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集《科
恰里特山下》，在扉页上有

一句诗：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这个轻
松写意又直达禅境的对句，令人回味。
读过全书，才真正明白其中的深意。就
军旅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而言，她率性
而又严谨的写作着实令人惊喜。

真与幻，现实中的苦涩、困顿、犹
疑，与艺术世界里的怪诞、诙谐、啼笑，
构成了董夏青青短篇小说引力场中的
两极。从文学语言、结构方式、文本完
成的不拘一格，到生命观、价值观以及
对“牺牲”的不同诠释，董夏青青都试图
有所创新和超越。

董夏青青的小说是一种诗性的写
作。所谓诗性写作，既包括了小说语言
的空灵跳脱、叙述方法的自由自足和小
说人物内在意识的充分发育，也包括了
小说作者在观照世界时的超验性体悟和
存在之思。超验性体悟，意味着作家对
社会和自然介入的深刻，也就是说其书
写内容，既处于文章的核心，又在文学之
外，一般不会被惯常意义上的“主题”所
束缚；存在之思，则意味着对生命意识、
天地精神的颖悟。无所不在的诗哲气
息，随时随地的反思追问，是现代文学的
精髓所在，董夏青青正是从这个层面进
入新疆和文学的。从《科恰里特山下》的
首篇同名作品，还有《垄堆与长夜》这样
的小说中，我们会感觉到，这些打破了虚
构与非虚构界限的小说，既存在某种超
级写实、甚至是眼见为实的“真”，同时也
存在一种可时时让文学人物或读者的意
识抽离出现实的“幻”。一方面，她笔下
的人物的确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边防军
人、边地居民，而且就待在某个地图上可
以查到的地方，他们的日常作息、父母亲
人、婚姻家庭也都大致清晰可辨，甚至与
芸芸众生并无两样；另一方面，由于作家
风格鲜明的叙述方式，特别是其目击边
地生活时所体会出的“意味”的绝然不
同，会让我们不断地跟随人物或者是作
者的诗思、意绪，完成对个体生命与自然
物象的无限遐思。

董夏青青对新一代边防军人的生
命存在意义、个人价值认知，有自己的
清晰表达。她以探险者式的好奇，进入
一个矜持沉默的群体，感知他们的骄
傲、孤独和不易觉察的小小破绽。她爱
上了这些军人的含蓄与忧伤，悉心维护
他们独特的个人心性，并使其得到最大
限度的自我还原。董夏青青的头脑像
一个灵敏的传感器，能够对西域的荒

漠、冰山、风暴和地表冷暖做出精确扫
描：“滚沸的云霭压至附近山巅，稍后被
日光扯裂，柱列光线大步踱出又瞬间消
失。河滩明明暗暗。草静静地朝同一
方向滑去，像鱼群列队顺着洋流迅猛前
行，颤动地翻出银光闪闪的肚腹。”她
写人走在风里：“俩人缩着头，生怕喉咙
抽筋。”在阿克鲁秀达坂，官兵们会看
到“松林色的夜间到来了。”她对大风的
印象是阿凡提式的：“有回他傍晚干完
活后摔了一跤，头朝下栽，好在扶着风
又挣扎着站起来了。”

整体上看，《科恰里特山下》这部小
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种苍凉、
凄美、忧郁的色调，但作家于婉转低回
中仍能做到哀而不伤。她塑造的那些
士兵、士官、军医、连长、牧人、商贩、司
机，还有他们的亲属，都能够自主选择
并甄别自己的生活及其意义，同时也意
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力。他们塑造健
全心灵的过程难免艰辛，但他们仍然在
顽强地寻找。他们的心智是何种样
式？他们的意志靠什么支撑？又如何
实现自我救赎？这都是董夏青青在作
品中尝试去触碰的主题。

昔日商旅、僧侣和探险家们用双脚
丈量过的路途，今天已经被现代化交通
工具和通信设施揭去部分神秘面纱，但
要独步领略极地的险峻，透视边疆生活
世界，打开边地军民的心扉，绝非易
事。在我看来，董夏青青的方法，用得
上“谛观”二字，面对西边塞的冰壑与人
迹，她虔敬而专注。她适应了那里的水
土，听懂了那里的语言，也理解了那里
众生的悲苦欢欣。大部分情况下，董夏
青青都像是一个出色的聆听者，但我们
也不免有疑问：她听来的事情为什么都
如此奇巧、如此特别？这些天方夜谭或
者是一千零一夜的讲述，何以正好都钻
进了她的耳朵？所以，她实际上是一个
高度自觉的讲述者，是她决定讲什么或
者不讲什么，也是她决定了如何来讲。
北至阿尔泰山，南到塔克拉玛干边缘，
西往帕米尔高原，董夏青青的故事寻访
之路确实足够遥远。她书中的很多故
事，就发生在界碑旁边，或者是接近两
国界河中央的地方。董夏青青更专注
于心灵层面的事实。比如在《苹果》《在
晚云上》这样的作品中，无论那个军人
妻子的深刻不安，还是那个一家三代人
仕途都宿命般止步不前的副团长难以
测度的内心，其实都更关乎人与人之间
的心理距离而不是空间上的阻隔。
《科恰里特山下》的出现，代表了一

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军旅、边塞生活
题材文学的真正成熟。那个光是凭地
名就可以点燃诗意的方向，亦不再被掩
盖和遗忘。

军旅短篇小说如何超越
——以董夏青青小说创作为例

笔 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在一次文学访谈中，我注
意到身为新疆军区政治工

作部创作室创作员的董夏青青，说
了这样一番话：“玩笑地说，我很希
望能以一种‘精致的高仿现实主
义’口吻来写我接触到的边地风土
人情和军人生活。”“精致的高仿现
实主义”，虽被她称为戏言，但在我
看来却颇能彰显董夏青青来到新疆
后自我拟定的写作目标。如何理解
她说的这个“精致的高仿现实主
义”？我认为不能不提她到新疆不久
后，在 《人民文学》 上发表的 《胆
小人日记》。这篇“非虚构”作品表
明了一种面向现实、贴近现实、书
写现实的写作态度，一种虔敬的现
实主义创作方法。从 《胆小人日
记》 开始，董夏青青在壮阔无垠的
新疆大地上，行走的就是一条现实
主义道路。她所说的“精致”“高
仿”，完全可以理解为“精准”“确
切”“忠实”“客观”等的同义语。

翻阅《科恰里特山下》这本小说
集（中信出版社），好像跟随董夏青青
走进了天山南北的一支又一支边防部
队，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军人的深
邃心湖，当然也清晰看到了董夏青青
9年来的小说创作日渐成熟大气的演
进轨迹。

这本小说集里，有多篇小说都清
晰闪动着作家本人的影子，作家刻意
强调“我”就在现场。无论是《双人
有余》中的女干事，还是《近况》中
的女记者，当然也包括《旱獭》《垄
堆与长夜》《何日君再来》等作品中
的叙述者“我”，其原型就是作者本
人。作者之所以要刻意彰显“我”的
存在，意在凸显作者与笔下人物关系
之密切。作者与她笔下的人物，心灵
与心灵之间是敞开的，他们接近、握
手、拥抱，彼此理解，相互同情，
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从而认定对方与自己身处一个命运
共同体。这需要一种对生活与文学
的诚心、敬畏、尊重，需要全身心
的投入。

董夏青青的这种投入，不仅体现
于她在小说技术层面上的“较真”
与“诚恳”，即她所说的“一丛草、
一种动物的名字，会想法子找到当
地畜牧、农林的资料，尽量准确表
述”，“一篇小说从初稿到定稿，有
时修改几十遍、时间跨度两三年”；
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她对其文学世
界中的一个个“人”的“较真”与
“诚恳”。于是，我们也因之看到了
她的“正心诚意”，看到了她的赤子
之心。司马迁在 《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 的“太史公曰”中，说他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
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对他笔
下的人物命运就是如此感同身受
的。读董夏青青的小说，我常会情
不自禁地联想到 《史记》 这部我所
经常翻阅的文史巨著。

董夏青青小说的笔调是冷峻的，
就像戈壁滩上的一块块巨石，像一片
片闪着寒光的陈年积雪，也像一棵棵
金灿灿的胡杨，在刺目的阳光下，在
迅猛的大风中，顽强地存在着，印证
了生存的不易，更说明了生命的辉
煌。其实，生活本来如此，欢笑与流
泪，高歌与叹息，清醒与迷茫，庄重
与荒诞，逝去与新生，不止存在于新
疆，存在于军营，而是遍布于你我的
日常经验，遍布于这个生生息息的世
界。现实主义小说的理想状态，不就
是福楼拜所说的“深入事物的灵魂，
停止在最广泛的普遍上”吗？董夏青
青已经初步做到了！

当然，董夏青青的笔触，毕竟是
聚焦于这个世界上十分庞大但又极
其特殊的群体——军人，她的小说
还让我们看到了与老百姓的喜怒哀
乐有所不同的特殊样貌。新疆边防
部队的军人，他们对军人的职业特
性——奉献与牺牲，应该有着更深
的体悟。在高原上，一次常规的体
能训练或野外巡逻，都会让他们近
距离地看到死亡的魔爪。不仅如
此，他们会因与父母妻儿的长期分
离而不得不更多地品尝生活的苦
涩。从董夏青青的小说，特别是从
她近期写的小说 《科恰里特山下》
《在晚云上》《近况》，我看到了那些
普普通通的边地军人在百般咀嚼无
法给予家人、恋人日常幸福的内疚
之后，仍旧坚守军营的毅然决然。
从董夏青青的文字里，我不仅读出
了她笔下的军人，更读出了她本人
的那种已深入骨髓的职业认同。

在我看来，《科恰里特山下》是这
本小说集中最好的一篇。在这篇小说
中，董夏青青已经超越了描摹自我经
验的写作阶段，自信地做到了福楼拜
所提到的——“艺术家在他的作品
中，应当像上帝在造物一样，销声匿
迹，而又万能；到处感觉得到，就是
看不见他”。小说中那个“我”，已不
是脱胎于作者原型的那个“我”，而是
一个完完全全的他者。正因如此，一
切才显得那么自如、自然，一如生活
本真。

从这座名为科恰里特山的山顶，
董夏青青瞭望到了更为壮阔的风景。
把它描绘出来吧！我们期待着！

陈曦：

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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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改革强军进程的不断深入，
军队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战斗生态
都焕然一新。军旅戏剧作为军事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思战、言战的改革
浪潮中除旧布新、浴火重生。

军旅戏剧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中占
有重要地位，军旅戏剧艺术的创作方
式、传播方式以及其在宣传教育方面
承担的责任常常使其能够对社会发展
做出快速反应和深入思考。军旅戏剧
在不同时期的主题选择、对军人价值
的体现、对军人情感的开掘甚至优秀
剧目的传播影响，都从一个侧面展示
了军事文化的发展轨迹，彰显着军事
文化的力量。同时，军旅戏剧如同一
面镜子，映照出当下军事文化生态的
种种变化。

军人本色的强化

军旅作家朱苏进在九十年代有

一部长篇小说叫《醉太平》，这部小说
是以某军队机关大院为背景来写作
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机关的干
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如果不是穿着
军装的话，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跟
地方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看
不出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几乎是老百
姓生活在军营的延伸。这样的现象
在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戏剧创作中也
普遍存在的，关注军人的日常经验乃
至情感生活，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了
军旅戏剧创作的重点。可以说，很多
作品都忽略了军人本色的建构。这
个主体精神是什么？就是姓军为战、
聚焦打仗。长期和平环境带来了一
些和平积弊，这些问题都已经通过戏
剧作品现出了端倪。而军队全面深
化改革以来，军事文化生态也产生了
一些新变化，并且已经在戏剧作品中
体现出来。比如原总政话剧团创作
的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就是一部
反映去除和平积弊、聚焦实战、回到
了军人本色的作品。这部话剧以正
面强攻的姿态聚焦一线作战部队的
军事生活，以几次实战演习为切入视
角，再现了实战演习的组织实施过程
以及演习中的宏大场面，让观众近距
离感受到和平时期军队的战斗气息

和军人身上的阳刚之气，满足了观众
的审美期待。

突出问题和忧患意识

军旅戏剧独特的使命和责任决定
了作品以弘扬正面价值为主导，以激
励、鼓舞官兵士气，提升部队战斗力为
目标，这种独特性使军旅戏剧的叙事
方式多以歌颂和弘扬为主。然而，随着
军队改革的日渐深入，更多的军旅戏
剧创作者开始站在国家和军队的前途
命运的高度思考新军事革命和未来战
争，在作品中突出了问题意识、忧患意
识。《兵者，国之大事》《从湘江到遵义》
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话剧《兵者，国之
大事》通过演习中红军必胜、蓝军必败
等现象，批评了“演习如演戏”的和平
痼疾。以长征为题材的话剧《从湘江到
遵义》立足当下、反观历史，找到了历
史与今天相通的普遍性，反观当今现
实，充满了对国家、对军队前途命运的
深沉思考。剧作结尾，一位位牺牲了的
英烈向人们发出了追问。一声声传递
着历史信息的深情叩问，引发观众思
考，震撼观众心灵。

演出走向训练场

伴随着军队文艺单位调整改革，一
方面，军队文艺创作力量趋于年轻化，
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战
斗功能，军旅戏剧的演出从原来的大剧
场转向了部队的训练场。各院团纷纷组
成了文艺轻骑队、创演小分队，深入基
层部队，在训练场为战士演出。尽管缺
少了剧场里华丽的布景、炫目的灯光，
却增加了训练场上的战味、兵味。在与
战士们共同训练生活中，军队的文艺工
作者正在回归“拿起枪来打仗，放下枪
后宣传”的优良传统。

新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战斗方向，
军旅戏剧正在激越的强军战歌中转
型。承载着军事文化要义的军旅戏
剧，也正以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时代敏
感度，折射出军队的新气象、新风
貌、新变化；那些优秀的军旅戏剧作
品，抒发了创作者对和平积弊的反
思、对未来战争的忧思，并以此彰显
出军旅戏剧的责任担当和文化价值。
种种变化令人欣喜，也让人对军旅戏
剧的未来充满期待。

回归军人本色
——从军事文化生态变革看军旅戏剧创作新变

■程 倩

墨荷（中国画）
汪德龙作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文
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
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
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习主席这一重要指示，为我们继续做
好文艺工作，为推出更多人民大众喜
爱的高质量作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思想和理论遵循。

近年来，文艺在多姿多彩地展现社
会主义新生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
就，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大好局面。但
是，按照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其中有数量
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依然是文
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就军事文艺而言，进入强军兴军的
新时代，广大官兵乃至全社会都热切期
待与军队新发展、新风貌相适应的具有
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而现实军旅
题材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能
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真正能够存于史
册、在社会上产生深刻影响的“高峰”
之作更是凤毛麟角。

部分作者已经习惯于闭门造车，习
惯从书本到书本、从史料到史料地简单

演绎和解读历史。只注重历史的简单再
现却缺少艺术的创新，远离时代、远离
火热军旅生活的创作倾向，都成为军旅
文艺质量上不去的瓶颈问题。创作者需
要真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扎
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只有做到用心、用
情、用功地深入生活一线，才能创作出
高质量高品位的文艺作品。

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伟大时代”，对于广大作家艺
术家来说，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习主席曾多次在讲话中鼓励作家艺术
家到生活的第一线去。习主席说，柳青
在陕西长安一蹲 14年，对百姓心理了如
指掌，中央一个文件下发，他会通过房
东老大娘的表情知晓文件在人民中的
影响。习主席认为，作家柳青深入生活
认真创作的方向，就是当今作家努力的
方向。不久前，军旅作家唐栋以《柳青》
为题创作了一部大型话剧，剧中引用了
一句著名的话：“你采摘的葡萄越多，酿
出的酒越多；葡萄的品质越好，酒的品
质也就越好。这就是写作与生活的关
系。”怎样酿出高质量的好酒来？军旅
作家艺术家别无选择，只有到生活中发
现和提炼，去寻找答案。

提高文艺作品质量必须深入生活，
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必然选择。今天的军
营生活，应该说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深刻变化。但是，不管编制怎么变，
番号怎么改，称呼怎么叫，军事文艺为兵
服务的立足点不能变，一切为战斗力服
务的目的不能变，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
的优秀文艺传统不能变。就像战争年代
一样，有枪声的地方，就该有文艺战士的
歌声，有士兵蹲守的战壕，同样也该有文
艺家的身影。我们就应该向前辈作家艺
术家一样，勇于到基层去，到边防去，到
最艰苦的地方去，上高山、下海岛、睡铺
板、住连队。唯有如此，才可能创作出与
时代共振的精品力作。
“质量为上”“内容为王”，不管时代

怎么发展，这都是艺术的永恒规律。真
正有价值的作品必须具有高尚的内涵和
积极的意义，一旦失去了这个根本，作品
就会发生贬值和变质。当下有些文艺作
品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商
品属性被无限放大，教化功能被有意识
地削弱和淡化。这样一来，文艺审美应
有的人文精神被悄然抽空了，变成了“逗
你玩”的工具，将娱乐变成了“愚乐”，这
样便谈不上质量问题。那些抗战神剧、
特种兵闹剧的扎堆出现，更是损害了军
事文艺的口碑、影响。

举凡传世之作，首先要有传世之
心，要有传世之情。而传世之心和传世
之情，只有到生活中去培养。向生活学
习，向士兵学习，是文艺战士的一贯作
风，写出高品质的军旅文艺作品，作家
艺术家首先要善于和士兵交朋友，要脚
踏实地深入生活。过去是这样，现在在
新的编制体制下，人少了，兵精了，更
需要这样做。作家艺术家如果对部队的
新情况、新装备一无所知，就无法去表
现崭新的军营生活，更谈不上高质量
了。提高文艺作品质量，最紧迫的任
务，是向生活、向实践学习。

提高质量是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确
保这个生命线具有永久的活力，靠用
心、用情、用功。对于军事文艺而言，
我理解所谓用心，那就是在打造作品时
避免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呕
心沥血的功夫；所谓用情，那就是要
拥有对人民、对党、对人民军队有一
往情深的感情，而不能热衷于哗众取
宠，偏离主流价值观；所谓用功，就
意味着要善于运用发挥文艺的特殊功
能，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手段去
塑造新一代军人形象，讲好具有时代
色彩的军营故事。只要广大文艺工作者
认真踏实地为提高文艺作品质量下实实
在在的真功夫，军事文艺一定能够迎来
佳作迭出的新的辉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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