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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卢一萍，鲁迅文学院第十四
届高研班学员，现为《青年作
家》杂志副主编。已出版长篇
小说《白山》
《激情王国》
《我
的绝代佳人》，小说集《帕米
尔情歌》
《天堂湾》
《父亲的荒
原》
《银 绳 般 的 雪》等 20 余
部，有作品获解放军文艺奖、
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上海文
学奖等。新作《白山》先后入
选“文艺好书榜”，
“名人堂—
2017 年度十大好书”
“《亚洲
周 刊》2017 年 十 大 小 说 ”
“2017《收 获》文 学 排 行 榜 ”
“南方周末 2017 文化创意榜
年度图书”，入围“华文好书
榜”。被评为“名人堂 2017 年
度作家”等。

□卢一萍

我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在文学写作上是“一根筋”，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身处何地，我想得最多的是“文学”。我的文学教育一是读
书，二是旅行。负书而行是我的习惯。只要带着书，就可以把任何旅途走完，只要能
够去行走，心里就对生活有底。所以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回到了我
当兵服役的新疆，并去了帕米尔边防。我走遍了帕米尔高原的每一道皱褶。在那三
年多的时间里，我读到了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他说，假设一个人能活 90
岁，他应该用 30 年来生活，30 年来旅行，用最后 30 年来写作。我深受启发，1998
年，我利用去边境采访的机会，走遍了西北近 8000 公里边防一线，之后又多次前
往阿拉山口、波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腹地、阿里高原。2000 年后，利用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采访之机，去了兵团绝大多数农业师和垦区。此后，又自费背包
走遍了新疆腹地、云南和藏北，生活和大地的教育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大量的创
作素材，同时，也提高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生存境况的了解，对一个边远地
区的认识，从而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文学场域。还有一点，它使我能背对文坛，无缘
文学的热闹与喧嚣，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理解，使我相信“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布
罗茨基）。我想，所谓“墨水的诚实”也就是你所认识到的生活的本质。至此，我才觉
得自己有了成为一个写作者的最基本的条件。
而我是一个军旅作家，这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称谓、一种界定，它更主要的是一
种限制，也就是说，有人已给你定了一个行业写作者的标准——他们其实就是用
那种标准来打量你的。你只要在那个笼子里，你就只能在那里面折腾。像一只狐
狸，最多只能伸出半张嘴、一只脚、一条尾巴，而任何的一次界定，比如说军旅作
家、煤炭作家、
“70 后”作家、写底层的作家，其实都是一次歧视。也就是说，这一个
或这一些作家的写作就是在这个“设定”之中，没有超出审视者的眼界，所以我想
从“军旅作家”或者“军事文学”这种桎梏中挣脱出来。因此，我一开始就从内心拒
绝接受任何有关行业文学的说法，对它保持了警惕。
对一些人来说，文学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点缀，或是一种尚可利用的工具，但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大于一切。所以，我理解的军事文学首先是文学，它是超
越这个现实世界的，是一项严肃的精神生产活动，是为普通人写的史诗，是人类的
秘史。既然如此，不管自己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写作的标高不能降低。因此，我
理解的军事文学，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诺曼梅勒
《裸者与死者》、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或者说《三国演义》那样的文学，而非
其他。
我一直希望能写出向上述作品致敬的文字。这是我写作《白山》的初衷。我在
边境的生活，那些漫长的游历，我自身的阅读和文学教育，都是在为此做准备。有
些东西的确是我的军旅体验，但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个体对世界的
感受。所以，并不代表我厕身某个行业，写的是与自己职业有关的生活，我写的就
是自己的生活。我们要表达的生活只有高于其本身，揭示一种生活的普遍性——
比如说因为谎言带来的悲剧，才具有文学的意义。
我可能做到了一点点。这得益于我的军旅生活——是它帮助我了解了世界的
某些神秘的力量，确立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哺育了我对文学的感受力，我对此怀有
感激之情。
我是半个文人，一个士兵。那半个文人可以一直做下去，士兵总有卸甲之日，
我在 2016 年卸甲，
《白山》在 2017 年出版，可算是我军旅生涯的告别之作，也是我
对自己青年岁月的纪念。
其实，无论作为文人也好，士兵也罢，二者在我身上已为一体。我会更珍惜笔
下“诚实的墨水”，不去浪费一滴。

自由当是心有所属
在卢一萍的散文集《世界屋脊之书》中，有一
篇名为《骑士》的小文，回忆了他与一位塔吉克族
老人鲁斯坦姆之间的交往。老人一生都生活在帕
米尔高原上，确切地说，是生活在马背上，直到 90
岁去世。一段忘年之交原本谈不上新鲜有趣，我却
对这篇文章和这位老人难以忘怀，因为作者在文
中记述了老人的这样一段话：
“你要知道，鹰因为自由从不会离开自己飞翔
的天空，人也不能为了享乐而离开自己的家园。”
当人们又问他什么是自由时，老人思考了好
一阵，给出了平静却极富意味的回答：
“自由，自由
就是只尊重自己的这颗心！”
写到此处，卢一萍心生感喟：
“我不得不承认，
我是在这里，在这不时可听见马嘶、羊咩，弥漫着
荒原味和腥膻味的毡帐里，在奶茶的香味中，第一
次接受了关于自由的启蒙。”
大抵是从那以后，卢一萍的创作也慢慢有了
根系。他是一个热爱远方的漫游者无疑，但这种漫
游并非茫然和肆意的，在虔诚且充满了欣悦的长
时间游历中，他尽情赏慕着草原和雪山的风情，浸
润着西域民间的文化，以至于来自遥远中亚的文
明韵脚和扎根世界屋脊的孤独号音，统统被他叠
进了背囊。在如此沉重却让人感到幸福的重量下，
卢一萍寻得了精神的自由，也慰藉了心底的渴望。
自由不是漫无目的，也不是飘然无所寄，就像雄鹰
属于长空，骑士属于骏马，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战士
属于他的哨卡一样，卢一萍温顺地归附了文学，归
附在人的渺小和精神的辽阔之下。当他风尘仆仆
回到这尘世间，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与高原、西
域和野蛮生命相关的作品，这些作品赋予他归属，
为他铺筑了一条漫长的、随时可以回首、却难以重
新再走过的路。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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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夫子，你先行
□郭发财

1996 年夏天，卢一萍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离
翔”的核心意象，调动了主人公因父平反而参军入伍的叙事趋
开北京，去往塔什库尔干的那天晚上，大家为他送行，每个人都
力——
喝了不少酒。他带着整整装了十多个大麻袋的书籍，独自乘车
于是，凌五斗在军列上振臂高呼，表达内心的昂奋与忠诚，
西行，将北京的炎热与他的朋友们一并抛在脑后，走得有种荆
轰轰烈烈地一路向西；袁小莲、德吉梅朵和尚海燕三个分别构
轲刺秦一样的毅然和孤绝。
成乡土、牧歌与权力隐喻的女性——在凌五斗成为“重大典型”
当时，
“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余绪已经散去。白石桥路 34 号
后，被组织关照，使其情感世界的身心经历了背叛、剥离与互溶
对门的民大胡同里，道路两边尘土飞扬的书摊上——域外经典
的重度锤炼；因脑子被摔坏，他要求在世界屋脊生命禁区从事
《追忆似水年华》
《尤里西斯》
《百年孤独》，已被来势凶猛的《情 “养猪大业”，当两只明星般的小猪“黑白猴子”被战友杀死、剁
爱画廊》
《有了快感你就喊》等本埠香艳小说，挤兑得有些灰头
馅包饺子、变成了飞来飞去的“猪天使”后，凌五斗为之潸然落
土脸。
泪，一夜之间皮肤变蓝，事迹以“蓝色战士”之名见诸报端……
这对卢一萍及长篇新作《白山》来说，不但是个时间背景， 在《白山》的场域，卢一萍以先锋叙事的笔墨，将新英雄主义置
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创作背景。
于黑色幽默、荒诞、魔幻与复调的语境，开创了长篇小说叙事的
《白山》出版前，他曾以一位游吟诗人的视角，借助一个王
全新疆域。
朝与一支义军的互涉，依托遥远神秘的西域创作了长篇小说
毋庸质疑，走出反复修改的巨形填字游戏后，卢一萍的确
《黑白》。作品顺利在《芙蓉》杂志发表，后来以《激情王国》之名
写了一部告慰初心的辽阔之书。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他的小说写作，一是依托了长期
《白山》的辽阔，不但体现在他设定了昆仑山南麓、塔什库
浸润的西方经典；二是契合了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和吕新
尔干地区的地理疆域；还包括了“尘土”
“ 风”与“光明”的源自藏
等作家——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以来开创的文学风潮；三是凸
传佛教背景“三重境界”——这样的坚实文本结构。
显了反乌托邦的批判主题，小说叙事诗性彰显，非常鲜明。因
当然，他于 1996 年夏天独自西去——貌似自我放逐，实为
而，在军艺文学系，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一个”！那时，学院路
背对文坛，力图实现作家个人救赎的自觉努力，他对小说疆域
的周边还有村庄、田野与阳光，因此每逢周末，同道们也乐意从
的拓展就文本的宏阔与深远的呈现而言还远远不止这些。
各个角落赶来与他结交，畅谈，直至天亮。
《白山》是一位军旅小说家心怀诚意与冒犯，对长篇先锋小
但卢一萍心怀写作“一部辽阔之书”的梦想，去了帕米尔边
说建立在文献意义上的代际成果。因为拥有先锋品质的军旅
关，给朋友们留下了不解、惋惜和版本各异的传说……还是走
长篇小说，宽泛地讲，继朱春雨写越战的《亚细亚瀑布》、莫言
了。3 年后，他从塔什库尔干下山，调任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创
写高密抗战传奇的《红高粱》后，军旅作家几乎无人染指这一
作员时，才用军线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中，他简单地说了他在南
疆域，而且明确以具体的时间、一段历史、一个士兵与一支部
疆一个边防团当排长，在千里边防线上带兵巡逻的大概情况
队 的 人 物 群 像 ，来 进 行 新 历 史 主 义 重 述 的 写 作 更 是 凤 毛 麟
后，还重点谈了他在昆仑山上潜心读书的收获和准备为高原立
角。之所以形成这种困局，军人形象大众文化象征的制约是一
传，通过一个英雄之后、一个傻子的寓言故事去写一部长篇小
个因素，其二，
“ 农家军歌”与“军门子弟”的“合点”论，也是很
说的构想。
难规避的学术禁锢。但卢一萍却像永不懈怠的西西弗一样高
为完成这个构想，他随后走出了预设的观念，重返现实，在
举“一列白山”，终将军旅先锋小说写作推向了一个令人惊叹的
新疆、藏北、河西走廊与川西长期行走，这一地区的地貌特征、 高度。
山川草木、河流雪山都已内化于心。作为一个临界点的触摸，写
而这种令人激赏的突破，无论从卢一萍的作家个体还是文
完极富寓言品质的长篇《我的绝代佳人》后，他还对该地区的地
本的确指，又让人觉得有时他像独坐众山之巅的隐士，他心怀
理风物、历史过往进行了田野介入式的非虚构写作，并植根“第
文学机密，处于一种与世无争的超然状态；有时他又俨然像个
二故土”南部新疆写了一批引起反响的中短篇小说。有了这种
永远“在路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杰克·凯鲁亚克）的永
前提，原以为他写《白山》即可轻车熟路，一锤定音了。但没想
不回头的人。在权威们看来，他们可能是一眼就能掠过的路人，
到，从 2010 年动笔到 2017 年正式出版，他对这部作品的写作修
不过约翰·克莱隆·霍姆斯却认为，他们虽然含有精疲力竭，被
改，还是多达 12 稿的体量之巨。
击败、绝望和认命之意，同时也具备了神圣、至福乃至毫不妥协
《白山》 以战斗英雄凌老四被打成“反革命”，家人在老
的力量。
家屡遭批斗为牵引，之后凌五斗的脑子在批斗中摔坏，于
——基于此，我有理由对卢一萍说：道路既然已经辽阔，那
1971 年冬至 1974 年秋，总看见“父亲骑着红马在一列白山上飞
么，一直向前走就是了！

——论卢一萍

点因为与他的创作关联太过紧密而不得不说。但
红色经典的波澜壮阔，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
蓝的农民战士，依然因承载了作家深刻的对人、对
即使将他放到一众军旅作家当中，卢一萍也能凭
实主义军旅题材的蓬勃新生，我们对军旅小说的
生命际遇、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承载了作家
借其扎根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等边防地带
宏大、刚健、崇高等属性基本确信不移，而广受新
鲜明、强烈、独特的文学和历史观，含有了更多的
的特殊经历而被区别看待——这种区别绝不仅仅
写实主义写作趣味影响的新世纪军营“私语化”写
想象成分。凌五斗毫无疑问是可爱的，虽然他没有
是基于我们对遥远边关的敬畏与想象，而是因为
作，虽然主动脱离了宏大悲壮等强势语境，却又落
表现出我们所熟悉的“英雄特质”，他没有上过战
作为小说家，他自然地拥有了其他写作者或许终
入了一地鸡毛的琐碎和暗淡。相对而言，卢一萍
场，甚至还有些温顺和愚钝，但他老老实实保持了
其一生也无法获得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经验，而这 （也许是无意识地）显示出了拓展军事文学写作疆 “人味儿”，人的真挚与顽强，同时他的心正如喀喇
对于他创作的支撑和滋养，是不言而喻的。可喜的
域的雄心与能力。他的军营叙事兼具了欧美现代
昆仑一般纯净与安静。他善良且有点呆，但他不是
是，卢一萍果真没有辜负自己与军旅和边疆的相
主义作品对现实荒诞性的幽默调侃，以及俄罗斯
许三多或阿甘，卢一萍无意塑造一个励志型的底
逢，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作品中，他的写作视点忠
文学那种对生命与精神之辽阔、历史与苍穹之浩
层人物，打造一部激发人奋斗欲望的热血之书，恰
实围绕这两个命题，并且进行了大胆的整合与提
瀚的探求。以长篇小说《白山》为起点，他的军事题
恰相反，小说愈写愈显出悲哀与苍凉的底色（虽然
炼。我们在本文谈到的作品，基本都在书写身处新
材写作进入了前人皆未曾见过的领域：经验的超
叙事语调依然轻快）——凌五斗是真实的，但他周
疆边地的军人，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地军人与军营
拔，理念的冲锋。
围的人和事已经变形了，他们包裹他、命令他、宣
生活，是卢一萍小说创作的主线所在。
“理念的冲锋”，一方面指卢一萍的写作基础
判他——这是一部人努力战胜自然、却被其他人
实际上，如果说地域上的极限是作家的从军
是其相对稳定且清晰的创作观念，他对文学的理
打败的《楚门的世界》。
经历所限定，那时代与人物的极限状态则是作家
解和信念引导并贯穿其小说创作，甚至呈现出对
之所以花较多篇幅谈论卢一萍的军旅题材创
人为的选择。卢一萍偏爱历史题材叙事，如上世纪
自身经验与阅历的超越，因此，他塑造的人物、书
作，是因为在《白山》
《索狼荒原》这一类作品中，他
50 年 代 初 解 放 军 入 疆 开 荒 搞 建 设、
“湘女上天
写的情感、选择的素材、营造的风格都为其创作理
将一般概念上质感扎实、紧密、厚重的军旅题材处
山”
、
“文革”等，在这些特殊时代，或是生存条件极
念服务。而一贯强调现实性的当代军事题材作品， 理成了体量轻盈、疏松、明快的面貌，笔法上虚实
端艰苦，或是革命与建设迫切需要，种种因素导致
对经验的依赖不言自明。问题在于，如今的军事题
相间，语调上回避高昂和决绝，将整副身心交给了
历史发生了“膨胀”，而身处历史环境中的人，因此
材创作者，基本都不曾也难以对战争有真切的体
想象的冲锋而非经验的摹写，从而让自己的作品
被统统“充气”。如《白山》中的指导员傅献君、尚护
验，所以我们读到的战争小说，依靠的大多是作家
与创作理念互文互见，与同类型题材容易固化的
士，
《索狼荒原》中的教导员“矮种马”，
《陀思妥耶
的阅读等间接经验。即便是讲述自己亲身体会的
创作倾向，则保持了适度的距离。
夫斯基与荒漠》中的女兵班长等，这些人或是对他
当代军营生活，因为描写内容与读者自身经验的
现代性思维与传统家国情怀的联姻
人的命运苦难有一种不自觉的麻木，或是对自己
隔膜，
也因为一定程度上过于信任
“故事”
而松懈了
承受的苦难表现出自觉的甚至狂热的认同，再或
人物的塑造和精神内核的灌注，使如今大部分军
卢一萍衷情于高原、雪山、西域，执著于人的
发自内心的遵循和追随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旅题材的
“经验型小说”
都陷入了
“同质化”
危险。
生存状态的书写，但这并不表明卢一萍不是一个
极限场域作为一种范畴，其实也赋予了作家
另一方面，
“ 理念的冲锋”也可指代卢一萍偏
矛盾的作家。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目前的作品还只
的书写以极大自由。所谓“绝境”，看似逼仄恐怖令
爱的创作形式，即在真实而又刻板的军营生活里
展现了他一部分的、一定层面的思考，有更多的部
人畏惧，却也最直观地检验和提纯着人的心灵，在
注入大量的想象，让想象力驰骋在文本内外，甚至
分还将寄寓在脱下军装的卢一萍未来的创作中。
承受肉体的苦痛与精神的寒荒之后，再将最大程
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捆绑和历史的指认，
我所说的矛盾，一方面在于作家对“真实”与
度的身心自在感、安定感和归属感还给他。比如
带上浪漫的寓言色彩。仍然以《白山》为例，主人公 “善意”的同时追求，另一方面在于他的小说包含
《白山》主人公凌五斗，他独守六号哨卡七个月濒
凌五斗生活在名为“天堂湾”的世界海拔最高连
了大量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与技法，可他内心却
极限场域：
临发疯、他近乎病态地在冰冷小屋中一圈圈慢跑、 队，天地古今一色，远离人世喧嚣。这本身就是一
还秉持着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宏大历史叙
小说的外在生发与内蕴话语
他头顶一满碗清水站军姿直至入定……这些非正
个如幻境般的故事背景，在寂静的雪山深处似乎
事的憧憬。这两方面的矛盾亦不完全分离，且后者
选择“极限场域”这样一个拼接词汇来概括卢
常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描写，因为“绝境”的设置而
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于是，这里的一对小猪
当据主要。
一萍的作品，当算恰切。
“极限”是对卢一萍小说的
更加凸显了肉身的渺小微弱，却也加倍彰显了极
死后变成了会飞的天使、不会说谎的凌五斗毫无
“真实”与“善意”，并非一对反义词，但在文学
外在生发场与内蕴话语场的共同评介，因为无论
地生存的超验感受和精神原野的旷远无垠。
预兆变成了“蓝人”、睡梦里凌五斗与英雄父亲一
作品中，对“真”的追求势必触及到对人性之幽暗
从小说的写作地域、小说中展现的历史时空还是
次次相遇又别离……在以真实历史年代和大事件
与复杂、社会现实矛盾之剧烈与残酷的揭示。卢一
理念：当经验让位于想象
小说人物身处的环境与状态来看，无不是“极端”
为背景的军旅题材小说中，如此随性且色彩斑斓
萍追求“真”，且他的“真”并非完整精细地还原时
与“极限”的。雪山的苦寒孤绝、高原的人迹罕至、
话题依然要从卢一萍曾经的“军旅作家”这一
的想象力是难以寻见的，更不用说小说中大量充
代样貌，而是试图直接触摸到统治那个时代的逻
特定历史时期的夸张变形和寓言式人物的如履薄
身份展开，因为就我们通常对“军旅作家”和“当代
满隐喻的描写对象。
辑。他习惯于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仅仅
冰，地域、时代、人物等一切要素，都被卢一萍放置
军事文学”常态面貌的了解，无论从题材选取、写
说到想象，就还是回到凌五斗这个人物身上。 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且这个背景通常笔触寥寥、
在“绝境”之中。这不仅让他笔下的故事成为了一
作技法还是创作风格上看，卢一萍都显得独树一
如果一定要判别对凌五斗的塑造更多是源于理念
面目模糊。但他叙述历史所用的荒诞笔法，包括种
篇接一篇的奇谈异说，也使他一贯轻盈、明快、不
帜。这种独特又与我们前文说到的场域的独特并
还是经验，我愿选择前者。虽然作家在部队服役数
种荒诞的想象，与那段历史形成同构，因而，即使
费气力的叙事语调拉伸出巨大张力，从而形成自
不相同，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不是作家对主体经验
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战士，他们思维、个性、行
他对历史采取的是粗线条勾勒，却抓住了本质与
己独属的、如雪山般看似宁静却内蕴伟力的特质
和写作身份的选择与归属，而是它的反面——作
为、习惯乃至语言的边边角角也一定融入了凌五
核心，历史的纵深感被悄然置放于文本内部，成为
如出一辙的写作场。
家对某些元素的有意规避。
斗体内，但这个有着过目不忘与不能说谎的特异
一种真实。另外，卢一萍看似轻快的叙述其实隐藏
卢一萍曾是名军人，军龄长达 20 多年，这一
无论是基于“延安时期”及“十七年”那一大批
功能、一次次化险为夷创造奇迹，最后干脆全身变
着犀利的锋芒。虽然卢一萍不是个情绪激动的讲

□杨靖媛
述者，他的讲述还常有些漫不经心，但他真正表达
的内容无不紧贴现实。甚至，卢一萍对现实问题挖
掘的力度和深度，远高于一般书写军营常见的矛
盾冲突与精神困境的程度，从而让小说的“真”具
有了深刻的诘问与反思力量。
但与这强大的“真实”同时存在的，还有卢一
萍如孩童一般的善良与单纯，以及如今少见的对
美与善的真心颂赞。在《等待马蹄声响起》
《七年前
那场赛马》等短篇小说中，卢一萍的单纯与浪漫到
了让人讶异的程度，让我惊诧于这背后的作者是
否真的也写出了《白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
漠》。我想，在新疆、西藏等地的长时间漫游，或许
在这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就像我在开头提到
的塔吉克族老人鲁斯坦姆，这些自由生长在草原
的人们以都市人难以想象的纯粹与诚恳，接纳了
这位远行的游子，也让他的笔端带上如许温存。
另一重矛盾，来自文本的现代性与作家的家
国情怀。卢一萍一直被我视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
文学观念和叙事技法影响的作者，直到我们会面
时，他说最钟爱的作品是《静静的顿河》，最喜欢的
作者是鲁迅，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原先对他的
定义。之前我甚至以为卢一萍在坚定地抗拒宏大
叙事，无意于对民族历史与现实表达热切关怀。从
那次会面后，我重新阅读卢一萍的作品，搜寻着他
胸怀家国的证据，最终我发现，原来那所有披着现
代主义外壳的人物，都活生生站立在中国的土地
上，而所有那些属于现代派的飘逸笔法，画出的却
还是一颗双脚沾着泥巴、说话带着口音、从里到外
从始至终都属于中国的人的心。
好处在于，
卢一萍开阔的文学视野和相对更加
国际化、
现代化的审美理念，
以及这种审美理念带来
的对文学性与思辨性的有意识追求，
为他主题的最
终回归开辟了新路径。
在今天，
他能清醒规避现代主
义乱花迷眼的困扰，
将写作根基交还给对国家与民
族命运的关切、
对土地与人的热爱之中,这种现代主
义和传统价值观的
“联姻”
，
或可为以军事文学为代
表的某些写作类型，
提供更多的可能。
行文至此，才不过写出卢一萍十之一二。他算
不得高产，但每有新作，总能在风格气象上呈现些
新的况味。我最后还想强调的，是卢一萍及其作品
根底中流淌的自由意识。无论是还壮阔历史以平
和眼光，还是赋大无畏壮举以悲悯之心，又或让自
己的写作趣味避开世俗哀乐和狭隘审美，凡此种
种，皆归因于他心有所属——那所属的一切，保护
了他，也成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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