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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的航天科
技事业持续发展进步，特别是载人航天工
程，在世界范围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
响。时代赋予作家一种机缘和使命，用自
己的眼睛和笔墨来瞩望这一伟业。航天
大军的风采神韵、航天英雄不寻常的艰苦
成长历程，实在值得作家认真书写。

继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挺进太空》（河
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 9月）之后，兰宁远
又一部航天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飞
天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 1月）
新近付梓出版。这已经是他的第三部航
天题材报告文学。早在 2009年，兰宁远
就曾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飞天梦》（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10月）。这10年
来，兰宁远稳扎稳打，这些作品描绘了波
澜壮阔的航天画卷，成为一位军旅作家对
时代的真诚记录。

中国的航天事业体现了民族精神的
光彩。兰宁远在他的创作中，牢牢地认
识并把握着这一点。他努力从广阔的生
活中捕捉灵感，寻找航天事业和航天工
作者独特的精神内涵、生活细节和个性
风采。作为长期在航天系统工作的作
家，他深感准确记录、生动书写中国的飞
天之路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飞天梦》是一部全面、深入讲述中

国航天英雄成长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
兰宁远因为工作的原因，曾经接触到包
括杨利伟在内的中国第一支航天员队
伍，对这个特殊方阵有着一定的了解。
2003年，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之后，关
于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很多报道见诸媒
体。兰宁远感到，还应该进一步深入挖
掘、真正触及到航天英雄独特的成长历
程和精神世界。他做了许多扎实的创作
准备，先是研读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史，接着对航天员周边的教练员、心理医
生等人群进行采访。兰宁远努力从心灵
深处准确把握航天英雄的飞天梦想和心
路历程，经过与主人公数十次的交谈，并
亲身体验了航天员的生活和训练，终于
掌握了足够的素材，读懂了他们的精神
世界。《飞天梦》全面、集中地讲述了中国
航天员大队自1998年成立以来十多年走
过的风雨历程。作品并非单纯地歌颂英
雄，而是带着读者一起走进人物的内心
世界去感受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力量。

《飞天梦》出版之后，兰宁远并没有
急于再出新作，他一直密切关注并跟踪
着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进步。到出版
《挺进太空》时，已经过去整整 9 年时
间。这 9年里，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
更多辉煌成就。面对这样一项跨世纪的
国家工程，如果没有权威的、有深度的记
录，很多故事和细节有可能会被时光遮
蔽，航天人的艰辛、智慧和勇气也不会被
更多人知晓。兰宁远对这一题材有了新
的思考和认识，创作的视野也从航天员
系统延伸到了整个工程，从航天英雄拓
展到了整个研制队伍。

载人航天工程涉及的学科范围很
广，几乎都是国际的技术前沿。这对于
中文专业出身的兰宁远来说是个不小的
考验。他要阅读大量的航天历史和航天
技术等多方面的资料，扫清知识上的障
碍。此外，和一般的高科技项目不同，载
人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国家重大工
程。如何对这样宏大的工程做全景式的
书写？怎样选材成为关键。这也是对作
家思想能力的考验。

兰宁远利用不同机会找到直接参
与工程论证、决策和研制的上百位领
导、专家和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来到
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单
位，对工程总体和航天员、载人飞船、运
载火箭、发射场、着陆场等各大系统进
行了深入采访研究。上至工程的决策
层领导、专家院士，下到一线技术员、岗
位操作手，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的领域，
每个行业都有独特的经历，涉及多种学
科，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把这一
切搞清楚，找出研制重点、代表人物和
感人故事，可以想见其工作量之庞大。
兰宁远凭借着坚实的努力理清了脉络、
采撷了珍珠，实现了对载人航天事业的
深入梳理和生动表达。

在《挺进太空》一书中，从古老的飞
天梦想，到“东方红一号”的壮美腾飞；
从中国航天员首次飞向太空，到第一次
太空漫步；从神舟、天宫实现“太空之
吻”，到女航天员的首次出征；从完美的
太空授课，到太空 33天的全新征程……
兰宁远引领读者回望载人航天工程走
过的壮丽航程，表现出了更为宏阔的视
野和胸襟。

十几年与这项工程一路同行，兰宁
远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对工程的
现状和未来有了更加深刻准确的认知，
感受了科学家的情怀和担当之后，向祖
国致敬、为科学赞颂，就成为了更加鲜明

的创作主旨。所以，兰宁远在进一步完
善资料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如
何以文学的方式生动鲜活地呈现国家力
量和民族智慧的层面上。两年后，他果
然不负众望，出版了新作《中国飞天路》。

在这部 30 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
中，兰宁远以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节点
为脉络、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为重点，
把不同阶段、不同系统的重要事件、典
型人物、精彩故事和动人事迹融为一
体，构筑起了清晰明朗又血肉丰满的作
品结构。
《中国飞天路》的一个特点是信息量

巨大。从内容上看，涵盖了从“三垂一
远”的发射模式到瞄准国际前沿的空间
科学试验；从细节上看，有航天员训练时
挑战的生理和心理极限、老一代航天专
家面临专业领域的重新选择、靠创新项
目留住年轻人才、科学家为找到基础材
料自主开辟研究道路……作品既有对国
家与民族命运的宏大思考，又有对个体
人生价值的讴歌与沉思，使读者看到中
国航天人在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披荆斩
棘的艰难之路上所体现出的自强不息的
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兰宁远的作品消
解了历史与科学的“冰冷”，实现了客观
真实的理性思辨与主观体验的情感温度
的交融。相比起前两部作品，兰宁远在
《中国飞天路》一书中，更多地把视角对
准了为工程研制做出重大贡献的幕后人
员，复调式地奏响了航天人的心灵乐章。

在《中国飞天路》中，还有很多鲜为
人知的故事。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次次
成功发射背后的艰辛与坎坷，这些坎坷
和挫折表现出了航天人的科学精神、创
新超越、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亦将中国
航天的艰难探索与豪迈进击深深镌刻在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无论是《飞天梦》《挺进太空》，还是
《中国飞天路》，虽然作品涉及的专业术
语繁多，但阅读时并不会感到生涩繁
冗。兰宁远保持了他一贯流畅、清新、
自然、诗性的语言风格。他笔下的故事
跌宕起伏、充满了命运感，人物语言真
实生动，写出了智慧之美、勇气之美、理
性之美。

时代呼唤英雄乐章，呼唤思想厚重、
艺术精湛、启人心智的文学作品。兰宁
远这一部部阶梯式递进的厚重纪实，显
示出他驾驭重大现实题材的写实能力和
思想能力。兰宁远的航天文学创作是理
性、雄浑的时代记录，也是作家以文学方
式介入科学普及的探索实践。

摹写壮美飞天画卷
——评兰宁远的航天文学创作

■康 璐

汪守德：继长篇小说《长津湖》之
后，作家王筠积七年之功，又推出了
其抗美援朝战争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
部——《交响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 8月）。这部长达七十五万余字
的长篇小说主要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第五次战役为背景，前接长津湖之战，
后延及双方的停战谈判，作品结构宏
阔、人物生动、笔触绵密。

不同于以往多见的全景式叙事策
略，王筠以基层部队官兵的视角切入战
争，对敌我双方进行抵近观察与表现，
糅合了写实与写意、想象与虚构、过往
与当下、灾难与情感、生存与毁灭等诸
多手段和元素，展示战场风云，张扬崇
高英雄。王筠在小说中表现了大小二
十三次战斗，每次的战斗过程又都是各
具形态和不尽相同的，这既反映了战争
的实际状况，也体现了作者的灵性与匠
心。王筠以军级指挥员的间歇性登场，
勾勒出战场的宏观态势；以基层官兵的
浴血奋战，再现战壕真实；将李八里、孟
正平、马永礼、鲍喜来、吴了了、脖颈赵、
喇叭刘父子等一系列看似平凡的小人
物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写出了
志愿军官兵英勇善战、冲锋向前的大无
畏英雄气概。
《交响乐》对战争作出深刻的思考

与精准的表现，彰显出以李八里为代表
的志愿军官兵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
战斗精神。牺牲与存活、失败与胜利、
平常与奇特、冷酷与柔情、清澈与迷茫、
温暖与忧伤等等既对立亦统一的经验
和情感，共同演绎出了雄浑、激昂、动人
心魄的战争交响。王筠笔下的战争肌
理细腻，极富生活质感，留存下丰富的
历史和生命的信息。在作者滚烫而又
冷峻的笔触下，战争不再是平面的、纯
粹的、单向度的，而是多侧面的、多层次
的、立体的，有高光也有阴影，有真醇也
有血污，有崇高也有卑下，历史因此显
得自然而真切、苍凉且厚重。
《交响乐》在浓墨重彩塑造志愿军官

兵形象的基础上，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刻
画敌军形象，表呈出全息的战争图景，具
有更高的认识价值。作者特别注重表现
两军间差异明显的行为模式、战斗特征
和文化心理，这也是作品颇为着力和值
得关注之所在。事实上，除了武器装备
的巨大代差，两军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存
在于方方面面，互为镜像，可以更加清楚
地看清对方，省察自身，这是一种新的文
学发现和表达。作家有意设置了几组对
位的人物关系，对敌我双方进行精确分
析与描写，在无情厮杀的战场之外，也构
建了一重在更高层面上“互见”的理想主
义视角。
《交响乐》的另一特色，是小说叙事

和人物对话语言中大量使用了安徽淮

北方言，这给小说增添了特殊的味道，
而乐器等道具的运用，也增强了人物的
辨识度。乐器无疑是人物身份与性格
外化的符号，也同人物命运紧密地联接
在一起，其所具有的典型的象征意味，
为战争增添了传奇般的音乐色彩，既契
合于“交响乐”这个书名，也承载着作者
对战争历史的独特理解。各个声部的
交响，也是人物命运多层次的交织，通
过战后人物命运的流转表达出作家的
深刻思考。

多年的研究使得王筠占有了大量
的战争史料，这使得他笔下的虚构故
事，往往都有着可靠坚实的史实作依
据，这也为小说增加了史家的可信度与
严谨性。凭借厚实的生活积累、磅礴的
写作激情、强大的叙事能力，王筠把抗

美援朝题材的战争小说扎实地向前推
进了一步。

王筠：实际上，在《交响乐》中我着
重写了三件事情：爱、战争与和平，还有
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也是我写作的
初衷。
《交响乐》通过志愿军某部军直侦

察营、某师医院治疗队、某部穿插营和
美军某空降团战斗群特遣队的战斗历
程，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这
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将铁血沙场和
浪漫爱情、人性光辉和信仰之源等当做
音节、音符和音律，共同演奏出战争与
和平的交响乐。

战争本身的不同、作家关注战争视
角的不同，意味着战争文学作品的不
同。我年轻时读战争文学作品，无论是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肖洛霍夫
的《静静的顿河》，印象深刻的是其宏大
的视野和史诗般的架构，它们无疑都是
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后来读拉夫列尼
约夫的《第四十一》，读君特·格拉斯的
《铁皮鼓》，读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
路》，以至于欣赏当代的战争电影《拯救
大兵瑞恩》《战马》《血战钢锯岭》等，一个
突出的印象是，那种宏大的史诗叙事已
经渐行渐远，个体的、人性的力量却越来
越被重视，作品也更有穿透力和感染力。

爱的力量，成为我创作《交响乐》的
最初萌动。在我讲述这样的一个战争
故事的时候，无论是李八里将自己唯一
的军大衣作为定情之物托付给新婚妻
子王翠兰，为了滞留敌后的志愿军伤员
而毅然决然地选择抗命；无论是师医院
治疗队医生王翠兰以口导尿、救治小腹
中枪的喇叭小刘，教导员孟正平对战士
黄毛执行“战场纪律”；还是美军特遣队
纽曼中尉和志愿军女战士吴了了、文化
教员马永礼等为了交战双方的伤兵而
付出生命的代价，诸如此类的故事情
节，都包含了爱的存在。爱，在战场上
变得广义、繁复、琐碎、粘稠。人性之
爱、战友之情、男女之恋、阶级感情，对
国家和民族的无私付出与奉献，这些复
杂厚重的情感构成了《交响乐》最为显
明的基调。在《交响乐》中，最刻骨铭心
的是爱，最残酷的也莫过于剥夺了人和
人之间的爱。战争的残忍与严酷、崇高
与伟大，或许都蕴含其间。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堪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更是一方真实、
厚重、富饶和多姿多彩的文学富矿，在
这片土地上用心耕耘、耐住寂寞，早晚
会长出庄稼来。《交响乐》的扉页上印着
这样一句话：“战争的最高境界或者说
战争的终极目标在于和平。但是，今天
的和平，不过是为了明天的战争而准
备，或者说，是为了更加长久的和平而
准备。”这是我对于战争的认知和理
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战才能止战，
能战方能言和。所有的和平都是打出
来的。我们现在常说定力，定力来自于
底气，底气源于实力。一言以蔽之，为
了世界的安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抑止战争和
打赢战争。当年朝鲜战场的和平是这
样打出来的，今天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战争的生灵涂炭不仅给参
战各方带来了灾难，也给全世界带来了
灾难，多少爱恨情仇都淹没在这场残酷
的战争里了。在战争的尽头，是否还有
另外一种历史的面相？战争中个体的
命运是否也可以葆有另一种可能？这
也是《交响乐》所要表达的另外一重思
考。凝望遥远而模糊的历史地平线，风
景别有洞天。当代的中国作家必须有
创造性的洞察与发现，这样的发现将会
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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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东的中篇小说精选集《阿基
米德定律》（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6
月），收录了作者发表于《人民文学》
《当代》《十月》等刊的中篇小说佳作。
其中最吸引读者目光的当数《阿基米
德定律》，这部中篇小说原载于《当代》
2018 年第 5期，先后被《小说选刊》《小
说月报》等转载。作家用沉实厚重的
笔调，讲述了一个感伤而又温馨的故
事；在繁复多义的叙事中，演绎着沉与
浮、美与丑、悲与喜的三重合奏，于虚
构的故事框架中贯穿丰富、精微、细腻
的细节描写；传达了作家对道德秩序、
伦理选择和价值世界的肯定，以及对人
“应该怎样生活”这一严肃问题的审美
化思考。

在这部小说中，阿基米德定律作为
富有哲理的核心意象，其中的漂浮、悬
浮和沉浮的三种状态，暗含了人的生存

状态，隐喻了人物的命运。的确，固体
之于流体，在一般情况下三种状态并不
是静止的，而是运动变化的，这跟固体
的体积、重量与液体的构成和数量相关
联。个体生命之于社会现实生活也是
同理。城市和乡村就如同两道堤岸，小
说中的人物在生活流态里不由自主地
漂浮、下沉、悬浮。主人公马娜虽然历
尽坎坷，却并没有褪去淳朴、美善的底
色，最终彰显了人的尊严、灵魂的重量
和更为坚实的生命原则。

张学东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奇人奇
事奇境带有戏剧性和夸张性，在相互对
照的叙事描写中，更加集中、鲜明地凸
显了作家的审美追求。主人公朱安身
外表丑陋和内心善良构成了强烈对
比。实际上，朱安身是个好男人，品学
兼优、酷爱学习、勤于锻炼、乐于助人。
来到城市后，他钻研业务，努力工作，与
人为善。在其冷淡、内向、沉默的表情
之下总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即善良、诚
信、倔强、自尊和洁净的灵魂。正是这
些可贵的内在精神品格，使得他在生活
的重压下终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维

护了自己做人的原则，矗立起值得珍视
和坚守的人格尊严。朱安身心灵美的
光芒最终穿透了外表丑陋的硬壳而烛
照出灵魂的纯粹与美感。

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心理
世界等层面，运用一系列对比的艺术方
法，酝酿积蓄起震撼人心的力量，使朴
素平淡的生活具有了思想的深度。个
体生命中所存在的负面质素和消极意
义被揭示、批判和否定，人类生活中具
有积极意义的普遍道德、伦理和价值诸
如质朴、善良、勤劳、智慧、同情、怜悯、
正义、责任、信任、希望、信仰等被认可
和张扬。

张学东在小说悲与喜的调性转换
过程中，自然地整合、提取出另一种独
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小说人物
的行为在本质与现象、动机与效果、目
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着抵牾，偶然之中
隐藏着必然，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
的。方寅虎的霸道横行、马娜对自尊
和道德底线的坚守、朱安身对人格和
正面价值的捍卫，深刻揭示出真诚、美
善、坚强、执着的生命往往要伴随着苦

难和悲怆的现实，而这种强烈的对比
超越了纯粹悲剧或喜剧的界限，将读
者的阅读感受从震撼、悲伤转化为对
勇敢、正直的同情、感叹和赞赏。悲离
不开喜，喜也离不开悲，喜和悲的结
合、转换、融合，使人物和故事处在生
活的漩涡中，运动着，变化着，形成了
戏剧性的张力。其中的关键条件在于
对突发事件合理性的铺垫和描写，外
部环境所产生的无法抵抗的强大力
量，催动了小说由悲向喜的情节转换。

作家通过对人物处境和命运遭际
的细腻描摹，展现了对生命和存在的形
而上思考，这种思考自然会触动读者的
头脑和心灵。真正优秀的小说写到人
生、命运的层面还不够，还要向着人性
和灵魂的深层掘进。《阿基米德定律》在
城乡、沉浮、美丑、悲喜的交错互见中，
编织起繁复深刻的多维结构；呈现出人
性丰富的层次和深刻内涵，更有力度地
揭露人性丑，赞扬人性美；观照人类的
精神存在并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为读
者提供了一种复杂深沉的审美体验和
思想智识。

沉实而高蹈的审美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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