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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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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河岳，塞草黄沙。狼烟烽

火，金戈铁马。中国军事文艺具有五

千多年的历史，底蕴深厚，光辉不

减，已经深深融入到民族智慧的培育

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之中。时至今日，

重温那些古代战争题材文学经典，仍

然能够有效激发出不畏强敌、不怕牺

牲的战斗意志。新中国成立以后，军

事文艺持续绽放时代光彩。20世纪

50年代，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抗美

援朝战争，推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场大规模军事文艺创作活动。此

后，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军事文

艺始终挺立时代的潮头，引领社会风

尚。时至今天，我们打开那个时期的

文艺作品，还能清晰感受到当时的社

会气息和情绪涌动。鲁迅先生说，文

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

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当前，

我军正经历“史上最强军改”，军事

文艺工作者理应投身其中进行无愧于

时代的文艺创作；捕捉在改革强军这

一时代裂变中飞溅出的那些传递人性

光辉的火种，来点亮新时代新征程上

人们的心灵火炬。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文艺深情

关注人民军队阔步前行的足音，通过

鲜活的形象、生动的笔触、艺术的手

法，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着人民军队

的多彩生活和主流价值，旗帜鲜明地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塑造了许多闪耀着时代光芒的

军人形象。如上世纪50年代《林海

雪原》中的杨子荣，80年代《高山

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21

世纪初年《亮剑》中的李云龙、《士

兵突击》中的许三多，这些文艺形象

不仅深刻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和

情感，还远播境外成为海外受众的

“偶像”。近年来，《前卫文学》开设

“强军故事会”专栏，配合每年的全

军主题教育，以故事或小小说体裁，

用较短篇幅对军队改革转型中的典型

事迹进行文学加工、艺术再现。这些

小故事洋溢着兵情兵趣，讲出了改革

强军大道理，且短小精悍、生动鲜

活，适合基层部队生活节奏和青年官

兵阅读习惯，很受读者欢迎。作为

“史上最强军改”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讲好官兵身边的改革强军故事，

是我们这代军人和军队文艺工作者的

使命责任。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互联

网、新媒体将世界变成“地球村”，

“一带一路”战略正成为沟通世界的

纽带、桥梁。这启示我们，我军的军

事文艺不能把目标受众仅仅限定在基

层官兵这个圈子里，还要积极拓展接

受人群，谋求以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述强军故事，在世界坐标中寻求创

造，从而跨越地域、种族、肤色、文

化障碍，成为普罗大众所广泛喜爱的

智慧结晶。在创作理念上认清文化差

异，善于兼收并蓄。更多地注重人文

关怀、英雄主义、和平正义等中外文

化中具有相近性或共通性、一致性的

部分，把尊重人的生命、彰显人文关

怀、塑造丰满的英雄人物形象作为创

作的核心；在叙事内容上提高作品的

跨文化融合度。少用横向对比，尤其

不做抬高自己、贬损他人、凸显文化

差异的比照评价，而多运用纵向对

比，既介绍了历史渊源、传播了中国

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又彰显了时代

的发展进步和人民军队的崭新形象；

在传播路径上抓好“翻译”这个再加

工再创作环节。防止造成文艺作品在

“编码、解码”中的意义失落和内涵

畸变。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一定会是军事文艺繁荣发

展、走向世界的新时代。军队文化工

作者应着眼搭建开展思想文化和舆论

争锋的特殊武器、传播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特殊窗口、促进军事文化

交流互鉴的特殊使者这一目标要求，

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

的文化使命；着力打造军事文化精

品，让我军优秀的文艺作品走向世

界，促进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人

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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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擅长或感兴趣
的创作领地，有的写乡土，有的写都市；
有的写现实，有的写历史。作为军旅作
家，我最喜欢的自然是军事。军事题材
包含两大块——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
旅生活。说句实在话，这两个领域都是
硬骨头，都不好啃。

这里只谈战争题材。我小时候读
过很多革命战争题材的经典名篇，受它
们的影响，走上了创作道路。人们常
说，死亡和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
我们的父辈所经历的如此庞杂丰沛的
战争岁月，是一座很大的文学富矿。它
多层面、多角度地涵盖了这一永恒主
题，是很值得作家们去开掘的。

其实那段历史并不遥远，我们的身
边不难见到战争的亲历者。烈士陵园
埋葬的都是那段岁月的牺牲者，战役纪
念馆也陈列着彼时的战事遗存。每年
的纪念日，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
气息……几十年的历史时空，恰可以拉
开一定距离审视、发现、创造。我感觉，
这个领域的创作不仅不应被忘却，而且
值得深入开掘。尽管很难，需要冒失败
的危险；尽管有些担忧畏惧，需要去攻隘
闯关，但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作家不应
躲避，应该迎难而上，勇于投入，写出真
正配得上那个英雄时代的精品力作。

这些年我写了大约二十多篇革命
战争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还写过一部长
篇小说《芳香弥漫》，却总是不满意，不
过瘾，总感觉自己的劲儿没有真正使出
来，权当是练笔吧。而创作的冲动还是
不可遏制地再度光临。2016年春节刚
过，我打开电脑，写下了小说开头：“一
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夏天，龙
城的余家‘双喜临门’。其实是‘三喜临
门’——只是这第三喜，不便与人说。”

实际上，这部作品的构思，早在十
年前就开始了，它影影绰绰的在我脑子
里，《浪漫沧桑》这个题目，也是那时候
就有了。只是动笔之前，我仅仅粗略想

好了开头部分，三个主要人物出场：余
立贞、汪默涵和申之剑，其他人物都是
模糊的。至于现在书中所呈现的故事
走向、人物形象、事件冲突，以及大量的
细节，动笔之前是不曾考虑好的。随着
写作的进行，一些主、次要人物和场景
渐渐清晰起来，与我的写作同步生长，
最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某种意义上说，写小说主要是塑
造人物，越是写出新鲜的、令人难忘的人
物形象，越是成功的标志。我的目标就
是力求塑造几个稍微新颖一点的人物。
我想让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同的性格，每
一个人物争取都新奇夺目，不是苦情，不
要矫情，而是真性情，并且区别于前辈作
家笔下的人物。所以，作品中的余立贞
（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兰贞）、汪默涵、申
之剑、余乃谦、江山、罗金堂、龚黑柱、冷

长水、韩素君等等，读者读过之后，如果
能感觉到一点点新意，那么我就算没有
白忙活。小说家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
非常规的人物与事件。其实，革命历史
是个多棱镜，它具有无限的丰富性。我
想，历史的裂隙之处，正是文学起飞的地
方。掀起被遮蔽的历史一角，降低视点
（避免再写高大全的形象），变换视角（获
得艺术新意），秉笔直书，就可以收获一
篇与众不同的战争小说。
《浪漫沧桑》主要通过女主人公李

兰贞与汪默涵、申之剑、罗金堂、龚黑柱
这四个男人的关系展开，这是错综复杂
的一条主线。另一条线是把她一家在
战乱年代的兴衰沉浮、巨大变迁紧密地
交织在一起。通过李兰贞复杂的情感
与命运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写出
她的希望、忧伤、追求、痛楚和悲怆。

在李兰贞这个人物身上，我倾注了
大量心血。小说一开始，她为了追求浪
漫的爱情，放弃了去美国，从而一头扎
进革命阵营，阴差阳错走上一条充满荆
棘的人生道路。十几年的革命生涯，她
得到的是无尽的沧桑，心头伤痕累累，
一直受命运摆布。你可以说这是她为
革命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也可以说，这
是大时代里她坎坷命运和人生际遇的
必然结果。她美丽柔弱、天真烂漫，缺
乏心计，日常革命工作有时她不愿做，
更不像其他人那样勇敢坚定，她似乎是
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另类。她一生追求
爱，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以世俗的
眼光看，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生的失
败者。但是，她又是真善美的化身，是
爱的化身。看似她没有信仰，实则她的
爱，她对世界的爱，就是她的信仰，她对
身边的所有人都实现了超越。

浪漫、沧桑这两个词，我感觉既能
够代表战争年代人们的生命状态，也是
人生的一种普遍状态。我们总是幻想
浪漫，我们又总是遍体鳞伤；沧桑岁月，
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慨和忧伤。文
学本质上是一曲挽歌，是对过往岁月感
时伤怀的记忆。小时候因为读过那些
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数十年来总是萦
绕于我心头，这一部作品，就算是还一
个美丽而英雄的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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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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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烟柳几春秋，红船一页青史留。

铁锤砸毁旧世道，金镰开辟新锦绣。

使命牢记兴中华，初心不忘解民忧。

始简毕巨向彼岸，百年梦圆壮志酬。

南湖感怀
■陈学斌

今年西子湖畔的枫叶

稍早向人们报到它的红色

又植入了金光闪闪的思想

在朝霞的辉映下

把大地染得火红火红

我走在西子湖畔

满眼都是振奋人心的红色

它让我想到南湖的红船在破浪前行

让我看到天安门城楼上飘展的旗帜

在舞动中抒发庄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领袖掌舵 众人划桨

我们即将胜利跨入第二个一百年

沿途景色是那么耀眼

红叶啊 你浸润了中华民族的梦想

让我们的幸福绵延无际

所有预言 都融入你的红

我愿作一片红叶

燃烧在祖国的土地上

把永不变异的色彩织进新时代的图案

十月的红叶
■王贺文

军号声声，出征在即。闽南山麓，
暴雨如注。虎山脚下军营，整装待发，
气势雄伟，浩浩荡荡，长龙似的车队从
营区逶迤到了院外。这不是年度计划
性的外出演习，也不是临时性的短途拉
练，而是被称为“史上最强军改”中的成
建制大移防！

刚刚组建的第 72集团军某旅全体
官兵和装备全部打包上车，统一集中到
另一个营区，然后横跨两省，机动近八
百公里，抵达新的营区，开始书写新的
打赢篇章。

丈夫闻令“出征”，军嫂门口送行。
“一路平安”“早传捷报”……敬礼——
战车上的官兵深情地举起了右手，向老
营区庄严告别。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
曾当百万师。改革战靴落地，军人奉命
移防，无不牵动亲人，尤其是坚守“大后
方”的军嫂们。

令旅领导感动、震撼的是，面对部
队移防，丈夫远走，军嫂们没有哭哭啼
啼。不见牢骚抱怨，不向组织提要求，
个个挺身站出来支持改革、拥护改革，
处处涌动一股股清新之风，为部队减轻
了负担，化解了矛盾。我们记录其中 3
位军嫂送夫出征的故事，改革强军的军
功章里有她们的一半，她们无愧于新时
代军嫂的光荣称号。

夫君行千里，日夜心牵挂。
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个叫瞿丽闵

的军嫂，她记不清这是多少次送夫出征
了。她知道，丈夫这次出征非同往日，
而是要移防至距驻地近八百公里外的
新营区。本来过去每天就难得与丈夫
见上一面，这意味着以后相聚见面的机
会更少了。

2011年 11月，瞿丽闵和丈夫领了
结婚证，可还没来得及举办婚礼，丈
夫韩丽宏就要赶回部队。那时，自身
条件很好的瞿丽闵读研刚结束，追求
她的人也很多，但她毅然决定与韩丽
宏结婚。因为她认定这位军人，最值
得自己托付一生。

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
离。婚礼未办成，丈夫要归队，瞿丽闵
心中自然有些不舍，但她深知丈夫肩
上的重担和责任。丈夫出门时，她不
但没有流泪，反而微笑从容送丈夫出
征。自从当军嫂的那一天起，她就收
起了小女子的矫情和依赖，毅然选择
了坚强，选择了理解，选择了当一名合
格的军嫂。为让丈夫安心部队工作，
瞿丽闵特意来到韩丽宏驻地的大学应

聘。尽管遇到不少困难，但在紧要关
头，丈夫所在单位领导亲自出面，让她
得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令她对
组织无限的感激。

韩丽宏当连长以后，整日忙得像个
陀螺。好几次，婚礼因临时任务冲突而
推迟，每次瞿丽闵都选择了理解，微笑
送丈夫“出征”。有什么办法呢？埋怨
和牢骚都是徒劳的，因为自己是军嫂，
也带个军字，就应比常人更高姿态面
对。自觉舍去小家，闻令催夫出征，让
他安心去练兵打仗。直到结婚 3年多，
他们才举行婚礼。她常说：嫁给军人，
自己就是“半个兵”，一切以丈夫的工作
为重，以部队打赢事业为重，不然就有
愧于军嫂这个光荣称号。

前年，韩丽宏带连队出征演习场，
连队有个战士住院无人照顾。为让丈
夫和连队官兵安心完成任务，瞿丽闵主
动承担起陪护责任。那些天，她忙完工
作就奔医院，悉心照顾这个战士。半个
月后，参加演习回来的韩丽宏看到爱人
瘦了一圈，这个硬汉抱着妻子流下了感
激的泪水。

去年底，小两口迎来爱情结晶——
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他们买了套
房子，准备在驻地安家。原本以为可以
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了，谁知丈夫要随部
队移防到更远的地方。他们的小家刚
安顿好，就要分开了。获知丈夫移防消
息的那天夜里，瞿丽闵想了许多，部队
改革移防，为的是焕发出新的战斗力。
所谓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丈夫这样的军
人无私的奉献，同样也离不开千千万万
个军嫂默默的支持和理解。第二天，瞿
丽闵主动打电话安慰韩丽宏：老公，部
队移防是改革大事，我全力支持你，不
用担心我和孩子。你跟部队走，我跟你
走；你移防到哪里，我就陪你到哪，就将
家安在哪。就是到了天边边，我都不会
打退堂鼓，一定给你营造个稳固的“大
后方”。

每天清晨，踩着晨曦，迎着
朝阳，旅炮兵营某连指导员王鑫

坤的妻子郑志燕骑着电动车，将 3岁多
的儿子送到 5公里外的幼儿园后，就来
到自己开的服装店里忙碌起来。

忆你当初，惜我不去；伤我如今，留
你不住。走得最快最急的是最美的时
光。三口之家团圆幸福的日子，随着丈
夫王鑫坤的移防戛然而止。那些日子，
丈夫王鑫坤怕妻子接受不了，时常抽空
回去看看。意外发现妻子既没伤感，也

没埋怨，反而平静地开始张罗将店面清
仓，以便尽快转让出去。因为她也决计
随丈夫“移防”。

这家店，郑志燕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那年她辞掉了高薪的白领工作来
到丈夫身边，只求能离他近一点相互有
个照应。为不让丈夫分心，她一个人忙
里忙外，张罗开了一家服装店。为打理
好这家店，她把不到 2岁的儿子送到了
附近的幼儿园上“小小班”。在她的努
力下，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如
今，这苦心经营的店面只得无奈地放
弃，着实挺舍不得，但是为了不让丈夫
为难分心，她一点也没犹豫。

天色渐暗，郑志燕像往常一样骑着
电动车，带着儿子回家。他们的家安在
连队家属房——不到 20 平方米的单
间。前年，王鑫坤任指导员后，为妻子
办理了随军手续，一家三口就挤在这条
件简陋的小房间。

本来前年单位连职干部新家属房
项目已获批准，按计划不到半年就可以
住进 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如今改革
来临，建设项目中止，住新房的愿望落
空了。虽然家属房离连队只有 200米，
但王鑫坤经常回不去，郑志燕一个人做
家务、带孩子，从未有怨言。但让她为
难的是孩子每天晚上想爸爸，只能让他
在睡前通过手机和爸爸视频聊聊天，打
打电话。

驻地买房、生二孩、盘更大的店
面……郑志燕的人生规划陡然被打乱
了，但最为纠结的还是她的父母。父母
对外孙疼爱有加，几天没见就会念叨着
要见外孙。部队离自己的家只有 10多
公里，只要想回家，随时可以带着孩子
去看望父母。得知女儿一家要远走他
乡，往后一年也很难回次家，郑志燕的
父母有些难舍——谁不想自己的子女
留在身边呢？况且外孙还小，离开四季
温暖宜人的闽南能适应么？

都将泪作梅黄雨，尽把情为柳絮
风。每个家庭都期望阖家团圆，可军
人的家庭总是难以如愿，甚至需要做
出巨大的牺牲。郑志燕深知“小家”
与“大家”的比重，深深理解部队改
革之大事，移防之重要。最终，她做
通了父母的工作，将苦心经营了两年
的服装店低价盘了出去，积极支持丈
夫出征。

如今，郑志燕已随丈夫“移防”至新
驻地，又给他营造出了一个温暖的“大
后方”。

万里关山万里愁，一般心
事一般忧。在家属区送行的人

群中，站着第 175 医院的护士张雅
平。

3年前，张雅平经人介绍，认识这个
旅四营连长盖文清。经过一年多的相
识相恋，最终准备携手步入婚姻的殿
堂。婚礼前夜，盖连长突然接到连队电
话，部队即将参加重大演习，速归。新
郎缺席婚礼，这个婚咋结？张雅平心里
似打翻个五味瓶，真不知是啥滋味，过
去在影视剧中见过的事情，偏偏自己也
碰上了。她尽管很难过，但想想军人职
业之特殊，最后还是理解了盖文清。她
将婚礼推迟，将委屈收起来，将泪水擦
干净，向家人和亲友解释清楚，微笑着
送夫归队。

作为在部队医院工作多年的护
士，张雅平常说自己就是个“兵”。平
时服务对象是军人，她更知服从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结婚后，张雅平对待
盖连长部队上的事从不含糊，坚决支
持。去年 10月，孩子降生给他们小家
庭增添欢笑和快乐。张雅平一边照顾
嗷嗷待哺的宝宝，一边照顾身患肺癌
的母亲。丈夫一年到头也没回家几
天，可她从未埋怨过丈夫顾家少。过
去，部队离家不远，有急事还是能回
来照应。如今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往
后更是指望不上了。

丈夫特意回来，想做做家人的工
作，当他看到卧病在床的岳母，还有
不满周岁的孩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
去。“妈，文清今天回来是想告诉您，
他要随部队移防至 800多公里远的新营
区。”张雅平见丈夫为难，就主动向母
亲解释，“不过您放心，他尽管随部队
走，有我在不用怕，我会照顾好您和
这个家的。”妻子话落，盖文清双眼都
湿润了……

单位的同事得知丈夫移防的消息
后，都为她担心。而张雅平却说：“既然
选择了军人当丈夫，就应理解他的职业
的特殊性，不折不扣支持他的事业，支
持部队改革大计。何况自己也是个
‘兵’，关键时刻更要为他分忧。他服从
大局，我不能拖后腿。夫走妇随，他在
那边安顿好了，条件成熟，我就随军过
去陪伴他。”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盖连长被爱人的举动深深感动，全
身心投入到打赢中，一身轻松迈上了改
革强军的新征程。

送夫出征
■李根萍 曾 涛 陈 拓

锚地（中国画）
吴建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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