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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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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祥：小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
是一个英雄。我最早的崇拜对象是《烈
火金刚》里的史更新，他在桥头堡大战
猪头小队长的情节，让我浮想联翩、夜
不能寐。

后来我参军了，带着英雄梦。第一
次到广西前线参战，乘坐火车南下，一路
上给自己设计了很多角色，像《烈火金
刚》里面的肖飞那样潜入敌人的据点，像
《平原枪声》里面的郑敬之那样在敌营里
潜伏……当然，这些都没有实现。我的
战争生活只有一个多月，仅仅立了个三
等功，部队就回撤了。

三年后的夏天，我被提升为排长，秋
天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得到即将组建
侦察大队到西南边境轮战的消息，我心
急火燎地写了一封请战报告并获批准，
成为师指挥组成员，除了参加设伏战斗，
还因为熟悉炮兵业务被派到友邻部队协
调炮火增援。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那个
永远难忘的下金厂乡，走过了复杂的心
路历程。从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从背
起冲锋枪、戴上钢盔就热血沸腾的年轻
人，到潜伏在密林里的基层指挥员，从排
级干部提升为连队指导员，那一年的时
间，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比其他任何时候
都要体验得更深。想得最多的，还是生
存与毁灭、荣誉与耻辱、辉煌与苦难……
战斗间隙，我坚持写作，在狭小的房子
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争分夺秒，马不停
蹄，一共写了十几部小说，其中有六部超
过了三万字。战友们觉得我很奇怪，晚
上睡觉脱下的鞋子，不知道明天早上还
能不能穿上，这个人居然不打牌，少喝
酒，有空就写小说，不断遭到退稿，退了
再写，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可以回答了，就是因为担心
明天不能再穿鞋走路了，我才没日没夜
地写作。我那时候想，在前线有那么多
宝贵的体验，我得抢在子弹抵达我的脑
门之前，把它们写出来。可以说，我的每
一部作品，都是我的遗嘱；每一部作品，
我都是把它当成遗作来写的；每一部作
品，我都希望它能有一个像样的结尾。
今天，依然如此。

战争年代写的小说，投向全国各地，
多数泥牛入海，只有一个中篇小说《征
服》在《小说林》1985年 12期头题发表。
刊物主编赵润华女士给我写了一封热情
洋溢的信。顺便说一句，最早选用我的
短篇小说的《飞天》编辑张素菱女士和赵
润华女士均已作古，我从未见过她们，但
是我不会忘记她们。没有她们的帮助，
我的文学梦只能是梦。

跋涉数年，我终于成了作家，并且获
得很多荣誉，我觉得更有责任了。我自
己的战争生活乏善可陈，而逐渐集中于
抗日战争题材的书写。随着对人和历史
的了解逐渐深入，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
究其实质，我们的英雄在哪里？

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英雄，从战将到
普通一兵。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对于
抗日战争的认知，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在
非常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一隅。

我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穿插》发表
在《中国作家》2019年第 8期。主人公是
一个红军团长、战术专家凌云峰，以善于
打穿插而著名。这个人在西路军时期
“被牺牲”了，实际上流落民间，开小饭馆
度日，后来在前往陕北寻找队伍的途中，
遭遇对日作战的沧浪关战役，误入曾经
的敌人、国民党军旅长谢谷的部队。在
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他顶替在该战役中

殉国的国民党军连长楚大楚，战功卓著，
从连长直至旅长，期间同党的组织取得
联系，多次配合八路军“凌云峰”部作
战。在最后一战中，他壮烈牺牲，被追认
为革命烈士，恢复了共产党员的党籍。

大致方向有了，可是越写越身不由
己，直到写了二十多万字，最初设计的主
人公易水寒还没有出现，而凌云峰（楚大
楚）的故事已经相对完整。此时重新检
查思路，才发现这个结构背后还有一个
结构，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走
进历史、走进战争、走进那血火煮沸的岁
月，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看到两
支军队里面都有我们熟悉的英雄。从这
两个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
的英雄本色，找回了我们的英雄情怀。
就这样，一部小说变成了两部，《穿插》之
后，它的姊妹篇《伏击》又呼之欲出了。

只有信仰，才能使我们团结一致，从
一盘散沙到聚沙成石，众志成城，坚不可
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仅灾难和
战争来临的时候需要万众一心，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
们更加需要万众一心。万众一心则英雄
辈出，英雄辈出则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也许命中注定我永远当不上英雄，
那就让我好好地写他们吧。

俞胜：徐贵祥的长篇小说新作以“穿
插”这个军事术语作为标题，言简意赅，
主旨突出。仅从标题来看，既然是写运
用“穿插”战术的小说，那么应该不会描
写大兵团作战，更不会全景式地描写宏
大战争的场面。

果然，小说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
入，以“我”的传奇性遭遇为主线。“我”毕
业于江淮农业专科学校，是红军队伍里
少有的知识分子，“我”在革命中成长，通
过鹰嘴岩伏击战、山涧峰防御战、固守西
可岭、幻龙崖战斗、百丈关战役，“我”百
炼成钢，成为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红军
团长，“我”的名字叫凌云峰。“我”在革命
生涯中，识大体顾大局，甘于牺牲自我。
正因为如此，在三条山防御战中，为了打
乱敌人的部署，为了更多革命同志的安
全，“我”主动请缨，视死如归，“在二道梁
子当穿山甲，在敌人肚子里穿来穿去”。
终因寡不敌众，“我”的队伍被打散，“我”
也与部队失去联系，又因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我”阴差阳错地成了国

民党军官楚大楚，从沧浪关战役一直打
到抗战结束，同日本鬼子血战八年，在抗
战即将结束的一场战斗中，以少将旅长
的身份配合八路军何子非和姚志远的部
队作战，以身殉国。

小说对谢谷这个人物的复杂思
想、情感作了生动描写。“我”与谢谷本
属敌我两个阵营，二人相识于川北那
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其中坪。其
中坪像一座舞台，作家一开始就让小
说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舞台上亮相。
初次照面，敌我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很
紧张，在开明士绅安南先生的斡旋之
下，“我”与谢谷相互克制，相约绝不枪
响其中坪。在“我”的眼里，谢谷是一
个粗暴、虚伪、装腔作势的反派形象。
小说中，谢谷与“我”如影随形，在“我”
和他的一次次较量中，“我”对谢谷的
看法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懂
得了相互欣赏，尤其到了民族存亡的
紧迫关头，谢谷让“我”顶替抗战殉国
的国民党军官楚大楚。作家这一设
置，让“我”的传奇色彩更加浓厚。
“桃木匣子”是小说的一个文眼。

“我”与谢谷初识其中坪，安南先生的女
儿安屏小姐送给“我”和谢谷每人一个桃
木匣子，并交代我们“明天太阳升起才能
打开”。这个桃木匣子与“我”经历了不
曾打开就丢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等传
奇。打开匣子时，里面空空如也！匣子
里的东西是被人窃走了？安屏小姐究竟
在匣子里装了什么？有限几次遇到安屏
小姐，“我”总忘不了追问，但每次关键时
刻总要“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追问
谢谷，谢谷城府深深，总是顾左右而言
他。小说中的“桃木匣子”不时搅得“我”
寝食难安，“我”甚至想到桃木匣子里装
的是安屏对我的情意。但“我”和安屏的
情谊一直是唯美的，革命加爱情的创作
模式在这里处理得不落俗套。“我”后来
终于领悟到，桃木匣子是安南先生送给
“我”和谢谷的，他是希望我们兄弟携手
一起救这个国家。

徐贵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感
觉渗透进人物的内心。他自己也说：“我
不能保证，我讲的故事，每一件都是真
的，特别是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我哪能
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只能跟你说，重大
事件都是真的，这是我们那一代军人的
真实写照，是我们的集体记忆。”

英雄照亮文学梦
笔 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2019 年 5 月，温靖邦的《大逐鹿》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全面再
现解放战争波澜壮阔历程的长篇小
说。全书 120 余万字，共分三部，以诗
句为名：第一部，昨夜江边春水绿，艨
艟巨舰一毛轻；第二部，血沃中原肥劲
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第三部，三百年
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诗句典
雅，暗香浮动，提示出历史变迁的诸多
隐秘。
《大逐鹿》的信史质感来源于温靖

邦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高位追求。“九分
在案头，一分跑档案。”温靖邦把案头
分为书稿提纲和创作两部分。“提纲是
骨架，尤其写浩瀚的历史事件，要将内
容进行艺术性的编排，使其能够支撑
起整本书的肌理和脉络；创作靠细节，
要做到历史事件故事化、历史冲突人

情化，让读者感悟思想的深邃，又获得
文学美感。”

开始写作《大逐鹿》那年夏天，温靖
邦去了多家历史纪念馆查阅资料，而且
感触很深，“越走进历史，越坚定了我对
解放战争伟大意义的认识”。

绝不“戏说”历史，是温靖邦写作的
原则。他主张凡事皆有出处，他笔下的
人物，连名不见经传的连排营长普通士
兵，都是真实的，著名人物更不必说。
他尽可能用写实的手法去描摹，这便需
要大量的真实资料作支撑。

为创作抗战题材小说，温靖邦曾花

了整整 5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从抗
战时期的报纸、军情电报到 20世纪 90年
代出版的档案、回忆录、史料汇编等，他
做足 600 多万字的笔记，让历史事件烂
熟于胸。

这次写《大逐鹿》，温靖邦在此基础
上，一次次往南京和北京的档案馆跑，
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对于人物的塑造，
温靖邦特别注重细节的刻画。“任何事
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哪怕是风花雪月。”
他认为，一个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处
事方式往往决定着故事的走向，甚至影
响重大历史事件。

在创作《大逐鹿》的过程中，他看到
过别人引用的一封千字长电。在写这
段历史的时候，温靖邦犹豫良久：“写了
害怕犯错误，不写又遗憾。”谨慎起见，
温靖邦专门花了几天时间，乘火车到北
京，到档案馆核对原始资料，确认电文
无误后，再乘火车回来。这种经历，对
于温靖邦来说是常事儿。有人说，写历
史小说是戴着镣铐跳舞，而追求信史质
感的温靖邦更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但他说：“愿终身坚持这一原则，且孜孜
以求。”

从 1991 年推出第一部长篇历史小
说《将星，在狼烟中升起》开始，温靖邦
长期保持高产出、高质量，先后出版了
《虎啸八年》《喋血山河》等十余部历史
题材小说。

温靖邦表示，下一步将把创作重心
放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传承和弘
扬上。作品内容或将从南昌起义写起
到长征结束，再走红军长征路，再现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万水千山只等闲”
的革命史诗。

追求信史质感
■黄晓庆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当明天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为
孩子们写本书时，我很意外，甚至吃
惊。虽然在我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
里，也写了一些以孩子为主角的小
说，但毕竟写孩子和为孩子写，是有
很大距离的，不是能轻易转换角色
的。但是为孩子们写书确实令我很心
动，我答应尝试一下。

写作长篇小说 《雪山上的达娃》
（明天出版社2019年4月）的过程，对
我来说完全是一次学习过程。一边
写，一边与编辑沟通，一边反复修
改。历时半年，三易其稿，最终才有
了这稍微满意的终稿。

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
是，儿童文学写作一定要注意“分
寸”。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分
寸”都十分重要。

首先是思想内容上的分寸。儿童
文学必须有积极的健康的思想内容，
以此去影响孩子，引导孩子。一旦答
应写，我第一个想到的题材就是西藏
边防。

我曾经十几次去西藏，工作、采
访、体验生活。在一次又一次行走高
原中，在去往边防团、去往兵站、去
往哨所的路上，看到听到了太多太多
动人心魄的故事，它们落入我的心
里，如同种子在慢慢发芽。若干年
后，就长出了一棵棵关于西藏军人的
树（书）：《我在天堂等你》《遥远的天
堂》《我的爱情绽放如雪》《行走高
原》……

在这许许多多的故事中，都有小
狗的影子。那些可爱的小狗，它们不
是名犬，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它们勇
敢坚强，不畏风雪严寒。它们不仅是
战士们的伙伴，更是他们的战友。夜
晚来临时站岗放哨，大雪纷飞时开路
扫雪，甚至，有一只狗还从雪地里救
出一个巡逻时昏迷的士兵。它们虽然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绝对配得上军
犬的称呼。

虽然现在的童书很丰富，包罗万
象，但很少有写到西藏边防题材的。
我希望通过我的故事，给孩子们呈现
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告诉孩子们他
们所不知道的哨所里的故事，拓宽孩
子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精神世界，
影响他们的行为习惯。

孩子们总习惯把战士们叫做“解
放军叔叔”。其实细细一想，这些十七
八岁的“叔叔们”若是在学校，也就
是大哥哥而已。只因为穿上了军装，
他们马上就成长为“解放军叔叔”
了。他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担当，

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珍
惜……而这些品质，对孩子们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同时我希望孩子们知
道，当他们坐在舒适的教室里读书
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雪域边关，那些
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叔叔们，正在忍
受着高寒缺氧，克服着巨大的困难，
保卫着我们的祖国。

但这样正面积极的内容，若讲述
得太刻板或太沉重，也是不行的，
这里又有一个分寸问题。孩子们是
不喜欢说教的，孩子们若不爱看，
读不下去，你的内容再积极健康也

无效。所以，必须生动有趣，必须
有可读性。于是我让一个可爱的小
狗率先进入孩子们的视线。这个可
爱的通人性的小狗一旦让孩子们感
到亲近，那么，喜欢小狗的月亮叔
叔也会让他们感到亲近，月亮叔叔
的 战 友 也 会 让 他 们 亲 近 。 他 们 会
想，哦，原来解放军叔叔也和我们
一样有苦恼有快乐，也会调皮，也
会游戏，也会寂寞。而那些可爱的
狗狗，就是战士们无言的战友。

可是，要讲得生动有趣，却又不
能太过幼稚。这个分寸是最难把握
的，我最初就没把握好，总想着是给
孩子看，就拼命想写得好玩儿，写得
浅显，包括不断解释一些我认为有必
要解释的常识。结果很不理想。后来
才慢慢明白，当下的孩子与我小时
候，甚至与我儿子小时候，都已有很
大差异了。在和编辑反复沟通后，我
开始修正自己，这种修正是痛苦的，
毕竟一开始定位上有偏差，要从根子
上修正，对我这样一个成人作家来
说，是一次全新的学习。

还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分寸就是语
言。写给孩子们看，语言首先要准确
流畅，通俗易懂，但我感觉不能满足
于此，还是应该讲究用词，尽可能呈
现出现代汉语的优美。我特意用了一
些比较书面的、不常用的词汇，同时
也使用了一些诙谐的比喻，还使用了
口语、网络语和方言，努力让语言呈
现出饱满的丰富的状态。

再一个，我感觉在情感表达上，
也需要把握分寸。我以往写作不喜欢
煽情，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对情感
的表达都很克制。但是对孩子们来
说，该抒情的地方还是应该尽情表
达，不能太过含蓄。对祖国的爱、对
父母的爱、对战友的爱、对大自然的
爱乃至对动物的爱，还是直抒胸臆比
较好。

为了细节的丰富和准确，写作过
程中我还不断查阅资料，并反复请教
和咨询几位曾经在西藏边防坚守过的
老兵。因为我希望讲给孩子们听的哨
所故事，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感人
故事。

书出版后，最令我高兴的是得到
了孩子们的喜爱。有的小同学告诉我
他们班上有了“达娃热”，还有的小朋
友写下了读后感，由衷地表达了对解
放军叔叔的敬意。
《雪山上的达娃》 能让孩子们喜

欢，能成为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对我来说，
最应该感谢的是西藏高原，是边防军
人。在高原，生命很伟大，无论是大
树，是杜鹃，是羚羊，还是小狗。

我写下这个故事，向高原的生命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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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把阅读与研
究的主要方向，定在军事题材文学上。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我持续地对军事
题材文学的创作与理论问题进行思
考。我常将其视为一种责任，也是一种
爱好。

由于中国战争和军事生活的丰富
与复杂，我国的军事题材文学有其灿烂
的历史，而且一直呈持续发展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题材文学更是被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作为专门
的话题被屡屡提及，受到好评的作品也
层出不穷。军队和地方作家纷纷将观
察与思索的触角伸向革命战争历史、反
侵略战争和现实军事生活，并且在作品
的题材、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地进行艰
苦的探索与创新，日益显示出独特的创
作个性和审美追求。这标志着一个大
国的军事题材文学，逐渐向着新的高度
攀升。

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从事军事
题材文学创作的，上迄八九十岁的老
作家，下至二三十岁的青年作家，无
论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都向这个题
材领域倾心着力。小说、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等文体，都被这些思想敏锐
而深刻、情怀真挚而悠远、才气充沛
而卓越的作家娴熟地运用。因此这
也常常构成颇可一观的军事题材文
学风景。每每有好的军事题材作品
问世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视同己出、
欢欣鼓舞的惊喜之情奔涌而出；或主
动或应邀写一些文章，既试图从宏观
的角度对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所呈现
的普遍性态势，做某种扫描性的概览
或较为深入的总结，又尽心对一些有
特色的单部作品做或简要或细致的
评析。在此过程中，我总是认真地阅
读具体作品的文本，悉心领会每位作
者的初衷与目的、苦心与用意，竭力
体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艰辛与不
易、慧心与才智，公允揣度作品在整
个军事题材文学中的应有分量与地
位、价值与影响，力争做出相对符合
实际的客观评价。日积月累，斗转星
移，在已经有多部结集之后，又有了
《青铜对面》（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
7月）这本对近些年军事题材文学管
窥蠡测的、有些不揣浅陋的小册子，
奉献于读者。

尽管我们拥有了许多优秀的作
家，也拥有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仍然

使人感到我国当代的军事题材文学尚
未达到理想的境界。我们所做的只能
是关注、等待和聆听来自军事题材文
学的青铜一般的轰响。这是因为，一
方面军事文学的创作队伍与态势呈现
出某种日渐式微的症候，这不能不令
人深感遗憾与焦急；另一方面，又有一
些作家仍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时
而在孤绝清寂之中爆出响亮的声音。
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飞跃与升腾，也
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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