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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观象

军旅文学如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
随着时代语境的更迭在不同时期衍化为
不同的面貌，这是军旅文学中“变”的一
面，也是必然的。“不变”的地方则在于军
旅文学比任何其他文学都更与国家、民
族这样的宏大意象紧密贴合在一起，它
始终没有放弃尝试运用各种艺术方式打
造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学形象。

这种执着正是军旅文学魂之所系，
却也曾让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遭
受冷遇，始终徘徊在所谓“文学主潮”的
边缘地带。但也因此，军旅文学得以在
新时期以来文坛广泛接受西方文学思
潮的背景下，屹立不倒地呈现出某些基
本精神特质，以她特有的光芒照亮和装
点了这个时代祖国的万里江山。

开新局：彰显文化自信

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
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
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
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
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
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现象产生
的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家们在市场经济的
裹挟下不免浮躁，无法沉下心十年磨一
剑地打磨精品。

然而，与文艺界浮躁现象相对应的一
个事实是，军旅老作家始终坚守在文学阵
地默默耕耘，有着“打持久战”的充分耐心
和毅力，并在关键时
刻亮剑，成为支撑军
旅文学格局的重要力
量。最能充分说明这
点的是：在并不乐观的
文学大生态环境中，军
旅作家继在2010年鲁
迅文学奖评奖中“摘金
夺银”之后，2014年，又
有马晓丽的短篇小说
《俄罗斯陆军腰带》、徐
怀中的非虚构长篇《底
色》、黄传会的长篇纪
实文学《中国新生代农
民工》、贺捷生的散文
集《父亲的雪山，母亲
的草地》、侯健飞的长
篇散文《回鹿山》等5部
作品联袂获奖，其中
《俄罗斯陆军腰带》和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又分列短篇小说和报
告文学类榜首。在刚
刚揭晓的“五个一工
程”评选中，军队作家
的一部长篇小说、两部
报告文学再次入选。

这一事实显示出
军旅老作家们某种共有的精神特质。其
一是老而弥坚、矢志不渝的拼搏和耐
力。两次获奖者的军队作家平均年龄分
别是 63.5岁和 67.2岁，都可算是获奖作
者中的老前辈了。令人喟叹之处正在于
此。我们不得不惊异于老一辈军旅作家
的定力与后劲。他们能如此水深流静，
笔耕不辍而宝刀不老，频频收获佳绩，确
实让人感佩。这既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底
气，更是军旅作家的精神。其二是对军
旅文学精神内核的坚守，坚持主旋律的
文学表达。老作家们对于文学的执念终
于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地位，这些作品的
特质与军旅文学的核心品性两相契合，
且具有饱满的内在张力，作家个人的文
学修养与军旅情结共同内化为打动人心
的文字。文字背后，是作家们对军旅文
学的执着定力与对本民族优秀传统（也
即中国文脉传统）超乎寻常的文化自信。

写新章：深描精神底色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这两句著名

的诗句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视之
为漫长的历史时间段内中华民族集体诉
求的一个隐喻，充斥着凝重、热烈而蓬勃
的情绪。苦难如同纽带，尤其能把中华
大地上的普通百姓们紧密联结在一起，
以对抗长期的外敌侵略和民族压迫。

人类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深刻眷恋，
而土地的意象又和家园、国家的概念密
不可分，这也是为什么小到个人、家庭，
大到民族、国家，都对外来入侵者誓死
抵抗。捍卫领土主权是每个人、每个家
庭乃至社会团体、民族族群的本能。家
国同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基本认知，
由此相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是军旅文
学不变的精神底色。

由于时代使命的召唤和军旅作家
职责所在，每逢重要纪念节点，一批带
有浓厚民族情结的战争文学就会应运
而生。徐怀中的非虚构长篇《底色》复
活了一段跨国界的战争历史。王树增
的三卷本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创
作周期长达 8年之久，是作家继《朝鲜
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之后的又一力
作。余戈的滇西抗战三部曲《1944：松
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1944：
龙陵会战》视角独特，叙事新颖，在打捞
深挖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催热了“微观
战史”这一独具魅力的文体。

在当前时代语境下回望历史，作
家们切入战争的角度正在发生转变，
胸襟更为宽广，格局也更加开阔，《抗
日战争》以及彭荆风的长篇纪实文学
《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

印》、党益民的长篇小说《雪祭》都显示
出正视历史真实的可贵的写作伦理。
《雪祭》与《抗日战争》同在 2017年获得
“五个一工程”奖。《雪祭》深切缅怀在
历史战争和祖国建设中献出生命和青
春的先辈英烈，感情真挚而内心强大，
彰显出大国气象应有的文学风范和文
化自信。

社会细胞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家庭，
当战争这种剧烈的人类运动形式开始
时，免不了会导致家庭分裂、亲人离
散。军人的牺牲并不只发生在战场，家
园破碎对人的打击和伤害会持续到战
后乃至永远。在正面战场之外，一些作
家从人性的维度思考，意识到战争后遗
症对人的戕害，这是爱国主义之于文学
的另一种表达。朱秀海是这方面意识
觉醒最早的作家。从《痴情》《穿越死
亡》到《音乐会》，他在持续的思考和掘
进中不断发掘出更深层的审美和哲学
意义。类似的作品还有黃国荣的长篇
小说《碑》，它力图在朱秀海开辟的道路
上再进一步。

与从国家角度出发，考量大背景中

小家庭的变革不同，另有些作品则从本
位的家庭角度出发，以小的视角去探究
大环境中的战争。从小处着眼，围绕一
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去驾驭大的战争事
件，也是近年来作家们触及战争题材时
惯常切入的角度，其中不乏佳作。张鹰
的长篇小说《此岸彼岸》用悲悯的笔调
写尽了一个女人令人扼腕的一生，小说
情感饱满热烈而又不失精巧，是近年战
争小说的佳作。由此可见，军旅作家们
敢于担当，始终在尝试以不同的艺术形
式回应国家这一关乎每个中国人命运
的严肃主题。

出新人：创新文体自觉

文学在更新，作家在换代，文学的
“新质”往往在代际的更迭间发生。以
李亚、王凯、西元、王棵、裴指海、卢一
萍、朱旻鸢、王甜、曾皓、曾剑、李骏等人
为代表的军旅作家“新生代”，自新世纪
以来浮出水面，逐渐成为了军旅文学的
希望和未来。

他们在文学审美上聚焦小人物的
生存感受，倾力展示人物身处大环境之
中的生命情状，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文学
性建构。“新生代”的创作集中体现在两
个领域。首先他们大多数有着扎实的
基层部队生活经验，各自从熟稔的军旅
生活出发，营构属于自己的一方“营
盘”。“新生代”有着本体性的、独特的、
异质性的审美体验，他们的军营作品揭
示了当代官兵面对社会的急速变化所

遭受的各种尴尬
的精神处境。然
而在这些或戏谑
或无奈的文字背
后，始终激荡着一
股独属于军旅品
格的浩然之气。

然而，当“新
生代”所描摹和绘
制的“军营现实”
进入到一种过于
私语化的境地而
无法寻求突破时，
他们描绘的军旅
生活的面目就显
得 稍 显 狭 窄 了 。
近几年，在完成了
最初的对军营生
活的回顾之后，部
分“新生代”作家
主动突围，在更为
广阔的军旅文学
土壤之中寻觅新
的写作资源，他们
的新作显示出主
动向爱国主义和
英雄主义等军旅
核心价值的积极

靠拢，并从中引发出独特的思考。西元
是军旅文坛的一匹“黑马”，他的小说不
多，但出手不凡，多篇小说被《中篇小说
选刊》等重要刊物转载，无论是《死亡重
奏》还是《Z日》，里面都嵌入作家对武
人精神、战争与和平的形而上思索，用
一种大悲悯情怀来完成对战争的自我
想象和叙述；裴指海在一系列战争题材
的写作之后，也开始思考战争后遗症对
人的戕害，他的短篇小说《士兵与蚯蚓》
篇幅虽短，意蕴却深远，同样涉及到战
争后遗症的主题。2017年 8月，由朱向
前主编的“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
书”出版，倾情向建军 90周年献礼。丛
书作者涵盖了“新生代”中的中坚力量，
展现青年军旅作家的创作风貌，讴歌和
平年代军人坚守平凡又无坚不摧的精
神品质。

由此可观，军旅文学的表征随着
时代发展有所变化，但基本母体是不
变的，而军旅作家当下最需要做的，是
要以新的历史视角来审视时代，以更
为广阔和多样的艺术形式让军旅文学
焕发新的生机。对于文学来说，当下
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军旅作家需
要随时更新生活经验，一方面加深对
历史的认知，在对党史、国史、军史的
深入研究、挖掘和艺术创作中增强自
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另一方面
也要在新时代中觅新题、写新章，深入
生活以丰富感受，从而更好地回应伟
大时代的丰厚馈赠。

拥抱伟大时代
■朱向前 徐艺嘉

记者：作为现场聆听过习主席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军队作家代表，

对于习主席的系列重要讲话您有着怎样

深切的感悟？三年来，您自身的创作是

否也有一些新突破、新变化？

王树增：能在现场聆听习主席的讲
话，确实是莫大的荣耀。当时，我正在潜
心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抗日战争》，
习主席讲话中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诠
释，指明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给我的
创作注入了极大的精神动力。因为抗日
战争正是近代以来面对外来侵略，中华
民族的一次全民惊醒、全民动员、全民不
屈与全民抵抗。这部作品的写作是我秉
承为人民而写作宗旨的一次具体实践。

徐贵祥：对此我也有同感。三年来，
习主席的讲话一直激励、启发着我、引导
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探索前进。这期
间，我创作的长篇小说《对阵》、中篇小说
《盛宴》《好一朵茉莉花》《鲜花岭上鲜花
开》等作品，在思想、主题、形式等方面，
较之过去，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更客
观了，更接地气了，更有典型性了，更有
真实性了，也更有可读性了。

记者：军旅文学作为当代文学重镇，

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甚至引领社会风

尚。您觉得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和强

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军旅文学应有怎

样新的定位和作为？

王树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在文
学成就、文学品格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
等诸方面，军旅文学都有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地位。改革强军是新的时代召唤，
军旅作家应该努力成为一名为时代精神
高奏进行曲的号手。

徐贵祥：站在新的起点上，我认为军
旅文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依然是深入生活
的问题。未来战争的目的、手段、模式，对
于多数军队作家来说，都是陌生的领域，
这就需要我们扑下身子，到边海防一线
去，到高科技前沿去，到军事斗争准备的
一线去。只有迅速融入新的语境，才能创
作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军旅文学特点的作
品。其次要在思想深度上有新的开掘：从
故事到情感，从情感到人性，从人性到灵
魂，概括起来，就是叙事、抒情、见性、显
灵。再次是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军旅文学要在主题创意、素材开掘、视角
变换、语言冶炼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风
格。只有纯熟的技术，才可以支撑精湛的
艺术。

记者：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

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歌唱祖国、礼

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也是最动人的篇章。”作为英雄叙事的主

力军，军旅文学如何更加深刻有力地弘

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徐贵祥：我认为，一是加强养德修
艺，树立高尚的、纯粹的艺术品格，争当

一个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英雄负
责的作家；二是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
近军营，既要深挖中国革命战争创造的
精神瑰宝，也要融入当代军营火热生活
的语境，从历史和现实中擦亮英雄精神，
领悟革命真谛；三是厚积薄发，加强艺术
积累，学习经典，洞悉艺术创新的奥秘，
使自己的作品走向引人入胜、动人心弦、
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高度。

王树增：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人
类最崇高的情感之一。狭义而言，这个
情感始终是中国军旅文学的精神主调；
广义而言，这个情感也是人类文学史上
不朽经典的精神主调。在文化多元化的

今天，对这种精神主调的强调与弘扬，显
得更为至关重要。军旅作家只有在逐利
的漩涡中独善其身，在多元的价值观中
神清气定，才有可能不辜负时代精神主
调主唱者的光荣角色。

记者：近五年来，军旅作家聚焦强军

目标，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您认为在

由“高原”向“高峰”勇毅攀登的过程中，

军旅作家应该在哪些向度上持续发力？

徐贵祥：一是要向高处看齐。以抗
战叙事为例，我们不能仅仅站在一个阶
级、一支军队，甚至也不能仅仅站在一个
民族的立场上来看待战争历史，应该站
在全人类的高度去回眸、俯瞰、比较、分
析那场战争，去发现具有人类共性的问
题，探究人性深处的问题，使军旅文学得
到更多的认同和关注，更具覆盖性。二
是要向深处开掘。同样以中国革命战争
为例，我们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不乏优秀
的作品，但是总体看，所谓创新和突破，
还局限在很小的层面。要解决这个问
题，首先要把人当人，不能忽视人的复杂
性。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要写得
血肉丰满，不能仅仅把他们作为符号。

王树增：的确，高远和深刻其实并不
矛盾。军旅作家在精神上要与时代同
步，在文学境界上要有大格局，在文学视
野上要见大风云，在文学精神上要有大
气象。热衷于“自我表现与宣泄”的作
品，终走不出目光所及的方寸之间；迷恋
于“小众情调与趣味”的作品，终躲不过
门庭冷落的孤独境地。只有把个体命运
和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可能
聚积起平地凸起的艺术力量，成就“高
峰”之作。

记者：扎实深入军旅生活，真情贴近

基层官兵，是军旅作家代代承袭的光荣

传统。面对军队凤凰涅槃般的改革重

塑，军旅文学应该如何书写改革强军的

新鲜经验、塑造“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形象？

王树增：军旅作家首先是军人，远离
了军营和队列，官兵们会不认你这位“弟
兄”；军旅文学的源泉，是产生于军营和
队列中新鲜的军旅生活。只有与当代官
兵苦乐同当，官兵们才会为有你这个战
友感到自豪。

徐贵祥：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对于
军人的情感、生活状态、价值取向等等，
势必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给军旅文
学创作带来新的课题。因此，研究世界
军事格局，探讨未来战争模式，把握新型
战争中人的情感命运、行为方式、心理结
构，将是军队作家必须尽快补上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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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强

这五年·军旅文学新气象

画外音

迷彩跃动，青春欢畅。蓝天黄土之

间，振奋人心的讯息被单音节的声浪一

遍遍复述。改革的步伐写下铿锵之韵，

强军的节奏铸就旋律如钢。我们的血

脉传承着祖国母亲阳光自信的基因，我

们的笑容映照着这支部队阵痛后的新

生，描摹着战友们整装再出发的夺目神

采。摸爬滚打，寒来暑往，我们用辛勤

与智慧擦亮先辈的殊勋，激扬克敌制胜

的血性。军装泛白，汗渍常新，我们常

常这样在熟悉的版图上勾勒祖国的山

川，写下对城市和村庄的思念。当那一

天真的来临，每一个善良的族群都会知

晓我们对和平的珍爱，每一片云彩都会

守望我们奔赴前方的身影，每一棵草木

都会铭记我们与凯旋的盟约。因为沸

腾的军营有迷彩方阵，因为改革强军与

我们同行。 （雷从俊）

悦（油画） 单留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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