功夫。

作为全国性的文艺大奖，有制度约

束，对优秀作品的推出是一种保障。此

外，评奖活动，评的不仅仅是作者的作

品，更是评委的艺术水准。这次改革对

评委结构的组成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

注重评委的权威性和代表性。评委有没

有眼光，能不能从千万件作品挑出让人

眼睛为之一亮的好作品，是最见评委功

力的地方，也在考验评委的学术良心。

有私心，投人情票，都有了相应的制度

约束。有人说，不能保证每部优秀作品

都获奖，但应尽量做到获奖作品是较高

的水准。这话听起来好听，做起来很难。

因为评委的构成和判断标准就差异不

小，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不尽相同。但

是有些人情关系和其它非学术因素是

应该避免的。比如那年因为一个领导干

部的三流诗歌获大奖被社会质疑，说白

了是社会大众对一些获奖作品质量的

不满和质疑。老实说，这位作者作品集

中的大多作品，我是读了的，要说都多

么差，都是等而下之之类，也不实事求

是，其作品大多还能说得过去，但若是

在数以万计的作品中优中选优可以堂

而皇之登上大奖宝座，分量显然不够，

甚至差距还不小。特别是读过该作者公

开发表的写给某女明星的酸溜溜的言

情诗的读者，对作者获大奖，就颇为抵

触。诚如论者所说，关键在于被奖者的

身份背景———在某市担任着领导职务。

当然，作为普通作者，谁都有参与评奖

和获奖的权利，这位领导自然不例外。

但是，正如读者所问：如果不要作者的

身份背景，如果同样作品出自山野乡民

的普通作者之手，作品能够获奖吗？恐

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回答是否定的。

然而，作者居然获奖了，而且是全国大

奖，这就不能不引起舆论的批评。

当然，作为主办单位，是否有借助领

导身份支持创作活动的另类打算，当另

作别论。问题是你的结果一旦公布，就必

须接受舆论的监督，特别是在今天这样

一个舆论环境日益透明的背景下，你的

任何私心或小动作都可能被拿到公众眼

皮底下晾一晾、晒一晒，切不可有任何的

侥幸心理。

评奖活动有制度作保证，也必须有

舆论的监督和批评，有舆论监督，无论

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是社会文明和

进步的表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回

应社会批评时说：像茅盾文学奖、鲁迅

文学奖这样重要的奖项，应该把人们的

评头论足，看作是一件极为正常不过的

事情，应该通过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积

极作用，促使评奖更科学、更公正、更具

权威性，也促使各类评奖活动朝着更健

康的方向发展。我以为，作为作协的领

导，铁凝的这个表态不仅是理智的，而

且富有前瞻的眼光。它的意义不仅适用

于文学，也适用于其它各类评奖活动。

这个道理很简单，无论是作家的创作活

动还是其它一些大的评奖活动，普通民

众作为纳税人都出力不菲，当然有权知

道和有权监督你给他们提供的是什么

样的精神产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

是对号称“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艺术家

的高标准要求，当然也是对评奖活动的

基本要求。如果把评奖变成了圈子里的

游戏，变成了哥们儿姐们儿捞取荣誉的

名利场，在获奖作品里掺杂面塞私货，

人们当然对此可以说不。

各类国家级评奖是一件严肃的事

情，老百姓对这些评奖历来抱着一种十

分敬仰的心情，因为在人们看来那是为

社会推荐最优秀的精神食粮，是一种高

尚的神圣的活动。所以，不论是作者也

好，评奖组织者也好，切莫辜负了老百

姓的一份期待和信任，切不要把各种评

奖看作圈子内的事，要时时刻刻想着社

会大众，要用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坚

守精神，去维护各类评奖的一片纯洁的

天空。

插图：刘 京

兵 味
■鲁 钊

小护士每天都分外注重言谈举
止，没有描眉画唇，绝不风摆柳腰，目
不斜视齐步行走去上班，每天都勤勤
恳恳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做好工作。小
护士对医院领导和科室主任、护士长
等人恭恭敬敬，对同事笑逐颜开，对病
号热情有加。

小护士最担心人们说她娇生惯
养，没有兵样。

可是，还有人说她没兵味儿。
这怪谁呢？就怨她有个当将军的

爸爸。
小护士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了

当将军的爸爸身上。小护士说，怨你，
要不是你肩上这颗金星，大家就不会
对我“另眼相看”了。

这不怪我呀，你身上穿的是军装，
可你身上就是缺少兵味儿呀。将军爸
爸说。

是呀，你穿着军装，是个兵，可你
没有兵味儿，还不是个战士。连参加过
抗日、解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爷爷也
插话。

是个兵，不是战士？小护士疑惑
了。净骗人，兵不就是战士，战士不就
是兵么？弄什么玄虚！小护士气得撅着
嘴走了，还正规地甩开两臂齐步走。

经历多次战争的爷爷和参加过边
境自卫还击战的爸爸都笑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打响了。这
场战役没有硝烟，不闻炮声，却有牺
牲———这是抗击一种不知名的烈性传
染病的战场。

军区为阻隔这种病毒的扩散，临
时建立了战地医院。小护士在科室里
第一个写《决心书》，到战地医院工作。
医院有支援地方的任务，小护士第一

个交《请战书》，多次找领导请战。小护
士说，我不是争强好胜，更不为立功受
奖，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作为一名军人
要率先冲上去，这是我的使命！

小护士如愿以偿。她和支援分队
战友进了地方隔离医院，每天穿着厚
厚的隔离衣和防护服，戴着双层手套、
特制加厚口罩，穿着高腰雨靴，穿梭于
被隔离治疗的传染患者之间，冒着生
命危险零距离接触，与看不到、不知名
却时刻潜伏身边的病菌恶魔搏斗。她
透过防护镜，把坚毅的信心和亲切的
微笑送给每一个患者，被大家赞为“最
美护士”。

抗染战斗初步胜利，小护士轮休
下来，执意不肯回家，她说学习到了先
进有效的防传染经验，要为医院服务，
领导只好依了她。她借鉴战地医院及
援地防染工作经验，加强对本院的传
染病区和发热门诊管理，从接诊程序、
输送过程、防治流程、病历写作、物品
摆放等诸多细微环节作了更加科学实
用的调整。

这段时间，小护士马不停蹄不知
日夜，累得一塌糊涂，回到家在将军面
前也懒得齐步走了。

可是，将军却对小护士说，你有兵
味了，还挺浓的。爷爷也赞许地点点
头：嗯，这才是个战士了。

小护士惊疑地睁大了漂亮的眼
睛，听将军打开了话匣子：战士，都有
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不怕牺牲、无所
畏惧的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血与火、
生与死的战斗中深悟其情、深入其心、
深融其意才能感知，只有真正从思想
中、骨髓里具备这种精神的兵，才能够
叫做战士！

小护士一下子明白了，理解了，领
悟了。她的胸中立时有了一种风卷雷
击热辣辣滚烫烫的感觉，一种撞击心
扉轰然作响壮怀激烈的感觉，像井冈
雄风，似赤水怒吼……

连队“传家宝”
■李晓彤 张 斌

听说新营房的荣誉室增加了新东
西，战士们都很好奇，争相观看。但老
班长们看过后，会抿然一笑心领神会，
新兵们却不明就里。老班长自然会拍
拍新兵的脑袋跟他们说，你们这些新
兵知道个啥咧。

那几件物什静静地摆在那里，看上
去与日常用品没什么两样，无非是陈旧
些，有些沧桑感。但经老班长那么一“吹
牛”，新兵们反而觉得更加神秘了！

荣誉室是记录历史彰显荣誉的地
方，物品摆进去就不仅仅是物品那么
简单了，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着深
层的含义。简单说，它们都是有故事
的，故事中包含精神，而故事被讲述，
得以流传，故事中的精神也必然得以
传递。

那么那几件物什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要说的是一只旧军用水壶。这壶
是连队第十一任指导员用过的水壶，
有六成新，壶颈处有俩坑，一浅一深，
像两个酒窝。与该指导员接触过的老
班长说，看到这俩坑就会想到指导员
的微笑。

那时候，连队演习任务繁重，经常
长途奔袭演练，又往往在野外过夜，战
士因天气炎热身上起了痱子，由于条
件有限，大家饮水保障都很困难，更谈
不上洗澡。指导员就用自己省下的一

壶壶水为战士擦洗身子。最让大家感
动的是，指导员每天都不止为一名为
战士擦洗，一直到演练结束。无疑，指
导员爱他的战士。

下面要说的是一双黑布鞋和一只
手电筒。仔细瞧瞧，那黑布鞋是软底布
鞋，手电筒是蒙上布的手电筒，它们是
很久之前一位副指导员用过的东西。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夜间查
铺时脚步声太重以及灯光太亮影响战
士们休息。这个做法逐渐被发展，现在
连队干部都准备了这样的鞋和手电
筒。无疑，副指导员爱他的战士。

最后要说的是几个本子，新兵们
有的认识，那是连队的知兵录，上面不
仅详细记录了一茬茬战士的个人情
况，而且还记录了连队班长干部对战
士们的描述和评价，可以说，是连队珍
贵的记忆。过去，由于条件不好，本子
上只有文字，现在上面不仅有文字还
有照片，那都是定格了干部战士倾心
交谈、真心互爱的感人画面。无疑，这
个连队的干部爱他们的战士。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些在连
队待得年头儿多的老班长们，见证了
连队的发展，更见证了那些美好精神
的继承。而离开连队的官兵，也成为
连队“传家宝”的传递者、践行者和捍
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