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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西
风
烈
（
中
国
画
）

李
翔

杨
文
森

韩
书
阁

王
云
霞
作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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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历史是真实的，而小说叙事是
虚构的，在处理战争题材时，需要注意哪
些问题？近几年，有多部重量级的长篇
小说书写的都是战争历史，作家们在最
新的探索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

近几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战争书
写集中爆发，以战争为主题或背景的作
品成为文坛一道惹人注目的风景线。与
此同时，大量国外的战争小说也被翻译
引进到国内，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
女兵，也是女人》、理查德·弗兰纳根的
《深入北方的小路》、保宁的《战争哀歌》
等。不经意间，战争题材重归当代长篇
小说重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
相当的高度。

粗略盘点一下新近的收获，大致有
张炯的《巨变：1949》、彭荆风的《太阳升
起》、徐怀中的《牵风记》、徐贵祥的《穿
插》、叶兆言的《刻骨铭心》、范稳的《重庆
之眼》、王筠的《交响乐》、邓一光的《人，
或所有的士兵》、张庆国的《老鹰之歌》
等。稍向前延伸，还有葛亮的《北鸢》、赵
本夫的《天漏邑》、徐贵祥的《对阵》、张翎
的《劳燕》、范稳的《吾血吾土》、王雨的
《碑》、李明忠的《安居古城》、李乔亚的
《最后的 58 天》、余之言的《密码破译
师》、张弛的《战马之歌》、胡学文的《血梅
花》、畀愚的《江河东流》、陶纯的《浪漫沧
桑》、胡西淳的《西皮流水》等等，都是以
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对战争的正
面书写之外，还有不少作品中也萦绕着
战争的影子，如贾平凹的《山本》、赵焰的
《彼岸》、远人的《秋盆河》等，都涉及到不
少有关战争的记忆，自始至终弥漫着战
争的氛围。

作家们处理战争经验，究根结底，写
的是人世间恒常的情感伦理，是生命个
体的命运遭际。战争叙事从单一的战场
描写回归到复杂的日常经验，对人情、人
性进行浓墨重彩地描摹，将人物的命运

放置在战争背景中进行深切的拷问，是
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势。《吾
血吾土》《北鸢》《刻骨铭心》等都是聚焦
个体生命在战争的大时代下跌宕的命运
和生存景况，人情是关键的切入点。正
如《南京不哭》的作者郑洪所言，“很多人
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
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贯
穿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在《劳
燕》《重庆之眼》中，感情线也是作品的主
要线索之一。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可偏
偏就是在战争年代却留下了太多真情，
无论是战友情、爱情、亲情还是普通人之
间的感情，都弥足珍贵，小说叙述的巨大
张力和思辨效果也因此显现。

另一方面，当作家们把眼光投向战
争历史，仍然会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切，
这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延伸。历史叙事往
往会揉进现实的因子，从不同的角度切
入，会表达出多样的主题，战争叙事的生
活幅面和思想意蕴也因而获得极大的拓
展。陈河的《外苏河之战》以战争为题，
却是一部重要的成长小说；麦家的《人生
海海》反思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也试炼
出人性的光彩；老藤的《刀兵过》在战争
的刀光剑影中写出民族精神的传承。战
争小说中并非只有残酷的厮杀，亦留存
了作家的哲学思辨和人文关怀。

二

身处和平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回望
战争，作家们为何还要频频书写战争？概
而言之，一是铭记历史，二是凸显和平的
珍贵，三是深度剖析人性。在战争这种极
端经验中，人性的卑琐和伟大都会加倍凸
显，其中的问题更需深切的反思。

战争书写往往是通过正视历史来映
衬当下和平环境的珍贵。陈正荣的《紫
金草》选择了参与过战争的日本士兵的
视角来反思这场侵略战争，忏悔曾经的
战争罪行。周诠的《白乙化》以抗战英雄
白乙化为原型，启发人类对战争的重新
思考，具有较高的探索性和文学性。范
稳的《重庆之眼》则在“重庆大轰炸”的背
景中展现普通人的爱恨情仇，表达了当
下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邓一光的《人，
或所有的士兵》同样如此，将今人对战争

的反思以法庭对质的形式呈现出来。
当下战争书写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

探索人性的可能性。在战争的特殊环境
中，人性可能更阴暗，也可以更温润、更
伟大。罗伟章的《太阳底下》也是以战争
历史映照社会现实，彰显了作家高蹈的
情怀和深刻的思辨。张庆国的《老鹰之
歌》秉承着悲悯体恤的、具有超越性的战
争历史观，建构一个由个体生命和彼此
的情感勾连而成的小世界，试图最大限
度保存人生和情感的丰富性。

战争往往会使人们陷入非理性的状
态，进而丧失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恐惧
感、悲痛感，也丧失了对生命的珍爱。从
这个意义上说，借助战争来书写人性是
对作家功力的考验。展现人性恶的一面
相对容易，写出人性的闪光之处则是一
种有难度的写作。张翎的《劳燕》、常芳
的《第五战区》、叶炜的《福地》、赵本夫的
《天漏邑》等都是如此，浓墨重彩书写的
依旧是人性的善和美。

历史必须被铭记，英雄应当被缅
怀。歌颂英雄是战争小说永恒的审美魅
力，书写英雄是对人性至宏至伟的展
现。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刘荣书的《党
小组》、徐贵祥的《穿插》等战争小说都是
以塑造英雄、歌颂英雄、礼赞英雄为主
题。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英雄观念，即要
写出立体式的英雄，改变相对单一的英
雄面相。然而，立体式的英雄书写，不能
走向极端，不能将英雄人物草莽化、粗鄙
化甚至是非英雄化。而是要在展示英雄
凡俗一面的同时，真正写出英雄之为英
雄的本质的一面。

三

战争书写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
值。作家们在描摹人情、挖掘人性中丰
富了对战争的表达，也让文学的介入功
能得以彰显。不过，战争中的情感书写
不能过多过滥，更不能流于自然主义式
的失控状态。
《收获》2017年第 1期刊载了从未面

世的《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二十至
三十六章，小说结尾处就是对战争直接
而赤裸的控诉。但是如果控诉和反思过
多，作者的发声代替读者的体悟，就会使

作品逊色不少。另外，战争题材有时候
也成为成熟作家突破自身创作和经验瓶
颈的权宜策略。尤其是一些成熟的作
家，比如张翎、严歌苓等，在写作进入平
台期后，会对新的创作题材进行开掘，而
战争历史这样的宏大题材自然成为可选
项。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不得不思索
的一个问题是，战争小说如何突围？

首先是要坚守战争文学创作的初
心。要警惕消费主义的蛊惑，不能以猎
奇的心态回望战争，不能以消费的趣味
消费战争。有一些作品以战争为背景，
崇尚暴力，无节制地渲染杀戮与复仇的
快感，消费大众读者的爱国情绪。这样
的作品不仅文学价值低劣，更会对年轻
的读者造成误导，暴露了作家轻浮功利
的心态，这是需要警惕的。

二是要避免受到影视剧的影响和干
扰。在当下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依然会
看到大量雷剧、神剧所遗留的惯性思维和
元素。面对战争题材影视剧中存在的虚
无化、戏谑化、娱乐化倾向，文学书写更应
该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写出真正具有深
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

三是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历史、虚构
与非虚构的关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不能任由架空历史的叙事策略蔓延。
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是不能背离基本的
历史事实，真实会让文学具有震撼人心
的力量。很多作家确实是以真实性为
自己的追求。比如范稳在创作《吾血吾
土》过程中，亲自采访了数十位抗战老
兵，以保证作品的真实度与可信度。常
芳的《第五战区》大部分内容来自作者
的田野调查，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
赴国难》主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
张翎的《劳燕》也插入了大量的文献档
案。作者们试图通过这些一手史料来
提升作品的真实性。诚然，面对战争历
史，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视角和表
达，但是真实性始终是虚构叙事介入战
争历史的基础和前提。

总体来看，上述作品将战争题材的
文学书写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国际
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复现民族苦难史、
战争史，对于凝聚民族情感、激发爱国热
情、召唤英雄精神，具有更加切近的现实
意义。

战争题材长篇小说—

在挖掘历史中求突破
■刘小波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对战争的理
解，这也使得战争文学创作摇曳多姿。
70 后军旅作家对战争的理解自然携带
着他们这一代的思想智识与价值判断。
军旅作家裴指海笔下的战争具有强烈的
陌生感和惊奇感，奇崛的想象力和强烈
的“现代性”使他的小说具有很高的辨识
度。

裴指海曾经花费六年时间专注于军
史采访，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寻觅有意
味的细节。那些老兵给他讲述的是活生
生的战争，有血有肉。裴指海先后采访
了三百多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听他们
亲口讲述战争往事。有了这些历史真相
和细节的加持，裴指海对战争的想象便
有了深厚牢固的基础。

长篇小说《往生》以军人视角直面
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这里所说的军
人，不仅是小说中英勇抵抗的民族英
雄，还包括作者、现实生活中的军人裴
指海。事实上，他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人
物，他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小
说开始，人物以惯常的方式出场，一个
经历过南京保卫战的老人娓娓道来那
个年代的故事。很快，另外一条线索出
现了。作家以一名解放军现役军官的
身份进入了叙事，一遍遍地游走在大屠
杀刚刚发生的 12 月 14 日的南京城里，
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将现实与历
史时空联结在一起。作家并没有止步
于此，他又设计了一个几乎占全书一半
篇幅的现实故事。这个故事中的女主
角，既是 1937 年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
后人，又是与自己的长辈们有着相同痛
苦的现实存在。时间流逝了，但苦难并
没有结束。她与进入小说中的现役军
人一起经历着南京大屠杀的苦难，同时
也引领我们用现代视角审视和反思这
场悲剧，并提出一个勇敢的问题：如果
南京大屠杀放在现在，我们究竟会有多
少改变？

技巧终究是为内容服务的，在血与

火的战场上，作家的思想应该始终在
场。从残酷中打捞人性，从牺牲中看出
意义，从平复中得到反思，这才是战争文
学应该具有的力量。

正因为对历史的熟悉，裴指海在书
写战争历史时显得游刃有余。歌德曾怀
着敬意将历史称为“神明的神秘作坊”，
有野心的作家都在朝这个方面努力。裴
指海将真实的战争融入虚构的文学作品
中，用文学的方式极大拓展了读者对战
争的理解与认知。除了《往生》，他的一
系列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如《士兵与蚯
蚓》《麦城叛》《苍蝇》《高人之死考》《兔子
快跑》《白月梅与白毛女》等，都有着繁复

的内在肌理。在裴指海的笔下，战争是
复杂的，战争中的人也是复杂的，不但有
着雄浑的英雄面相，亦有“哀怜伤病”的
背影。裴指海执着于以现代性的视角重
新“发现”战争，试图触摸和描摹战争的
血肉和灵魂。

裴指海是一个有着思辨气质的作
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叙事花招
下，他实践的仍是“真即是美”的文学理
念。军人的感情是相通的，裴指海对过
往战争中的生命个体同样充满军人式的
理解与共情。小说《亡灵的歌唱》就是一
部为和平时期的军人精神立传的作品。
小说中充满了旺盛的、活生生的乡村物

事，在这样一个与军营迥然相异的环境
中，试炼军人的精神高度。裴指海对“木
扎”有多少不满与悲伤，他对军人就有多
少希望与赞美。小说中的“亡灵”，是为
军人而歌。

裴指海在散文中不止一次谈到自己
的创作理念，那就是“真实”。作家要写
自己相信的，读者才会信。裴指海的文
字是有温度的，震撼心灵。他的小说对
那些遥远的时光、逝去的灵魂保持着庄
严的敬意，通过对战场和战争的重新“发
现”，深度探索军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空
间，持续建构着具有“现代性”的战争文
学审美经验。

建构“现代性”的审美经验
■胡 月

举世瞩目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圣火在中国武汉点燃，几乎是合着军运圣

火最后奔向武汉的节奏，五集电视纪录片

《和平荣耀》在央视播出。这部纪录片虽

然篇幅不长，但主题鲜明、结构清晰、视野

开阔、信息量非常大。有网友称其是军运

圣火点燃前一部气势磅礴的序曲，让人精

神振奋、充满期待。

这部纪录片让人更加读懂了军运

会。在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的大家庭里，世

界军人运动会由于举办时间相对较短、专

业性较强等原因，普通老百姓对于军运会

的了解远不如奥运会、亚运会等。而这次

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

世界军人运动会第一次走进中国。《和平

荣耀》无疑担负了让广大观众更加了解军

运会的使命。从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

国际军体理事会总部到德国、法国等国家

的国防军事体育训练中心，从“军事五项”

竞赛的设立到我军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回

顾，片中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详

细介绍了军运会的历史缘起、赛会宗旨、

发展历程和重要项目的比赛规则等。清

晰的讲述，让观众仿佛阅读了一部关于军

运会的百科全书。

特别是，在所有的讲述中有一条贯

穿始终的主线——“体育传友谊”，让人

印象非常深刻。从我军运动员彭勃与俄

罗斯运动员萨乌丁的不解之缘，到军运

村里各国运动员共享方便面的温馨场

景，再到参赛后各国运动员交换臂章、交

换徽章的珍贵留影等，纪录片让人们深

切感受到“体育传友谊”的魅力。世界军

人运动会既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是不

同国度、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肤色

的军人消除隔阂、偏见和仇视的舞台。

能把世界各国军人召集在一起，不是为

了打仗也不是为了军演，而是为了促进

交流、增进友谊，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就

是“体育传友谊”的力量。

这部纪录片让人更加读懂了中国军

队。是军人必精武，是勇士须扬威。军事

体育是和平的纽带，也是了解一支军队的

重要窗口。纪录片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积极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历史

过程，和为推动世界军人运动会顺利召开

做出的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我军运动健

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让人骄傲。在国际

军体理事会的大家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

极富挑战性的话：“你们代表着各自国家

的武装力量，要为捍卫自己的军旗而战。”

在军事五项比赛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各个国家的军队都推选出自己的精兵强

将，为捍卫军旗而奋战、为赢得荣誉而拼

搏。片中，有一个让人充满敬意的细节，

那就是中国军事五项队连续18次夺得的

“戴布鲁斯杯”。这是中国军队运动员顽

强拼搏的生动见证，这是“拼倒争第一、站

着升国旗”的生动见证，这更是人民军队

血性战斗精神的生动见证。此外，片中还

进一步介绍了正在备战的八一海军五项

队、八一空军五项队等代表队运动员的训

练场景。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身影，那一

双双机警坚定的眼睛，那一句句发自肺腑

的话语，无不在告诉人们，人民军队的血

性战斗精神正在新时代革命军人身上得

以传承和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

这部纪录片让人更加读懂了新时代

的中国。国际军体赛场既是展现体育竞

技能力的平台，也是世界各国感受中华

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感受中国发展成

就和理念的重要窗口。纪录片从武汉这

座城市的巨大变迁出发，通过比赛场馆、

医疗保障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等大量细

节，让人们看到武汉军民为办好本届军

运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此同时，纪

录片还通过武汉视角、军运视角，通过国

际军体理事会官员、部分参赛国代表团

运动员的评价，让人们感受到各方对本

届军运会的热切期待，看到中国作为一

个负责任大国，为国际军体事业所做出

的贡献与担当。

体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

天，当我们看到盛大开幕式在江城武汉

激情上演的时候，当“创军人荣耀、筑世

界和平”反复出现在人们视野的时候，当

五星红旗在各个比赛场地上频频升起的

时候，我们已然知道，《和平荣耀》中讲述

的故事正在演绎新的精彩。为了让世界

充满爱的阳光，军人荣耀在这里升华，和

平梦想在东方放飞，新时代中国正在为

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新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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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场馆
广场主入口处，摆放着一尊铸铜雕塑《孙
武》，闭幕式场馆正厅的铸铜雕塑作品名
称为《雷锋》。这两座铸铜雕塑是由著名
雕塑艺术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先
生创作的，集中展现了“潜古·开今”“古
进·今出”的立意构思。
《孙武》以传神达意的方式塑造了中

国兵圣的形象，束发戴冠，右手持剑立
身，左手持简牍背于身后，迎风而立，疾
风鼓荡起宽大的衣袍，一派儒雅清高的
文人风骨，彰显这位东方兵圣秉持的“文
武之道”。
《孙武》延续了“大写意雕塑”的风

格，删繁就简，刀劈斧斫，不事精雕细
琢，高度概括凝练，将人物形象的结构
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似磐石山
岩，如中流砥柱，显出昂扬刚健而不失
儒雅的精神气质，隐藏着不怒自威的磅
礴气势。雕塑定格在虚实相生的瞬
间——中国风骨、东方气韵、文武之道
相互托举，极为传神地塑造了兵圣孙武
军事思想的灵魂。
《雷锋》与《孙武》两座雕塑遥相呼应，

雷锋面带微笑、阔步前行，充满朝气，展现
了雷锋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力量、大爱的
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彰显了中
国军人的崇高风范。

将东方兵学鼻祖孙武的形象立于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场馆广
场，一方面是因为其所著堪称“兵学圣
典”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军事理论家、
研究者广泛认同。目前世界上已有 30
多种语言的《孙子兵法》版本，其影响力
和知名度正在世界文化深入交流发展
的背景下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孙武军
事思想注重虚实、变化、全胜、辩证的理
念早已超越军事谋略层面，蕴含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智慧和不战、
慎战的人文思想，既体现中华传统文化
的核心价值，也体现了现代世界军事思
想发展的核心理念。
《孙武》和《雷锋》这两个雕塑作品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汲取“六法”气韵
生动、骨法用笔之真髓，以“写意”作为创
作支点，传达了开放的文化姿态，饱含着
中国文化的温度，彰显出一种面向国际、
和平对话的文化自信。

军运会雕塑的文化姿态
■王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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