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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然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

军队文艺战士吹响号角、及时发声，

弘扬正气、传递信心，用文艺的力量

激励前方将士，鼓舞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在暗夜，在黎明，在路

上，在战位……一首首歌曲、一篇篇诗

歌、一幅幅画作、一段段视频，汇聚成

一股强劲力量，再次展现军事文艺始

终与人民军队同频共振，始终为战斗

力服务、为官兵服务的战斗本色。

一

广大军队文艺战士向战而行、为

战而歌，把医务人员作为表现主体，用

笔墨、颜料、音符、影像绘就一幅幅抗

疫英雄谱。解放军文工团等专业文艺

团体发挥主力军作用，组织创作的《因

为有你》《解放军来了》等歌曲被广为

传唱。经词作家王晓岭、李小军填词，

乐曲《钢铁洪流进行曲》被热血奏唱，

一曲《胜利召唤》尽显子弟兵铁血担

当。舒楠作曲的《坚信爱会赢》等一大

批音乐作品从线下唱到线上，音符中

迸发的力量，鼓舞着一线医务人员的

士气。第970医院保障处参谋、青年军

旅作家王昆将笔触对准进驻火神山医

院的战友同事，废寝忘食地创作出20

多万字的作品。

抗疫斗争中，军队广大文艺工作

者为什么有如此令人振奋的表现？一

方面，是因为军队文艺轻骑队的使命

所在。当灾难来临，文艺战士以自己

的真实情感和使命意识，与人民群众

同呼吸、共命运，在创作过程中把人民

军队爱党爱国为民的热血情怀融入军

事文艺的血脉，留下时代的见证，张扬

了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

是因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呼唤艺术的表

达。军事文艺有责任通过艺术创作定

格疫情中的感人记忆，凝聚全国人民

的精神意志，尤其是那些令人潸然泪

下的故事、困难时的担当、绝境中闪耀

的人性光辉。可以说，在此次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军事文艺创作以更宽阔

的认知视角，抒发了对家国和时代的

理解感悟。

二

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军队

文艺工作者主动担当、迅即反应，使文

艺凝心聚力的特有优势得到很好发

挥。他们以特有的创作方式，推出直

击人心的作品；他们把疫情下的苦难、

团结和希望告诉人们，真正做到了把

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

来。抗疫以来涌现的众多作品，真实

再现举国一盘棋共同抗疫的感人场

景，真情礼赞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真

诚讴歌守望相助的人间大爱，如战鼓

和号角般持续提振信心、鼓舞斗志。

遥想烽火硝烟年代，我军战地宣

传队三五人就组成一队，轻装上阵、

便捷灵活，用现编现演、鲜活生动的

快板书、战斗歌、活报剧等，形象地

反映部队官兵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

英雄事迹，鼓舞军心士气。实际上，

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军事文艺创

作都不曾缺席。抗战时期，《黄河大

合唱》等一批经典作品，成为人们的

精神支撑。和平年代，《为了谁》等

文艺作品，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深情传递。

这是军事文艺始终不变的品格。

军事文艺诞生于炮火硝烟，服务的是

广大官兵与战斗力建设。“我愿让音乐

成为战歌”，这是我军音乐人的共同心

声。这些年，一些文艺作品为何生命

力和感染力不强？根本原因就是淡忘

了文艺的根在人民，疏忽了军事文艺

源头活水在基层，轻视了军事文艺创

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我军著名歌剧

艺术家白刃，战争年代为了丰富积淀、

寻找素材，几次主动申请到一线参加

战斗。“白刃”这个笔名，就是在攻打白

彦战斗中，亲历与日本鬼子拼刺刀而

来。为创作剧本《兵临城下》，他到大

江南北的部队采访，耗时近半年；为了

写好歌剧《莲花湾》，他在荆江分洪、佛

子岭水库、官厅水库等工地上，与官兵

和工人一起劳动两年多时间。从白刃

的创作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

案——从事军事文艺工作，就得牢记

“姓军为兵”使命职责，把精力放在服

务官兵上，把创作的根扎在军营里，做

好一名文艺战士应有的样子。

三

回望每一个危急时刻，回味每一

个感动瞬间，军队文艺战士在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以集结的方式走在

这个特别的春天，用行动彰显了文艺

轻骑队的诸多新时代特质，让历久弥

新的军事文艺更加熠熠生辉，也给我

军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颇多理性思

考和有益启示。

对文艺创作者而言，讲好抗疫故

事，既意味着责任又充满挑战。面对

灾难，中华民族所焕发出来的坚毅品

格和强大凝聚力，撞击着每个人的心，

构成了一道精神风景线。这是艺术创

作的宝贵财富。抗疫文艺不是个人的

命运书写，而是群体的命运合奏。没

有饱含真挚情感的理性思考，抗疫文

艺创作就可能沦于浮躁的表达。如何

从人与自然、人性与伦理、社会与道德

等方面继续深入探讨文艺创作问题，

是值得文艺工作者在未来认真思考的

命题。

对军事文艺来说，时效性和长效

性同等重要，迅即反应和潜心创作都

不可或缺。越是创作重要的题材、复

杂的经验、浓烈的情感，越需要时间沉

淀和深入酝酿。广大群众期待艺术家

在第一时间推出表现重大事件的优秀

之作，而创作者往往要在资料积累、情

感沉淀、艺术升华方面投入时间与精

力，才可能有真正的精品力作问世。

疫情过后，军事文艺创作仍是一条漫

长而宏阔的征途，广大军队文艺工作

者还需要静下心来创作，下苦功夫打

磨，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板凳坐得十

年冷”的境界，笃定恒心、倾注心血，打

造更多优秀作品，推出更多反映强军

实践的时代经典。

突然来袭的疫情，让我们看到了

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有的样子。强军

事业呼唤强军文化。踏上新时代新征

程的军队文艺轻骑队前路漫漫、任重

道远。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把姓

军为兵、服务打仗作为根本任务，聚焦

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真诚讴歌强军先

锋、打赢尖兵，激发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血性胆气，塑造鲜活生动的新时

代官兵形象，形成具有鲜明战斗品格

和英雄气质的军事文艺品牌。

向战而行 为战而歌
——“人民军队支援地方疫情防控的文化思考”系列文章之五

■丁小炜
今年是我入伍的第19个年头，在

军营里算得上是名老兵了。但战友们

都说我心态年轻，走路风风火火，工作

状态始终满格。

事实上，我偶尔也会懈怠。去年

年初，连队接到陆军组织“砺装-2019·

维修能手”集训的通知。虽说是装备

维修专业集训，但在内容设置上加入

了大量战斗技能课目。说实话，考虑

到自己年龄偏大，体能基础偏弱，加上

在射击课目上有短板，权衡再三后，我

没有报名。

但是连长、指导员非常想让我出

战。我能看出他们眼神中的恳切：这些

年，连队在各级集训比武中都没有拿得

出手的成绩，急需一份叫得响的荣誉给

大家提提气。我跟装备维修打了18年

交道，自然是完成任务的首要人选。指

导员拍拍我肩膀鼓励我：“老将出马，一

个顶俩。”

可我还是缺底气：报名的好几名队

员都是我带出来的徒弟，要是任务搞砸

了，我这师傅的面子往哪搁？指导员见

状用上“激将法”：“你这兵越当越久，怎

么胆子越来越小呢？”

这句话警醒了我。是啊，当兵这么

多年，我怎么变得这么软弱，连拼一把

的胆量都没有了？

“只要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我就此下定决心。我的目标很简单，就

是要作为“老兵代表”亮亮相，给连队争

个光。

成功之花需要汗水的浇灌。为了

拿到集训“入场券”，那段时间，我一边

强化体能，一边苦练技能，每天钻进修

理车间，跟装备泡在一起。一手油、一

脚泥、一身汗，铆着一股劲，不厌其烦地

反复拆卸、分解、清洗、组装……1个月

下来，我安装拆卸装备600多次，用掉

铅封丝数百米，最终如愿入选集训队。

但是随着集训时间的推进，我的射

击短板日益凸显，成绩不理想，而且压

力越大成绩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负

责集训的赵参谋见我一副愁眉苦脸的

模样，开导我说：“只要用心去做，不管

结果如何都不后悔。”

简单的一句话一下子说到我的心

坎里：“豁出去拼一把，何必畏首畏尾？”

道理想通了，心理包袱就放下了；轻装

上阵，训练激情也上去了。我不知疲倦

地扎在射击场，捧着笑脸找教员“开小

灶”，厚着脸皮请射击指挥员多给几发

练习弹，把管用的射击经验都记在本上

随身携带，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为了

修正自己的射击习惯，每一轮射击完毕

后，我都跑到靶壕认真检靶，仔细分析

弹着点。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老

兵就要有老兵的豪气，兵龄越长越要拼

搏争先；只要还能再向前迈一步，那就

要继续前进；即使倒下，那也一定是倒

在冲锋的路上。

集训考核不仅是个人战斗能力的

大比拼，更是团队协作能力的大检验。

按照规则要求，完成单兵战斗技能考核

后，要进行综合维修团体赛。每名队员

都要在各自点位上寻线排障，其中很多

故障仅凭一个人、一双手是排除不了

的。可是，团队里每个维修工种只有一

名队员。第一次合练的时候，大家各自

为战，手忙脚乱，打了“败仗”。怎么

办？作为团队中兵龄最长的老兵，大家

都等着我拿主意。遇到困境时能够心

中沉稳、手上有招，这正是一名老兵的

底气所在。在认真研究集训考核规则

的基础上，我给大家制定了“一专多能”

训练方案：不分职务和兵龄，能者为师；

每个人必须熟练掌握各工种的维修技

能，通力协作。我带头当起了学徒，从

零开始，向初级士官学技术，给自己的

徒弟当助手。只要能够提高维修速度，

我随时补位。我的状态也带动了大家

的积极性。经过一段时间强化训练，每

名队员的综合素养都有了质的飞跃，团

队协作能力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集训考核的日子终于到来，我们信

心满满，势在必得。最终，凭借大家出

色的单兵战斗技能和流畅高效的团队

协作，我们一举夺得陆军团体第二名的

好成绩。我个人也获得单兵技能赛第

一名，创造了连队的历史。

载誉而归，队友开玩笑说：“队有一

老，如获至宝。”善意的笑声中，我看出

了大家对我的肯定，也愈发感到：安于

现状、止步不前，不应是老兵的样子；不

忘初心、冲锋在前，才应该是老兵的姿

态。老兵老兵，处处都应是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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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如黛，薄雾轻笼。走进赣西南
边陲的思顺圩村，便走进了一片红色的
土地。巍巍齐云山，绵延着悠远厚重的
历史脉络；汩汩思顺河，流淌着生生不
息的老区精神。

村子背山临河，虎形岭就坐落在思
顺圩背后。岭不高，形如卧虎。岭上静
静伫立着一座烈士陵园，中国工农红军
年轻的军参谋长王尔琢长眠于此。

踏着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一块墓
碑矗立园中，由萧克将军题写的“王尔
琢烈士之墓”7个鎏金大字格外醒目。
周围的青松翠柏高大挺拔，斑驳的树皮
透出一股苍劲，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这
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壮志丹心。

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的王
尔琢，从小就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腐朽，
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确立了革命的
理想。1924 年，21 岁的王尔琢辞别了
父母和新婚妻子，报考黄埔军校，毅然
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

这一走，竟是王尔琢与亲人的永
别。在他写给家里的书信当中，有一封
让人潸然泪下的“托孤书”：“儿何尝不想
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
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
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
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决意以身许国！
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
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
一般。”信中每字每句，感人肺腑。

烈士墓后方，盈盈翠竹映衬，可见
一块青色碑墙。驻足墙前，读罢碑文，
仿佛穿越历史的洪流，看到这位红军骁

将一往无前、摧锋破敌的飒爽英姿。在
思顺圩村民兵连长何显楠的娓娓讲述
中，那段纵横沙场的往事，激起我倍加
深沉的敬意。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王尔琢
才华出众。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他率
部挺进江西，立下赫赫战功。国民革命
失败后，王尔琢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后
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
年 4月，朱德与毛泽东部队井冈山会师
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4军参谋
长兼第 28团团长，协助毛泽东、朱德取
得了草市坳、五斗江、龙源口等战斗的
胜利。特别在攻打永兴和宁冈的战斗
中，王尔琢抓住战机，率领部队急行百
里，巧设埋伏全歼敌人，随即奇袭永兴
县城，重创守敌，赢得了“飞兵团长”的
美誉。一场场血雨腥风的较量，一次次
生死存亡的关头，王尔琢有勇有谋，屡
立战功，成为红军早期的杰出将领。

1928年 8月 25日晚，为追回被叛徒
袁崇全胁骗的两个连，红军部队悄悄包
围了思顺圩。为了保留革命火种，让受
骗的战士看清真相，王尔琢挺身而出，
毅然走进圩内进行劝说。不料叛徒双
枪齐发，王尔琢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
中，牺牲时只有 25岁。朱德闻讯赶来，
挥泪长叹“我军失去一位能将”，安排战
士们将英雄的遗体葬在虎形岭上。墓
碑两侧，镌刻着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
的传世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
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
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
始方休！”

陵园脚下，一条山间小路弯弯曲
曲。1981年，萧克将军途经赣南，从这
条小路上山凭吊曾经的团长。寒风呼
啸，老将军在墓前泪湿衣襟。他沉重而

感慨地说道：“王尔琢烈士的不幸遇难，
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他的名字将永
远为人民铭记。”

青山埋忠骨，苍松守忠魂。沿着一
条林荫道向前，尽头处高耸着一座纪念
塔，塔尖的红星熠熠生辉。走近，凝视，
208个静默的名字，是这片红色热土从
未遗忘的英雄先烈。何显楠家祖祖辈
辈生活在村里。他告诉我，这些英烈中
有些已经回归故土，也有些和王尔琢烈
士一样，长眠于异乡的青山。

岁月不停地流走，但革命英雄的精
神光芒，一直照耀着这方神圣的土地，
感召着这片老区的人民。红军的后代、
年过七旬的李兴太老人，已默默守护了
烈士墓 30 余年，见证着陵园的点滴变
化。每逢清明，思顺中小学都会组织学
生前来祭扫陵园，缅怀先烈，把红色火
种播撒在一代代年轻人心中。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经过政府多次精心修缮，
今天的虎形岭上松柏繁茂、四季常青。
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筹建烈士纪念馆，
继续深耕这片红色文化沃土。

我在这里生长，也从这里走向军
营，如今再次回眸这大山深处的厚重历
史，那松柏、碑石、翠竹间倾泻而出的英
雄壮歌，深深激荡着我的心潮。俯瞰山
下，当年的山旮旯如今新楼林立、交通
纵横、绿荫环绕，已是现代化的田园乡
村。放眼远处，弯弯河岸边，花开正浓，
将这连绵的山岭衬得愈发蟠青丛翠。

虎形岭上柏常青
■王 晶

一张个人三等功奖状、一次母亲来
队的偶遇、一个善意的谎言，小品《军令
状》的故事在诙谐幽默的情境下徐徐展
开：战士陈广在与暴恐分子的英勇搏斗
中负伤，从小便是家人“掌上宝”“心头
肉”的他，没想到母亲突然来队探望。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班长、报道员“刘大
喇叭”轮番上阵掩饰他受伤的情况，最
终在误会、理解、认同的多元戏剧化情
节中，烘托出“父母支持孩子上战场、打
胜仗”的鲜明主题。

自4年前首演，《军令状》便成为武警
部队文艺轻骑队的“保留节目”，至今已巡
演上百场。“这个节目之所以广受欢迎，是
因为它来自武警官兵火热的强军实践，
接地气、说的是兵的事儿，抵人心、鼓的是
兵的劲儿。”小品的创作者、编剧马晓光
说，“而且在编创演出过程中，我们立足原
创、追求精品，保证了节目品质。”

2015 年，马晓光深入南疆反恐一
线，搜集素材，了解到“反恐勇士”李波
的事迹。在一次惊心动魄的反恐处突
行动中，李波的左脸被暴徒用砍刀划开
一道 12 厘米长的口子。马晓光问他：
“你给父母讲过战斗经历吗？”李波回答

道：“要遵守保密纪律，不能讲。怕父母
听了心疼，不敢讲。”

李波质朴的语言和内敛的情感打
动了马晓光。他很快便以此事为素材，
创作出小品《军令状》初稿。随后，在跟
随部队一起执行任务中，马晓光不断在
思考：节目是否彰显了武警部队职能使
命特点？是否找准了基层官兵生活亮
点？他聚焦兵味军味战味，不断精研细
磨，让这个作品一步步向精品靠近。

那年冬天，马晓光跟随武警部队野
战文化小分队到新疆巡演。在《军令状》
故事萌芽诞生的边疆热土，笑中带泪的
小品激发了边疆将士的强烈情感共鸣。

首演成功后，《军令状》被不同地域
的武警部队文艺工作者多次搬上大大
小小的舞台。今年年初，武警部队忠诚
卫士文艺轻骑队受命出征，《军令状》因
其凝心聚力、振奋精神的特质，被再次
演绎诠释。

武警北京总队军乐团主持人徐丽
娜，在《军令状》中饰演士兵陈广的母
亲。“我也是一名母亲，我的孩子碰破一
点皮，我都要心疼半天。节目中，孩子受
了伤，母亲仍然支持他上‘战场’，这是种
什么样的感情？”徐丽娜坦言，品读剧本
和排练之初，她并不能充分理解节目中
陈广母亲内心的纠结和情感的转变。

当来到任务一线，看着年轻士兵黝

黑的皮肤、淳朴的笑容，徐丽娜不由回
想起自己的“兵之初”。自己是独生女，
参军入伍时才十几岁，母亲送别时，
眼中深藏不舍，说出口的却只有一句
话——到部队好好干。

和平环境中的“好好干”和战场环
境中的“打胜仗”，都是士兵母亲最朴
素的家国情感。在任务一线，徐丽娜
近距离与基层官兵接触：同在一个饭
桌吃饭，听战士们讲述练兵备战的故
事；同上训练场，看着他们黝黑的面孔
上亮晶晶的眼睛，握住他们布满老茧的
双手……徐丽娜说，“我理解了自己的
母亲，也读懂了陈广的母亲。”

在某野外训练场演出时，徐丽娜迸
发难以抑制的情感，不由自主地流下热
泪：“你是妈的独苗，可你那些战友哪个
不是家里的独苗，是独苗咱就不打仗了
吗？是独苗咱就不上战场了吗？是独
苗咱就不往前冲了吗？妈要是真担心
你，就不送你来当兵了，妈最担心的是
你上了战场打不过人家！”
“妈，儿子给你立下军令状，上战场，

打胜仗！”舞台上，陈广高声喊出这句铮
铮誓言。舞台下，更多的“陈广”激情澎
湃、斗志昂扬，“上战场，打胜仗！”的呼喊
声响彻训练场。这部从士兵角度出发、
演绎新时代军人家国情怀的精品佳作，
一如既往地激扬着官兵的强军激情。

小品《军令状》——

于细微处见情怀
■吴 敏 王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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