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长征副刊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 星期六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45分 印完5时05分

责任编辑/张书恒E-mail:wenyuan81@126.com

乔迁了新居，我独自占据了一个二十

平方米的大书房，有模有样地挂上了“索

源斋”的匾额。“索源斋”是我的书斋名，匾

额是几年前请一书法界朋友挥毫题写的。

有道是，“家有万金，不如藏书万

卷”。家中自然没有万金，却有藏书一万

余册。偌大的书房，二米七的高柜紧连

天花板，六米半的书架一字形排开，柜架

与墙壁浑然一体，端坐其中，顿有“坐拥

书城”的感觉。中式的写字桌上，文房四

宝一应俱全，数幅字画装点墙壁。背后

临窗一排大理石台面的组合桌柜，上置

端石与绿植，生机盎然，书香扑面。一

茶，一书，一窗，一几，若是“偷得浮生半

日闲”，自然是“心情半佛半神仙”了。

书盈四壁，汗牛充栋。书籍多了，

查找书籍便成了一件既头疼又费时的

事情。有时为了寻找某本书籍，翻箱倒

柜，上下折腾了一晚上，却无论如何查

找不着。明明前几天一直在眼前“晃

悠”，真到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了。

只好分类管理，按部存放。于是，

我根据自己的藏书特色与读书嗜好，借

鉴《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分类法，将全

部藏书分成了“四库八部”，依次命名为

经、史、子、集、雅、方、赏、拙。“经史子

集”是借用了《四库全书》的分部名称，

而“雅方赏拙”纯属我“个性化”的“专

利”。为示醒目，又将此八字用篆体电

脑刻字，堂而皇之地贴在书柜上。

当然，我的“经史子集”与《四库全

书》的分部法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是借

其名而已。且看我的“四库”：经，陈列

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史，收录各类历史

著作；子，罗列文史外的其他百科；集，

保存现代文学作品文集。

我新创的“雅方赏拙”：雅，书法美术

艺术类图书；方，摆放各类方志家谱；赏，

收集名家签名本与文友赠送的签名本；

拙，便是自己的拙作，存放发表过的几百

篇作品的样刊样报样书。

有斋则有名，有匾则有联。搜肠刮

肚了一阵子，我终于撰出了一联：“家藏

四库八部开卷益，志励三余六积精业

勤。”上联状藏书之丰，下联云自勉励志。

联中的“三余”，用了三国董遇“三

余”读书的典故。何为“三余”？即“冬者

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三余”读书与欧阳修的“马上、枕上、厕

上”“三上”读书有同工异曲之妙，皆为利

用一切碎片化空闲时间勤奋读书。

联中的“六积”，便是我读荀子《劝

学篇》后的感悟与思索。从《劝学篇》中

的“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的

“三积”，引申为“积微成著、积善成德、

积厚成器、集思广益、积本求原、积功兴

业”的“六积”。

用“三余”“六积”入联，就是自勉励

志，要惜时勤读，广积成才。“读书足以怡

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虽俗务庸事缠

身，但若有闲沏壶香茗，与名著为伴，与

大师为伍，守得宁静，远离尘嚣，置身其

间，读书作文，我愿足矣。

家藏四库八部
■许国华

《兵日志》（航空工业出版社）是

一部描述新时代士兵生活的长篇散

文随笔，是士兵成长、人生历练的实

录。该书以一名爱好音乐的落榜高

中生冯兵为主线进行编撰，通过新兵

训练和初到军营的生活细节，反映了

一名地方青年蜕变为一名合格军人

的酸甜苦辣，体现出作者对军旅生活

的深情回望和对战友的深深挚爱，刻

画出基层战士的生活、训练细节以及

内心世界，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部队

生活、训练常识，也能为探索带兵规

律提供参考。

《兵日志》

记录士兵成长经历
■陈俊龙 张熙平

捧读赵风云、张良合著的长篇小说
《导弹兵王》（安徽教育出版社），一股清
新的军营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两
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第一次把创作的
笔触涉猎长篇小说创作。书中浓郁的
军营生活韵味、扎实深厚的生活功底，
让读者品味了真正来自生活第一线的
那种特有的军营生活气息。当细细读
完这部 30余万字的作品，我切切实实被
作者讲述的故事震撼了、我为作者扎实
的生活积累而由衷地赞叹。我认为，这
是近一个时期以来称得上是真正直面
生活的优秀之作。

读《导弹兵王》，我们不能不由衷地
叹服两位新闻工作者捕捉故事、善于讲
述细节的能力。作品写了一个普通的士
兵，并且入伍数十年一直都是一个士
兵。小说的人物原型是我导弹部队一个
名叫王忠心的英雄模范。王忠心来自安
徽徽州农村，他用满腔的忠诚当好一名
普通士兵，在导弹部队关键岗位担负维
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这么一个憨厚
朴实、不善言语却精于业务的士兵，由他
带的兵先后成了他的上级，甚至成了将
军，他却依然如故地是一名普通一兵。
特别是当他服役期满回到故乡，正在与
妻儿团聚，开始打理自己小家的生活时，
国家召唤，一纸命令又把他重新召回原
来的岗位，工作依然是一个操作导弹发
射的普通士兵。重新归队后，他依然兢
兢业业地工作，当好一颗普普通通的螺
丝钉，在关键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效
力。后来，他立了大功，在平凡岗位上创

造了诸多不平凡的业绩，成为获得“八一
勋章”的英雄。作者基本是按照主人公
成长的足迹去结构小说的，但循着这个
士兵的成长之路，我们看到一条真实的、
伴随人民军队发展、从战士到英雄的当
代优秀军人的成长之路。

两位作者堪称编织故事的能工巧
匠。他们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善于提炼
人物故事，善于从人物几十年的经历中
提炼出最能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时代精
神的故事。要把生活中的典型故事写成
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最忌讳的是受真人
真事的局限。这部作品恰恰是以生活中
的真实人物为底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
肉的文学意义上的士兵形象。依据人物
的成长史，作者为我们叙写了一个个一
波三折、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比如，作
者一开始就写到王忠心提干的三度落
空。提干，对于有过军营生活经历的人
来说，是命运的重要转折，也是个人价值
实现的一种体现。但是，王忠心第一次
提干失败了，他目送自己的同年战友陈
大豪走上军官岗位，依然像往常一样默
默地在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但第二
次、第三次提干连遭失败，这对他是非常
严峻的考验。作品非常详细地写了主人
公面对这些重要变故的心理状态，写了
他的思考和他一如既往的工作精神。此
后，不论是参加重要演习，还是应对突发
任务，王忠心都表现出一个士兵的大局
精神。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故事，写出了
一个士兵的家国情怀和大局意识。

一个人一个时间做一件事也许是容
易的，但当它成为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
子的一种常态时，就是一种可贵的精神
品格。支撑王忠心整个军旅生涯的正是
这样一种可贵的精神品格。把这样一种
战士品格写得生动逼真鲜活，是《导弹兵

王》的鲜明特点之一。
《导弹兵王》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对主

人公王忠心已经解甲归田又重新被召回
的这段描写。的确，作为一名军人，只要
你穿过军装，即使你尽完义务，离开军营，
但一旦祖国召唤，你必须义无反顾地听
从命令，重新回到战斗岗位。这是每一
个军人的光荣使命和职责所在。但是，
对王忠心来说，他毕竟已经超额完成了
十多年的服役使命，并且他的小家庭刚
刚组建。恰在这个时候，部队一纸电报
召他归队。作者对这一段的描述，简练、
简洁，说王忠心看到电报，几乎没有任何
犹豫，立即丢下农具离开农田，赶往回部
队的车站。这样一种召之即来的服从意
识和大局观念，表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
家国情怀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作者
的笔墨简练而清晰：“杨红苗记得那天，她
见一贯稳重的丈夫拿着那封电报在挂满
衣服的裁缝铺里转起了圈圈，他好像有
好多事要做，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他
是亢奋的、精神焕发的，眉毛和嘴角的皱
纹都是往上挑着的。他整个人好像笼罩
在了无形的光圈之中。显然，这个退伍
仅仅半年的老兵瞬间进入了待命出征的
状态。”寥寥数语，便使一个服从命令听从
指挥的老兵形象跃然纸上。
《导弹兵王》设置了众多的人物形

象，但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栩栩如
生。陈大豪、游小平、杨磊，包括王忠心
的妻子杨红苗等，这些人物都是来自生
活的积累，都是活生生的当下社会的人
物，都不是对主人公王忠心的简单陪衬
和烘托。作为王忠心的战友、同事和家
人，他们与王忠心或者有工作、生活的矛
盾冲突，或者是竞争的对手，但是他们都
因受到王忠心精神品格的感染而使自己
的精神境界得到不断提升。这样一种提

升，也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信。特别
是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十分感人。当
已经成为王忠心上级的陈大豪与王忠心
难得会面时，很多人以为这是必不可少
的冲突和尴尬，但谁都没有想到，王忠心
见到陈大豪，规规矩矩地向自己的老战
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让陈大豪感
动不已。他没有想到，这个因各种原因
没有提干，可能比自己更优秀的战友和
同年兵，竟然会这么礼貌地尊敬自己。
一个看似简单的礼仪，表现了主人公的
境界和情操。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看
似平凡却感人的故事，写出了一个军人
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
肉的现代军人形象。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者对待
生活的真诚态度。我们从作品中读到的
更多的是质朴和隽永，是率真和真情。
作者没有追求华丽的辞藻，没有编造离
奇的故事，字句之间是一种流淌的真
情。很多故事如果没有生活的体验，没
有对部队生活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是不
可能写出那么多生动感人的细节的。作
者依据原型人物的故事进行了文学的再
创作，更准确地说，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
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小说。

当我们读到《导弹兵王》这样一部
来自生活一线的作品时，有一种发自内
心的感动。当下的军营生活和军人正
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写好变化的军
营和新时代的军人，没有对生活的深刻
体验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部作品中透
着的生活真实，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
距离，让我们读起来倍感亲切和亲近。
我们有理由为这样一部散发着时代气
息的优秀之作击节叫好，也希望我们的
文坛多一些与时代同步的、“现在进行
时”的优秀之作。

来自基层军营生活的吟唱
——评军旅小说《导弹兵王》

■陈先义

祖国，在每一位赤子的心中，无论
何时何地，一定是最能温暖心灵的词
汇；而诗歌，则是他们用来抒发对祖国
母亲炽烈情感的最优美的语言。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70年的披荆斩棘、70年的风雨兼程、70
年的波澜壮阔、70 年的春华秋实……
当祖国的诞辰与诗歌相遇，所有向上的
金色的诗句一定会像那铺满了硕果的
秋天一般，全都能化作滋养生命的血
液，流淌在我们时刻充盈着爱国主义情
愫的心间。

李少君主编的《我亲爱的祖国：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朗诵诗选》（中国
言实出版社）一书近日出版，这是以诗
典的形式向新中国 70华诞献上的珍贵
礼物。编者以“我亲爱的祖国”为主题，
从成千上万件优秀诗作中遴选出 70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歌颂祖国为主题
的作品。其中，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
《新华颂》《我们伟大的节日》《相信未
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热爱生
命》这些经典的诗篇，也有《西部高原》
《亲亲祖国》《酒泉航天城》《小道与大
道》《辉煌之路，我们一起走来》等新时
代的颂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
用大量的篇幅，收录了活跃在当下诗坛
的著名军旅诗人如曹宇翔、姜念光、宁
明、康桥等歌颂祖国的真情诗篇，将在
主旋律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的军旅诗歌
重新置放于新时代诗歌大潮的最前沿。

一遍一遍地品读这一歌颂祖国诗章
的选本，我们不难发现，生活在新中国伟
大时代的诗人们无一不是以饱满的激
情、火热的语言、豪迈的笔触和蓬勃的憧
憬来抒写对祖国的热爱和崇敬之情。他
们写对祖国的热爱：“谁能不爱自己的祖
国呢/‘祖国’，当你轻轻说出这个词/等

于说出你的命运、亲人、家乡/而当你用

目光说到‘秋天’/那就是岁月，人生啊，

远方”（曹宇翔：《祖国之秋》）“祖国，我是

你日夜奔涌的河流/每一滴水都携带着

幸福的闪电/如果不是因为爱/我怎么会

从自己的胸膛/劈出长长的河流”（康桥：
《祖国，我是你日夜奔涌的河流》）……热
爱从真诚的心灵中而来，从深情的欢悦
中而来，从金戈铁马的热血中而来。

他们讴歌信仰：“是不是所有的新
兵，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夜晚/仿佛突然长

大成人，开始承担命运/并且突然清楚地

想到了：祖国/这个磐石的、炉火的、激流

的词/装上了热血的发动机，让他/从此，

胆量如山，一生怀抱利器。”（姜念光：《祖

国之夜》）“海已开封，航道解冻/让我们

解开缆绳扬帆出海/驱驰波涛奔涌抵达

天边的云霞”（李少君：《春风再一次刷新
的世界》）“如今，虽然没有硝烟，没有战
火/保卫母亲河的战斗一样惊心动魄/一

股绿色的浪潮正在全国、全球涌动/祖国

秀美的山川，将在我们手中再造！”（张
锲：《我的祖国，我的母亲河》）……信仰
自捍卫而来，自开拓而来，自一种壮志满
满的自信而来。

他们抒写壮阔的强国强军实践：
“一个庞大的机群，将穿行在地球未来

的上空/用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航线/编织

出一张巨大的天网，为全人类/日夜打

捞，最吉祥、美丽的礼物”（宁明：《起飞
中国》）“站在高高的山岗/我展望啊/我
展望到/我们强大的航母舰队/喷薄欲

出/即将驰骋在蔚蓝的海洋/捍卫世界的

和平/镇守祖国的海疆”（尹元会：《海洋
强国的曙光》）“绘一张/史无前例的天
文科学的蓝图，画一张超乎完美/的

圆。然后，将人类的目光向着60亿光

年/的外太空顺延，并就此搭上地外文

明的天线/甚至是将整个寰宇：坚决、彻

底地狩猎”（吴治由：《中国天眼》）……
壮阔展现于蔚蓝的天空、展现于深邃的
海洋、展现于浩无极限的宇宙之苍茫。

这个诗歌选本的特色还在于，非常
注重诗歌的音乐性，所选诗作都是适合
朗诵的。比如诗人写香港回归：“香港，
让我紧紧拉住你的手吧/倾听最后一分

钟的风雨归程”（李小雨：《最后一分
钟》）；诗人写川藏线竣工：“我们应该是
通向喜马拉雅的/最高海拔”（其然：《川
藏线》）；诗人写港珠澳大桥通车“这枚闪
光的奖章/别在华夏民族昂首阔步的胸

前”（邵悦：《港珠澳大桥》）……无一不交
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强烈的时代感，宛若
一曲多声部的礼赞式交响，一遍一遍地
品读，一次一次地令人荡气回肠。

值此新中国 70 华诞即将来临之
际，这部集思想性、艺术性、史料性于一
体的诗典的出版，不仅是编者献给祖国
母亲的一份礼物，也是诗人用真诚育成
的一捧明珠，给人自豪与力量，催人深
思和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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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2008年 4月的一天，看见《解放军文
艺》连载长篇小说《戎装女人》，也曾在长
岛军营待过的我，冒昧地给未曾谋面的作
者刘静写了索书信。没想到4月30日，她
不仅如愿寄书，还加一本《父母爱情》，并
附一纸感念长岛的祝福信。如今，一代才
女命殒 58载旅程，顿生失落和惋惜。此
时再读书中人物，深感其作品不啻是和平
年代充满家国情怀的一曲长歌，这旋律令
人回味、令人心动，令人礼敬。
《戎装女人》2007年由解放军文艺出

版社出版，是一部描写原生态军旅女兵生
活的著作。小说以女性视角透视现代军
营、家庭的每个角落，辐射大千世界的芸芸
众生，紧紧围绕“爱”和“情”两个字展开。
家庭之爱、官兵之爱、军人职业之爱和祖国
之爱，以及浓郁的亲情、友情、爱情等相互
交织，故事新颖，人物生动，情节巧妙，语言
诙谐，品位高雅。既具现实生活感，又有时
代气息；既是家国情怀的展示与抒发，又是
对“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体现和演

绎。这或是作品的创作风格之一。
女主人公吕师无疑是军事人文背景

下最优秀的戎装女人。她从神秘的“一
号台”话务员干起，一步步走上某通信总
站政治部主任的师级领导岗位。这个优
秀不只源于军人世家的底蕴和红色基
因，放在当下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下，她都
出类拔萃。这出自她心性向上向善、永
不言败的本质，也取决于她强烈的责任
意识和对人对军队无私无畏的爱。吕师
及家人和战友陈昆、王恩江、江山等，都
以不同的性格、迥异的面孔纷纷登台。
且不论干部子弟还是农家“军哥”，几乎
所有负重前行的军中男儿在这样一个女
性居多的氛围里，都得到女作家的由衷
赞赏。这是作品的另一创作风格。

这部作品有很多地方有别于其他军
事题材小说。其中对军事禁区内的家庭
生活和情感天地动人心弦的描写，不能
不说是一个创新与突破。军营和军属是
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没有生活在真空世
界，没有生活在世外桃源，而是与社会息
息相关。长期和平环境下虽无战事，但
军营与军人生活中的矛盾无处不在、难
以回避，吕师更是矛盾的焦点与核心。

吕主任像一株绽放的海棠花，在绿

草如茵的大草原既美艳又孤单。尽管她
有女兵连这个后花园，有为数不少的女
兵这些小花作陪伴，但这个自以为继承
了父辈血脉的军中花木兰，注定是穿军
装的“女君子”、女军官中的“大丈夫”。
团政委郭立业去给他爹过七十大寿返程
途中车毁人亡，他请没请假、跟谁请假，
性质和后果截然不同。当口头批假的那
位当事人躲躲闪闪、死不开口时，吕师挺
身而出，负起批假责任，“保护”了死者和
杨参谋长。人们由衷敬佩她在有可能影
响其仕途的关键时刻，甘愿以个人处分
为代价，却维护更高尚、更纯洁、更终极
的坚守。这亦是作者的禀赋、人格和处
事原则。

从女人、女兵、女军官到女大校的路
很漫长，也很艰辛。从军阶上说，吕大校
距少将军衔似乎仅一步之遥，却如同千
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她的身边人关
心，她的丈夫和儿子关心，她的老八路父
亲更关心。吕振堂老人痛恨去了日本的
四儿子吕营，甚至到死也不愿见他一面，
而对吕师则厚爱、厚望有加。弥留之际，
期盼女儿成为将军的夙愿让他死不瞑
目，直到吕师不得不违心地在他耳边许
下一个美丽诺言才驾鹤西去。然而结局

却是，吕师被平调到一个类似边缘化的
单位直至退休，未免让人失望和遗憾。
在这里，当上将军与否不仅仅是光宗耀
祖那么简单，恐怕其中还有更深的东西
蕴含其间。是精神寄托、是信仰使然，还
是穷其一生的追求？

书外的刘静与书里的吕师自然天成、
浑然一体。她典型的山东人性格，风趣幽
默，大大咧咧，却重情重义，心细如丝；她并
不富有，却仗义疏财，悦人悦己、暖人心怀；
她才华横溢，著作颇丰，无奈天妒英才，令
人扼腕痛惜。吕师由话务员到师级女军
官，其间虽深藏无数曲折与生活智慧，思
想深度和情感温度也不尽相同，但两人的
家国情怀并无二致乃至惺惺相惜。正如
刘静所说，“吕师在我心中待了整整 12
年”。可见人物分量之重。她跟吕师一起
成长并进而从中找到自己。作为一名优
秀军旅作家，刘静用毕生心血寻找、打磨、
塑造平淡生活中的温润、温馨人物。作者
一如她笔下的吕师，内心极其干净，一尘
不染，世俗的名利根本不入她眼。她用侠
骨柔情把阳光播撒每个心田，用剑胆琴心
唤来张张笑脸，用宁折不弯衡量人生得
失。哪怕罹患癌症，她也要把真挚带给战
友，把欢乐传递读者，把温暖留在人间。

十多年前读《戎装女人》，留下印象颇
深；如今复看作品，尤感书如其人，人品决
定书品。人的生命不能永恒，但作者笔下
人物饱含家国情怀的思想、精神、灵魂却
会永生。说不尽的传奇才女已经远去，而
其作品早就深入人心、且与世长存。愿远
行的刘静与所有热爱、怀念她的广大读者
观众和亲朋好友们共同欣赏、感受这岁月
静好里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一曲家国情怀的歌
—再读刘静的长篇小说《戎装女人》

■岳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