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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 70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新中
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历程，恰似一条壮
丽的大河，波翻浪涌，卷起千堆雪，放歌
时代的乐章；展望她的未来，必是天风
海涛东流去，奔腾向前，奏响新的英雄
旋律。她的千回百转和冷热沉浮，记录
了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
艰辛步履，反映了中国军人 70年的光荣
与梦想，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
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

一

当代军旅文学是在民族解放战争
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岁月中诞生的，当人
们在凯歌声中油然而生对胜利的追问
和对战争的回忆，军旅文学开始显露出
勃勃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先活跃
起来的一批军旅作家多以自己亲历的
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创作，而
且通常采用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体裁是
长篇小说。譬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
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
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
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德英的《苦菜花》，
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罗广斌、杨
益言的《红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
篇小说也多取材于战争年代，譬如孙犁
的《荷花淀》、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
柴》、茹志鹃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
故事》等。再加上收获于朝鲜战场的诗
歌《枪给我吧》（未央）、散文《谁是最可爱
的人》（魏巍）、小说《团圆》（巴金）、《三千
里江山》（杨朔）等一批声名卓著的战争

题材作品，战争文学不仅成为军旅文学
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
流”，在为新生的共和国著史和为新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塑形诸方面都发挥了培
根铸魂的巨大作用。

二

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吹响之后，李
瑛、雷抒雁等部分诗人超越惯常的军旅诗
歌思考视野和思维定势，进入到社会、政
治、文化层面的反思和批判，勇敢地拨响
时代琴弦的最强音，为军旅诗歌赢得了新
时期最初的声誉。之后在南疆战事的影
响下，更多诗人在战争的背景下重新思考
战争与和平。程步涛、杜志民、贺东久、刘
立云等人在开掘军旅生活更新的领域和
更深的层面上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上世纪 80年代初，一批诗人以豪放
为标榜，产生了一批千行大诗，如马合
省的《老墙》、李松涛的《无倦沧桑》、王
久辛的《狂雪》等，在诗歌形式探索上走
得更远的年轻一茬，如简宁、蔡椿芳、李
钢、李晓桦、姜念光等，他们从西方现代
诗歌艺术中汲取养分，努力寻找诗歌本
身的纯粹性，给当代军旅诗歌带来了一
定程度的革新。

继军旅诗歌发轫之后，一批以部队
新闻工作者为先锋的报告文学作家脱
颖而出成了弄潮儿。他们长期练就的
政治敏锐性、深入扎实的采访手段和倚
马千言的笔头功夫，都获得了用武之
地。钱钢、李延国、江永红、袁厚春、徐志
耕、大鹰等人频频出手，《蓝军司令》《奔

涌的潮头》《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作品接
连获奖，使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由
附庸地位转而蔚为大观。

进入 21世纪，少数大体量、高质量
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有如孤岛耸峙，其
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一大一
小”。大是王树增“非虚构”的宏大叙事，
小是余戈异军突起的“微观战史”写作，
成为当下军旅报告文学的标志性存在。

三

整体而言，军旅小说仍是军旅文学最
强大的重镇。相较于当代文学，军旅小说
有一点滞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虽
然有徐怀中、邓友梅、王愿坚、石岩等前辈
作家发表了《西线轶事》《追赶队伍的女兵
们》《足迹》《秋雪湖之恋》等名作，但还是
单兵作战，难成阵势。真正标志着新时期
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
1982年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
《高山下的花环》两部中篇小说一南一北
的问世，这不仅拉开了新时期军旅小说进
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
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的两条战
线，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如刘兆林、唐栋、
朱秀海、简嘉等在这两条战线大显身手。
待到 1986年，莫言著名的《红高粱》又开
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了一批
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
心中的战争。至此，新时期军旅文学也藉
此进入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
的“第三次浪潮”。

上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紧随时代步
伐，在思想深度上，向现实主义的幽深挖
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历史定位和战争
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在题材广度上，展
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生活画
卷；在艺术形式上，从叙事结构、语言修辞
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实行变革。这一

时期的军旅小说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
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
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
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追求。

进入上世纪 90年代，在挑战与机会
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
中，军旅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
观。首先是一批崛起于 80年代的青年作
家，经过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
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趋
于成熟，开始跃上一个新的境界，他们先
后创作出《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末
日之门》《兵谣》《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
《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初步实现了军旅
长篇小说继“前17年”之后的再度繁荣。其
次，是一批上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
新人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等在沉
寂中脱颖而出。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
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再次
印证了反映军队生活的文学必须在不同
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而通
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
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
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新一代中
年长篇军旅小说作家日渐成熟，他们送来
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四

新世纪初年，《音乐会》《楚河汉界》
《我在天堂等你》《战争传说》《惊蛰》等
军旅长篇小说佳作涌流，连绵不绝。军
旅作家再次“突出重围”，长篇小说创作
已由“涛声隐隐”的潮汛变成了“波涛汹
涌”的大潮。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
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
剧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小说
的“酵母”作用和辐射力量。

此外，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带来文
学生态环境的遽变中，有一部分军旅作

家的题材选择逸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
定地直奔审美目标。与此同时，由于军
旅文学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
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的热情投注，写
出了一批军旅题材佳作。以军旅影视
剧和“军地联手”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
军旅文学一道汇入了波澜壮阔的“第四
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
最为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之
际，2018 年，两位军旅老作家徐怀中和
彭荆风不约而同地在各自 90高龄捧出
了超越自我的高峰之作——长篇小说
《牵风记》和《太阳升起》。真是“庾信文
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徐怀中、彭荆风历经半个世纪完成
一部长篇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是一场
真正的马拉松，不仅是对才华、学识和
生活积累的考验，更是对意志、质量，乃
至定力、耐力和体力的挑战！“只知诗到
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与这样的老和慢形成强烈反差的
是，另一种新和快。军旅作家“新生代”
已浮出水面，从青涩走向成熟。“新生
代”军旅作家各自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
发，营造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写出
了一系列暗含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
化叙事风格的新小说。近几年，部分
“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
军旅文学土壤之上寻觅新的写作资源。

再说“快”。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
的伟大征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
源泉，足以引发新的灵感，刺激新的想
象，年轻的军旅作家应该勇敢地、敏锐地
迈向第一线，做到“脚到、手到、眼到、心
到”，投入火热的生活，获得永不枯竭的
创作源泉和动力。未来，相信我们年轻
的军旅作家们，一定会写出更多的精品
力作，奉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军
队、伟大的人民。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培根铸魂的英雄旋律
■朱向前

红岩，本意是红色的岩石，石质坚硬；红岩又
是一个地名，在重庆市，一个很小的地方，但在千
千万万共产党人心中，红岩与井冈山、延安、西柏
坡一样，是映照信仰、忠诚的镜子，是精神的故
乡。红岩精神的确立，长篇小说《红岩》功不可
没。

小说《红岩》出版于 1961年，是在罗广斌、
杨益言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基础上
创作完成的。罗、杨二人都是在重庆解放前投
身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不幸被捕后，在“中
美合作所”集中营中，特别是在渣滓洞和白公

馆，他们目睹了许多共产党人坚贞
不屈、壮烈牺牲的场面，自己也经

历了生与死的
考验。共产党
人的忠诚坚贞、
正义凛然、宁死
不屈犹如烈火
燃烧于胸中，促
使作者满怀激

情地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
作为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革命题材小说，《红

岩》虽没有正面描写枪林弹雨和血肉横飞的战
争场面，但由于小说背景特殊，人物性格鲜明，
结构布局严谨，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小说出版后
立即引起广泛好评，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开
先河之作。

小说是塑造人物、讲好故事的艺术，经典
小说的构成要素一是人物的理想之光，二是人
物命运的英勇悲壮。《红岩》里的主要人物就具
备了这两个要素。

江姐，是作者以泣血之情着力塑造的典型人
物，或者说，根本不用塑造，作者在监狱里曾亲眼
目睹了江姐对同志和亲人的爱、对党的忠贞不渝。

为了让江姐开口供出党组织和地下党名

单，敌人用尽酷刑。最后竟用削成尖头的竹签
钉入江姐的手指。

竹签钉入第二根手指，江姐昏死过去。
“把她泼醒！再钉！”三根！四根！……竹

签深深地撕裂着江姐的血肉……左手，右手，
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一阵又一阵泼
水声，刑堂内外，已经听不到江姐的一丝丝呻
吟……天快亮了，狱友们围着奄奄一息的江
姐，轻声唱起叶挺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
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
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
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爬
出！……江姐醒了，她凝视着一双双泪眼，轻
声说道：“在接受考验的时候，人的生命，要用
来保持党的纯洁……”读到这里，相信每一个

读者都会像我一样流下悲愤和崇敬的热泪。
从第二天开始，一封封饱含热泪的慰问

信，从各个狱室传过来。江姐百感交集，她请
狱友明霞替她给同志们回一封信。晚上，通过
墙头的秘密孔道，渣滓洞每间牢房里都回响着
江姐虚弱而平静的声音：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
验，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不久，一个好消息传进狱中，中华人民共和
国于 1949年 10月 1日成立了，国旗是红色的五
星红旗。江姐拆下一块红色被面，和姐妹们满
怀对新中国的憧憬，一针一线地绣出一面红旗。

就义前，江姐穿上整洁的蓝色旗袍，深情
地吻了吻睡熟的“监狱之花”，平静地向狱友一
一挥手告别，从容走向刑场……一个坚贞美丽
的共产党员形象永远定格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个性鲜明、栩
栩如生。许云峰，冷静机智，胆识过人，当党的
秘密联络点沙坪书店出现险情后，他声东击西，
主动暴露自己，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华子
良，坐牢 14年，装疯卖傻 14年，为迷惑敌人，每
天在狭小的放风道来回不停地奔跑，最终在监
狱秘密大屠杀前逃出魔窟；小萝卜头，一个只有
8岁的战士；双枪老太婆，转战华蓥山的传奇女
侠……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英雄群
像，他们在《红岩》里诞生，永久矗立于歌乐山
下，矗立于天地之间，矗立在人民心中。

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狱中送给
狱医一幅照片，照片下面题词：“如果人有灵
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
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从这个意义上
说，小说《红岩》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江
姐、许云峰这样一群视死如归、百折不挠的共
产党人。50 多年过去了，《红岩》这部经典被
一代代读者所传诵，《绣红旗》《红梅赞》仍在
广泛传唱，江姐的人物形象一直活在影视剧
和舞台上，活在人们心中。由此，我想到罗马
尼亚一位反法西斯主义作家奥·布祖拉和他
的成名作《傲骨》，新中国成立前，千百个瞿秋
白、江姐们钢铁般的意志和牺牲证明：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傲骨。

傲骨写忠诚
—经典军事文学作品《红岩》赏析

■侯健飞

创作《忠诚与背叛》一书已经有七八
年了。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小说《红岩》，对“甫
志高”这样的大叛徒印象特别深刻。因为
正是这样的“大坏蛋”，让江姐、小萝卜头牺
牲了……长大成熟后，再看《红岩》，特别是
当我一次又一次来到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
念馆，熟读那些真实的“红岩”故事后发现：
在“忠诚”问题上绝不那么简单，因为在特
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下，“好人”与“坏人”，
其实可能就是一步之遥。
“甫志高”的原型蒲华辅就是这样一

个人：他被叛徒出卖后，经不起敌人的严
刑拷打，供出了 20多位党内的同志。后
来在监狱里，在同志们的严厉斥责和耐
心教育下，他痛定思过，猛然觉醒，从此
再也没有当投敌求荣的叛徒，最后被国
民党特务当作“共产党要犯”枪决。在结
束生命之时，蒲华辅是高呼着“中国共产
党万岁”走向刑场的。然而，书中“甫志
高”最终的政治命运是惨痛的：一部小说
将其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
我在《忠诚与背叛》一书中第一次客观地
展现了真实的“甫志高”这段“时而忠诚、
时而不忠诚”的悲剧。

在真实的“红岩”故事中，还有一位
“李书记”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李文祥，时
任重庆地下党区委书记。初进敌人监狱
时，任凭特务用“老虎凳”、红火钳等酷刑
摧残，李文祥坚贞不屈。可是入狱八个
多月后，这位被同志们称为“硬汉”的区
委书记，却日不能思、夜不能眠，天天哭
着喊着要去向敌人投降。为此，同狱室
的共产党员陈然（小说《红岩》中陈岗的
原型），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不得
不以死相逼。这样勉强挺过了两个多
月，但有一天李文祥还是乘着“放风”的
机会，“逃”出了陈然的视线，成为了一名
可耻的叛徒……

纵观历史的真实，又让我看到一种
现象：这些叛徒不但难保身家性命，连累
家人和同志们，还永远被后人唾弃。一
句话：当叛徒的，没有一个好下场。这是
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严酷定律。

这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问题：在
我们的革命事业和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
对党、对共产主义信仰，时而忠诚，时而怀
疑，或者表面忠诚，言行不一，这样就很容
易在诱惑和考验中丧失初心和信仰。真
实的红岩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奋然
挥笔写下了《忠诚与背叛》这本书，目的就
是想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同志：忠诚无价，
出卖了忠诚，必然走上歧途。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于共产党

员和革命军人，只有绝对忠诚，才能永葆
坚定的政治定力，在任何诱惑和考验下
站稳脚跟，把正方向，永葆本色。这是文
学的启示，也是历史的真实。

忠诚无价
—简谈《忠诚与背叛》的创作初衷

■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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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国作协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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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用一万个霹雳都不曾摧毁的

意志和信念

为一支部队确定方向

让古田成为历史的坐标

直到五星红旗在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飘舞

飞扬

今天，我们仰望这幅油画

眼前涌过的是滔滔黄河滚滚长江

是百川归海的雄伟气势

是磅礴升起的

灿烂朝阳

配诗/程步涛

版式设计：胡亚军

文学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