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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晓音同志编著的纪念建
军 90周年诗书集中，收录了萧劲光大将
《八五抒怀》一诗，不禁让我回忆起 20多
年前的一段往事。

萧老的《八五抒怀》全诗如下：

八十五岁不等闲，

春光依旧在眼前。

堪笑白发似瑞雪，

常怀丹心祝丰年。

阅世已阅险中险，

识人又识天外天。

几番潮涌心底事，

犹自神驰浪里船。

20年前看到萧老这首诗，当即被蕴
含其中的乐观豪迈与练达睿智所吸引，
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
则刚的高风亮节让我震撼。20年后再读
这首诗，更觉得意境高远，哲理深刻，耐
人寻味。

萧劲光大将思想活跃、感情丰富，
通音律，精乐器，能歌善舞。政治生涯的
跌宕起伏，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都在
他心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解读萧诗内
涵，大将之风跃然纸上。曾经两次身处
逆境仍不坠青云之志，更没有松懈为党
为军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精神，85岁

时仍然乐观豁达，心潮逐浪，为神州大
地春光无限而深情吟咏。“阅世已阅险
中险，识人又识天外天”两句，既是他叱
咤风云、出生入死经历的真实写照，又
是他身处逆境、感受世态炎凉的高度概
括，读来使人不由得想到元稹“曾经沧
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当
然，两者的政治抱负、人生阅历和价值
取向不可同日而语。即使用唐王李世民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诗句形容
萧劲光大将对革命的忠贞，也有过之而
无不及。

20年前，我之所以能读到萧劲光大
将这首抒怀诗，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
会。

1996年冬，原北疆军区副政委葛明
旺将军在 301医院查体。葛明旺是 12岁
从安徽金寨参加红军的长征战士，又是
我在新疆军区当秘书时的司令部办公
室主任，离休后在乌鲁木齐一家干休所
定居。得知老首长住院，我当天下午即
赶到 301探视。交谈中老首长告诉我，现
在老同志很重视自我保健，这本来是件
好事，但有人保过了头，把积蓄大都花
在买保健品上，结果收效的不多，上当
的不少，有几个人还为花钱买保健品搞
得儿女反目，家庭不和。我听后甚为感
慨，便同老首长聊起离退休干部如何安
度晚年的问题。

我们两个都认为，生老病死是自
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离退休后，不
能当等钱等吃等病等死的“四等”干
部，也不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还
是要放得下过去，看得惯现在，寄希望

于未来。临别时老首长问我，北京老同
志有什么养生保健方面的好经验，我
一时回答不上来，便把自己平时琢磨
的六句顺口溜说给老首长听，老首长
听完连声说好。这六句话是：“心底宽
厚，遇事莫怒。少荤多素，坚持走路。劳
逸适度，不胖不瘦。”应老首长的要求，
我答应把这几句顺口溜请书法家卢中
南同志写出来给他寄去。同时建议他
请谭友林政委把曹操的《龟虽寿》写成
条幅，悬于厅堂，慢慢从中体味曹孟德
的旷达人生和暮年胸襟。

1997年底，我结束西沙永兴岛部队
调研工作返京，于元旦前探望我的另一
位老首长——原兰州军区政委、开国将
军谭友林，表达对老首长的敬意并期望
他健康长寿。那一年老将军虽八十又
二，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声如洪钟，
对西沙群岛的防卫设施十分关心，希望
把西沙群岛建设成保卫南海的桥头堡。
我就所了解的情况向首长作了简要汇
报，随后老首长说，葛明旺同志把他书
写的《龟虽寿》拿回去后，又有几个老同
志打电话也向他要这幅字。

谭友林先后在乌鲁木齐军区和兰
州军区担任过政委，1985年百万大裁军
卸职回京，一直随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
森先生练习书法。经过十多年的研修，
在勤奋与悟性的催化下，隶书已自成一
家。临池挥毫酣畅淋漓，纸上走笔气韵
流畅，而 60年戎马生涯的豪气血性又于
不知不觉中灌注毫端，使谭友林将军的
隶书笔力苍劲，风格雄健，登门求墨者
络绎不绝。

谭老快人快语，不等我开口，便指
着家里的一个海龟标本说，千年的王八
万年的鳖，连曹操也知道“神龟虽寿，犹
有竟时”，看来老同志还得向曹操学习
呢！世上哪里有“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的人。我们倒是应该像曹操那样“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在养生保健上过多地花钱花精力不见
得能长寿。

我接过老将军的话说，曹操虽然只
活了 66岁，但其治军主政皆能，文韬武
略兼备，不仅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而且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连鲁迅也褒其为
“改造文章的祖师”。老首长一边点头同
意我的看法，一边打开旁边的书柜，从
隔板上取出一幅卷轴展现在书案上让
我欣赏。我蓦然一看，是谭友林将军敬
录的萧劲光大将的《八五抒怀》。看着看
着不由得读出声来。

谭政委见我对萧劲光大将这首诗
十分喜爱，神情黯然地说：萧老过完 85
岁生日不长时间发病住院，我去医院探
视时，他向我说到这首诗，我回来后经
常默诵默写，这是我自己觉得写得最好
的一幅，你拿回去作个留念吧！我双手
接过卷轴，深感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一
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回到办公室，我专门查阅了萧劲光
大将的详细资料，这才对萧老《八五抒
怀》的诗意有了新的理解。2006年 5月，
谭友林将军以 92岁高龄辞世，我相信老
首长也是萧劲光大将抒怀诗的受益者
吧！

诗中自有大将风
——萧劲光《八五抒怀》读后

■屈全绳

我与高明相识并引为挚友，基于许多
人生际会——如我们都出生于红色沂蒙
首府临沂，都从沂蒙故乡参军入伍，都长
期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等，但根本在于对
他人格、文品的认同。高明在部队当过放
映队长、组织股长和教导员，转业后又长
期担任地方市委宣传部门的领导，多经
历、多任职和多才能赋予高明绚丽多彩的
人生符号。但他更是一个歌者，是用一支
支情歌向你诉说心中所爱的歌者，是新时
代讴歌礼赞沂蒙的一个领唱者。

高明是沂蒙的子息。他爱沂水，爱
蒙山，爱这方生他养他的山水。他出版
的《沂蒙山的回响》《回望沂蒙》《沂蒙采
风》等著作，发表的《临沂赋》《临沂建城
记》等作品，创作的《家在沂蒙山》《锦绣
沂蒙》等 30多首歌词，都是歌唱沂蒙的
美文佳作，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那
不舍昼夜地奔涌、洋溢着期盼和梦想的
沂水母亲河，那天际间燃起生命音符、充
满着激情和挑战的新年焰火，那悠悠
沉思的孝河怀古，那亦真亦幻的雪夜
思亲……高明笔下的文字强烈地表现
出他对故乡魂牵梦萦的情愫。他为沂蒙
的鼓与呼、赞与颂、歌与唱，用生命对沂
蒙的每一次深情凝望，都是一曲能把沂
蒙红燃烧成火的炽热。

高明对沂水蒙山诉说的情歌里流淌
着对沂蒙人民的长长咏哦。他爱沂水蒙
山，爱这方生他养他的土地，更爱在这方
土地上创造历史、书写辉煌的父老乡亲。
他为父兄树碑，为姐妹立传，为沂蒙游子
增光，为沂蒙骄子炫彩，为沂蒙文化继以
往，为沂蒙精神开未来。渊子崖抗日军民
的悲壮浴血，新时代临沂市民的文明风
情，开元老总的文化自觉，保洁员小王的
善行义举……对沂蒙百姓的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和美美与共，高明总是以其深厚的
才情和敏锐，长年累月地去发掘，人们通
过他的娓娓诉说，看到了沂蒙普通人的伟
大、寻常事的圣洁、成功后的不变初心。

高明为沂蒙和沂蒙乡亲放歌,也为那
些走进沂蒙、热爱沂蒙的人们放歌。在
他为这个群体立照、存记、述辉煌的诉说
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将帅、学
者教授、外交俊杰、著名艺术工作者等各
方各界人士与沂蒙的缘，对沂蒙的情，给
沂蒙的无私奉献和美好祝福，悄然拨动
着千万沂蒙儿女的心弦，成为他们弥足
珍贵的集体记忆。谁不说，高明那一曲
曲情深意长的诉说织就了今天一条条大
美沂蒙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心灵纽带呢？

高明是沂蒙赤子也是沂蒙好兵。从
军报国的年华使他的生命里融入了革命
军人的基因，历史里有了一辈子都不后悔
的骄傲。一如他爱沂蒙、爱沂蒙乡亲，高
明也爱军队、爱战友、爱自己因之青春多
彩的军旅人生，他的情歌里始终激荡着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铿锵旋律。千里西
北雪原野营拉练的猎猎红旗，英雄连战友
沂蒙聚首的激情壮怀，那年放电影、看电
影的军营记忆，追念老首长甘洒热血写春
秋的心潮澎湃……15年的军旅岁月不时
从高明的心底汩汩涌来，在他的笔下流光

溢彩，在他的诉说中情满天涯。
高明爱沂蒙、歌沂蒙、赞沂蒙，浓浓的

沂蒙情中屹立着不朽的沂蒙魂，辉耀着真
理穿越历史拥抱未来的沂蒙之光。那些
如诗如画、如痴如醉的歌唱里，有沂蒙的
高粱红，有沂蒙的谷子香，有沂蒙的青山
绿水花海柳浪，更有太阳普照沂蒙河山的
万丈光华。那些蕴含史鉴哲思、启人心智
的诉说中，有王羲之，有颜真卿，有诸葛
亮，有沂蒙传统文化的星光灿烂照古今，
更有沂蒙母亲，有沂蒙红嫂，有沂蒙六姐
妹，有沂蒙的革命风雷感天动地泣鬼神。
千古文章,思想为魂。正是那些人生的沉
思感悟，历史的大道启迪，以及对生活理
想和生命追求的直抒胸臆，使高明的沂蒙
之爱从情感的表面进入思想的肌质，具有
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到临沂考察
时曾饱含深情地指出：“山东是革命老
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
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
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
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
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
大。”高明生长在用小车把革命胜利推过
长江，推向全中国的沂蒙山，生长在与沂
蒙人民肝胆相照铸就沂蒙精神、为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立下不朽功勋的人民军
队，这些都决定了高明的爱是大爱，情是
大情，歌是大歌。这也是高明文思泉涌、
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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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义虎的长篇小说《天蓝蓝海蓝蓝》
（长征出版社）是一部描写海军水兵生活
的作品，近30万字。小说以时间为轴，讲
述的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立志献
身海军，从学生官一步一步奋斗到将军
的励志故事。故事以人物工作、生活和几
个家庭为线索交替演进，以主人公宋南
声的成长经历和恋爱婚姻为主线，将众
多人物融入历史洪流之中，折射出海军
官兵戍守蓝色国门的心路历程。作者运
用写实手法，全景式描述了宋南声色彩
斑斓的军旅人生，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主
人公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

宋南声的军旅人生不乏精彩之笔。
从当兵体检到守岛考军校，虽然最终都
能如愿以偿，但却充满悬念和变数。宋南
声瞄准人生目标稳扎稳打，经过多年奋
斗，终于走上一支重要部队的主官岗位。
身后有千军万马、肩头有千斤重担的宋
南声，一次次完成急难险重的任务，经受
住了各种考验和诱惑，无愧于自己多姿
多彩的军旅生涯。小说着力描写了水兵
海上不同寻常的艰苦生活，大忠大爱的
家国情怀，有别常人的牺牲奉献。虽然截
取的是那一段特定的历史画面，但小说
以人物为主线，用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
光芒，让人切身感受到一代海军官兵的
追求与奋斗，是一部记载当代海军发展
光辉历程的编年史，一曲反映海军官兵
喜怒哀乐、雄浑而厚重的蓝色交响乐。

主人公宋南声作为农家子弟，性格
中的坚韧执着是小说的主题表达。他勇
于改变人生命运的坚韧执着是形成他

个性品格的基因。当兵、上军校、守岛建
岛、出国进修、到一线部队服役，然后在
参谋长集训中脱颖而出，一步一个脚印
走稳军旅人生路。宋南声的成长进步并
没有，也不可能有事先预设的人生规
划，而是通过人物性格的作用，对应于
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形成“机会永
远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这样的结果。小
说通过一个个事件和一系列的细节描
写，着力体现宋南声面对困难时的坚
韧，面对得失时的淡定，面对责任时的
担当。

与生俱来的责任感是主人公宋南
声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也是他不断
进取而取得成功的动力和保证。与恋
人小珍的一再错过让他长期无法释
怀。同一时期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但
很多人都会选择逃之夭夭。宋南声千
辛万苦找到小珍，小珍已为人妇，而他
对小珍母女却始终坚守着一份牢不可
破的责任。小说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陈
晚秋，个性鲜明却又似曾相识，让我们
看到了那一时期军人家庭子女成长的
影子，她们在父母的娇宠下长大，敢爱
敢恨敢作敢为，为了爱情，她们像飞蛾
扑火一般，不计利害得失，不惧苦难险
累，可以陪丈夫上高山、下海岛、守边
关而无怨无悔。这样的人物正是军营
随处可见的，既是上得厅堂的老师，又
是下得厨房的军嫂。

与光彩夺目的陈晚秋相比，小珍则
像是山间无名小花一样朴实无华，她用
善良和隐忍为宋南声和晴儿撑起了一
片没有风雨的天空。拴柱的憨厚与狡黠
则彰显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人性的
真实，他与喻晓莲和小珍的两段截然不
同的感情让人物性格更加丰满、更加真
实。即便是其他出场不多的人物，如宋

南声父亲，陈教授夫妇，德国姑娘米娅
等也都有着个性鲜明的特点，同样给读
者留下深刻印象。从情感脉络上看，各
个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和感情纠葛，没
有为了证明爱情而去刻意编排桥段，都
是前有车后有辙，水到渠成，顺势而为。
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每个人物有血有
肉，读来让人动容。
《天蓝蓝海蓝蓝》始终以大海为基

调，海味浓烈、兵味浓郁、火药味十足。
作者长期在海军部队工作生活，对海军
官兵日常生活的细节耳熟能详、信手拈
来，加之其出访经历，使其对异域风情
的描写也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小
说中海军官兵个性鲜明，语言生动，列
举的事例只有亲历者才能道尽其中滋
味，画面感强烈，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这部小说显著的特点就是与现实生
活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像河
的两岸，行走成无限接近的平行线。来源
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对作者
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作者本人的基层舰
艇经历、随舰出访的真实感受、数十年的
军旅生涯，都是弥足珍贵的写作元素。那
些来自高山海岛的足迹，对军旅岁月的
记忆和与基层官兵面对面的交流，早已
融入到作者的血脉之中。厚积方能薄发，
似曾相识的人物事件之所以能够呼之欲
出、信手拈来，绝非一日之功。

有一位作家曾说，文学作品坐在房
子里是想不出来的。这让我们似乎领悟
到了写作的真谛。也因此，我们在《天蓝
蓝海蓝蓝》中看到似曾相识场景和人
物、还有那一个个直击人心的细节时，
内心会莫名地涌动“众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这是生
活给文学的馈赠，更是文学给生活的一
份厚礼。

送你一朵雪浪花
■邱 刚

当年，清代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林则徐奉命赴虎门禁烟。道光 22年

（1842年），鸦片战争惨败。腐败的清

政府将禁烟英雄林则徐、邓廷桢发配

流放到边疆——当时还是一片荒漠的

西北边城伊犁。彼时的林则徐已年近

花甲，在与家人辞别时写下了这首诗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

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

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

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开头

就以自己的“力微”和“神疲”隐喻了

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并痛心地指出，

如果朝廷继续走卖国投降的割让之路，

清朝的江山社稷将会有“不支”的危

险。接着，诗人怀着强烈的爱国深情和

誓要雪国耻为己任的决心，发出“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心

声。在那个外强入侵、民族蒙羞、帝国

主义列强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时代，诗

人希望能用自己的遭遇唤起全民族的觉

醒。遗憾的是，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

府，自己既不能直谏，也不能反唇，只

能违心地感谢“君恩”了。朝廷认为林

则徐禁烟是有“罪”的，有“罪”却没

有杀头，此乃“皇恩浩荡”。诗人从反

面对“厚泽深仁”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

无情的指责。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充分

体现了诗人“以身许国，何事不敢

为”的刚毅品质和忧国忧民的赤诚精

神。如今，华夏儿女正在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

搏，每一个人都要有“苟利国家生死

以”的情怀，为祖国的富强作出自己

的贡献。

挫折不忘报国志
■才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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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征途

张燕明摄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从作品中汲取人生营养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铁流、纪红建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

《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人民文

学出版社），是一部及时抢救中国农村

红色革命历史、记录一群建国前农村老

党员生平事迹和动情故事的可贵作

品。这群老党员，平均年龄八十有余，

被当今的人们誉为“红色群落”。战争

年代，他们有的是支前模范、妇救会会

长、识字班里的姐妹；有的是民兵、儿童

团团员；还有的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

的战功显赫的老战士。他们缝军衣，纳

军鞋，送军粮，掩护子弟兵，照顾伤病

员，甚至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和平

年代，他们一生躬耕田间，坚守信仰，本

色不变。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

故事，令人动情的记忆……把一种精神

存留在了世间。该书所要表现的是一

种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是我们这个时

代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质素，是一部值

得向广大党员推荐的文学作品。

《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追寻红色基因
■杨 帆

近日，白求恩公益基金会与解放

军总医院联合主办的“生命奇迹-白

求恩·从心出发公益行动”启动，活动

还推出了李辉的长篇纪实散文《生命

的骑迹》（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作

品讲述了一个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青

年诗人骑行2155公里，从黄河三角洲

到三江源头，从鲁北平原到青藏高原，

千里走单骑的感人故事。作者以对生

活的感慨和担当，深度剖析自我，展露

身心曾经的创痛，将人生的亲历和生

命的哲思深刻呈现。

《生命的骑迹》

挑战生命极限
■周 愿

《不完美的哲学》

直面现实人生
■周 洋

时下有一句俗语：“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

差别和距离。张兴德著《不完美的哲

学》（解放军出版社）列举现实生活中

的种种“不完美”事例，以哲学的高度

和思想，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产生“不完

美”心理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根源，认

为，“不完美”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哲学

问题。当代革命军人要走出“不完美”

思想误区，就要努力达到合格军人的

思想境界和认识高度，真正把自己锻

造成一名合格的“四有”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