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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何以成为史诗？
战争何以成为史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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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来到战场：
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成长故事
在《外苏河之战》中，
作者并没有对战争作简单的政治视
角的二元划分，而是站在人性视角，不偏不倚地透视了来自
两个国家的不同个体，探寻战争对于个体的意义，战争的宏
大意义被消解，
作品被更多赋予了生命成长的主题。
《外苏河之战》中的三个核心人物赵淮海、库小媛和史密
斯，与很多战争小说中被命运裹挟进战争的人物不同，他们
是自愿来到战场的。赵淮海为了革命理想，库小媛为了摆脱
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份，史密斯为了自己的国家责任感。他们
带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来到战场，却发现战争和他们乌托邦的
想象截然不同。赵淮海和美国士兵史密斯经历相似，喜欢读
书，有哲学头脑，都有一个当将军的父亲。他们对这场战争
持否定态度，但又为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而自豪。史密斯可
以看做是赵淮海成长过程中的“他者”。陈河在赵淮海当年
部队的老兵论坛里看到几张照片，拍的是被击落的美国飞行
员的狼狈场面，由此想到了一句话：
“ 当你走得足够远，就会
看见你自己。”战场上的敌我双方变成了寄生和补充的关系。
赵淮海在越南一路上写的诗和哲学思考都表现出一个
少年的成长，不同的是，他成长的环境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
上。赵淮海的参战热情到底来自哪里？小说中，他并没有说
出高尚的革命理想：
“ 我也说不出原因。我只是觉得从内心
的深处有一种召唤，去远方为了理想而战斗。”这种召唤更像
是一种自我成长的内在需要。
战争与爱情是战争文学中的永恒主题。
《外苏河之战》
中，爱情因为战争而惨烈。在赵淮海的成长过程中，库小媛
像一个催化剂，她让赵淮海感受到革命之外人性的柔软和美
好。赵淮海向往战争，最初的冲动来自于红卫兵的革命热
情，而这种革命热情和爱情带来的青春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是
同构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赵淮海一步步走向战争前线的内在
动力。小说中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赵淮海喜欢写作和
思考，但他早期的诗只有革命的斗志，毫无诗意。他灵魂的
另一部分似乎在等待激活。当爱情到来时，他的话语系统与
思想系统自动更新了。库小媛的形象像一个破蛹而出的蝴
蝶翩翩起舞，让沉浸在革命狂热中的赵淮海回归真实的生
活，让他的力比多有了另一种宣泄和出口。而人物失去爱情
所激发起的痛苦，也是真实人性的回归。
小说中，陈河把赵淮海的作战动机放在整个世界图景中，
以切·格瓦拉做了类比。赵淮海带着“神”一般的革命理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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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最后在现实中体会到
“人”
的脆弱而丧生战场。在战场上，
赵淮海以保尔·柯察金的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
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
的时候，
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
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鼓励自己，可面对真实的战场，他越来越困惑于战争的意义。
在袁邦奎因为救猪笼死去而被追认为烈士之后，赵淮海心里
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空洞感，
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陈河认为，
《外苏河之战》讲述了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
式的成长故事。事实上，陈河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之前的创作
中就有显现。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的背景正是阿尔巴尼亚的
动荡政局和战争，主人公李松用抗生素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抵
抗病菌，受到当地人英雄一般的欢迎；
《沙捞越战事》中的周
天化不断追问自己：
“ 我要去哪里？我为什么要去？”具有一
种明显内倾的自省气息。正像巴赫金所说：
“ 一部真正的现
代成长小说描绘的是一个人在国家历史里成长的形象。”赵
淮海的形象不只是由战争塑造的，更是由当时的红色革命热
潮和世界文化语境塑造的，因此具有深远意义。

战争背后的生存主题：行走和迷宫
在陈河的小说中，行走和迷宫是永远的主题。可以说，
关于存在主义的思考是陈河多年来写作的基本立足点。
《致
命的圆形》中谢青在阿尔巴尼亚的行走；
《沙捞越战事》中周
天化先是独自骑马到三千里外的卡尔加利参军，又到万里之
外的沙捞越丛林作战；
《甲骨时光》中寻找藏宝图的不同国籍
的考古者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从本质来讲，这其实是对
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就像谈到《去斯可比之路》时，陈河
说：
“去斯可比的路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路”，小说《外苏河
之战》中既有赵淮海的行走，又有作为叙事者的“我”的找寻
和行走。这场战争对于作者而言，其实是另类的生存场所，
而这个生存之境就如同迷宫。
赵淮海的父亲参加过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成为赵
淮海行走之梦的起点。他从北京坐上南下的火车，辗转一个
礼拜到南宁，坐汽车到凭祥，开始做偷越边境的准备，通过这
种方式来到战场。进入越南后，他们遇见越南民兵，在中国
部队营房被劝回，从茅厕逃出后又继续前进。在云雾缭绕的
越南山林里，靠吃香蕉、红薯和野草充饥，经过蝙蝠洞，在无
名小村里烤鸭子吃，甚至遇到想和他们成为夫妻的村寨女
人。终于来到红河，河上著名的龙边大桥在半个月前被美国
人用 B-52 轰炸机轮番轰炸成几段，他们只好乘坐越南女驾
驶的小船到达河内。被送到了越南的中国大使馆后，经过周

中国翻译文学史研讨会
暨《翻译与现代中国
翻译与现代中国》
》发布会在京召开

徐悲鸿 作

文化生产的最佳切口。书中讨论的对
程凯从柳青的创作经验入手，讨
象，涉及明清之际的“译名之争”、晚清
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的《天演论》与《民约论》、五四的《新青
引入后如何造成对《讲话》
“深入生活”
年》和《学衡》、延安整风与知识分子改
原则的重构，从中可见译介资源之于
造、新时期的“名著重印”与人道主义
文学体制的内在影响。张重岗则对于
等等，作者经由翻译重新考察中外思
晚清《天演论》与《民约论》的翻译，进
想的碰撞和协商过程，梳理中国近代
行了延伸性讨论。董炳月谈到了日本
以来的思想文化线索。此书跨度虽不
文学翻译，刘大先谈到汉语与少数民
免过大，未涉及的领域很多，却大致厘
族文学之间的内部翻译，这些都是不
定了一个时空的框架。
可或缺的维度。
对于这种翻译研究，与会学者进
谢天振说，这次研讨会给他的启
行了多维度的讨论。杨恒达认为它拓
示是：重写翻译史。他看到，文化意义
展了翻译史的概念，杨平也认为它冲
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出现在各个不同领
击了中国翻译固有的格局，李今强调
域，翻译文学史已经到了突破和延展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顾钧讨论
的时机。他考虑，先编一本跨学科翻译
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对于文学史研究的
研究论文集，然后在翻译研究刊物上
拓展作用。程光炜从当代文学的角度， 设专栏讨论，再召开专门的相关会议，
肯定了翻译的维度在诸如延安时期及
以 创 造 新 的 格 局 。他 认 为 ，这 一 次 的
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所产生的张力。金 “重写翻译史”，意义不亚于他们当年
惠敏从理论的高度，讨论了外来翻译
参加的《上海文学》的“重写文学史”。
与中国内在经验的关系。宋炳辉认为，
会议最后由社科院文学所党委书
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代作家的写作视
记张伯江总结发言。他对于赵稀方《翻
野和传播已经不仅仅限于国内，同时
译与现代中国》一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也已经延展到世界。作为法语翻译专
同时从语言的角度，对于翻译研究相
家，刘和平谈及中法两国对于文学名
关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回应。
著不同选择背后的文化差异。
（叶 诚）

哀鸣思战斗

近日，
“ 中国翻译文学史研讨会暨
《翻译与现代中国》发布会”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会议从多
种层面讨论了翻译史研究在中国当代
学术生产中的创新意义。
《翻译与现代中国》一书的作者赵
稀方以及学者张伯江、谢天振、杨恒达、
程光炜、李今、杨武能、杨平、刘和平、顾
钧、宋炳辉、董炳月、金惠敏、程凯、张重
岗、刘大先等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分
别来自外文和中文两大领域，
涉及外国
文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
语言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多种专业，凸
显了会议的跨学科、跨领域特色。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
发生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近年来
翻译研究更是与文化研究汇合起来，
成为当代理论的热点。赵稀方的《翻译
与现代中国》一书，不拘于传统翻译的
研究路数，而是将翻译从外国文学和
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独立出来，从文化
的视角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生产过
程。从历史上看，中国现代性并非仅仅
来自于中国历史的内部，而是一种复
合效应，即是从“冲击/回应”的过程中
产生的。因此，翻译正是考察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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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河的写作谱系中，
《米罗山营地》
《沙捞越战事》都是
以二战为背景的战争写作。近期出版的新作《外苏河之战》
延续了他之前战争写作中的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风格和人
类主义的切入视角，进一步从战争这个原点出发，反思战争
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本质，进一步探讨在战争这种非常态情
境下的个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情感共同体的
不同内涵，艺术上更见圆熟。

总理特批，他们参加了已经进驻越南的高炮部队锻炼，被编
入高炮 61 师 85 炮六连一班，后来又离开河内进入柬埔寨，
“才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真正进入了世界革命的舞台……所
执行的则是他个人生命和理想的一次重要使命”。
几乎在差不多同样时间内，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开
始在高原山地的游击活动，他也曾访问过北京，和毛主席、周
总理见过面。赵淮海与格瓦拉的行走时间重合，精神世界同
样有类似。赵淮海热爱毛主席，崇拜他哲学家一样的宏大思
想体系。他也阅读过《资本论》
《小逻辑》等著作。在读《小逻
辑》时，他在注释中看到了出自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功利主义》一书的“苏格拉底和猪谁更幸福的问题”这个命
题。赵淮海整个战争的行走过程，也就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
案的过程。
战争对于作者而言是另类的生存场所，这个生存之境就
如同迷宫。赵淮海和摄影师老朱来到越南南方，首先看到了
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沿着越南、老挝、柬埔寨绵延数千公
里，越南南方的解放力量就靠着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得到补
给，有无数的分叉和交汇，仿佛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
园》里写到的迷宫。
《外苏河之战》的叙事也有“迷宫叙事”的
特征：
“这种迷宫特征表现为叙事中有叙事，就像进入迷宫中
的道路，分叉中有分叉，每次分叉都引出新的岔路。”而复杂
分叉的叙事指向的不是一部单纯的战争小说，而是探讨人类
生存的小说。而这种生存中充满了生与死的悖论，每个人的
死都将小说引向了不同的话题和思考，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语
义场。小说中的赵淮海是死于战争吗？看起来是死于战
争。可是事实上那时他经历了南越战场整个村子的人为掩
护他们而死，经历了库小媛的自杀，他是去求死，只有死亡才
能让他获得解脱。库小媛是死于战争吗？战争只是一个背
景，她事实上死于政工组长甄闻达的嫉妒。甄闻达由于妻子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而前途受阻，从而产生了一种对命运的
报复心理，赵淮海的一切光环都让他妒火中烧，因此把普通
的恋爱事件升级为叛逃事件。甄闻达是死于战争吗？战争
只是表面原因，事实上他死于自己内心的忏悔与痛苦。朱记
者是死于战争吗？他其实死于对自己爱的人死去的绝望。
他们每个人都死于生存的绝望、内心的痛苦，只是战争给了
他们更方便的死亡条件，也是战争掩盖了每个人求死背后的
复杂动机。这是一场人性之殇，也是一个人性的复杂迷宫。
事实上，生存比死亡更为艰难。
《外苏河之战》在战争小
说的外衣下包含了哲学的内核。小说从人类意识出发，反思
战争给每个民族带来的伤害，和对人类灵魂的戕害，进而关
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江雪霖和甄闻达的故事中，丈夫的遗体
埋葬在越南，妻子只能每年在清明节的时候，到当年和丈夫
告别的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去悼念，但是火车站也拆掉了，她
已不知道到哪里去悼念丈夫的亡灵。马金朝侥幸在战场上
活下来，脑子里至今还有弹片没取出，丧失了劳动能力，一直
穷困。为了救老乡的猪笼而被水冲走的袁邦奎，死去之后被
越南人民纪念，而那么多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却被遗忘——
这是生存与死亡的悖论。
近年来，海外华文写作也在从不同角度关注战争，如哈
金的《南京安魂曲》讲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南京大屠
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张翎的《劳燕》从一个女性的遭遇触
摸战争带来的疼痛，严歌苓《芳华》从侧面关注到战后老兵的
问题……《外苏河之战》可以说是与战争的正面交锋，但是陈
河的文学资源更多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
解构文学，其战争书写指向的是对生存状态的思考。作为一
部直面战争的小说，
《外苏河之战》在某种意义上却超越了战
争文学，小说对赵淮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式成长故事的书
写，对战争“行走”和“迷宫”式的生存悖论反思，都表现出了
战争文学在讲述方式上的广阔视野和深刻理解。以战争作
为起点，却没有局限在战争本身的讨论中，而是拓展到对人
类的生存本质的探讨。在追问中国战争文学如何史诗化的
问题之前，探讨战争小说如何丰富、反思、扩展自己尤为重
要，希望《外苏河之战》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至少是 8 年之前，我又一次在凤凰卫视
看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讲到一个红卫
兵跑到越南参战，第一战就中弹牺牲的故
事。故事讲到当年到越南去参战的中国士
兵牺牲后都被埋葬在当地，亲属都不知道他
们葬身何处，直到 2010 年后才开始有人去
扫墓。这个故事让我深深感动。关于抗美
援越我是有记忆的。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是
1965 年，那时的记忆已经相当清楚。我记
得在温州八字桥头上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
越南的大游行，记住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名
字，记得有人扮演他，戴着星条旗高帽子，尖
尖的鼻子，手里拿着一个炸弹。现在我知道
了那一次的大游行是全国性的，在北京，毛
主席等领导登上了天安门，集体声援支持越
南人民抵抗美国军队。
有一个得到共识的理论，认为一个作家
□
的早期记忆是决定性的。的确，人在年纪增
长之后，刚刚发生或者发生不久的事情容易
忘记，而那些少年甚至童年时期的事情反而
会越来越清晰。而这些记忆会影响到一个
作家的当下写作，尽管他写的已经不是少年
时期的事情。因此，当我看到这个故事，马
上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个故事一直在我
心里，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而忘记，反而会
经常浮上心来。我最初也想过，也许这是一
个小说的题材，但是我所知道的事情是那么
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写。我没有急着去写
它，但也没有放弃。一年年过去，我经常留
意这方面的材料，这个故事就像一颗种子一
样埋在我内心深处。
2016 年下半年开始，想写这个故事的
愿望开始强烈起来。我当年的连队温州军
分区榴炮营一连开始有了微信群，我和部队
的战友有了联系。1979 年自卫反击战打响
时，我正在连队里。记得那个晚上部队紧急
集合，连长宣布了要抽调人员去前线的命
令。后来连队还真的有十来个兵去了前线。时间一下子过了 40
来年，我的连长死了，听说是生癌症，病中出走失踪了。还有我
的班长马金朝和一个家在苏北的顾玉林也去世了，我还清楚记
得顾玉林唱的地道的苏北民歌《拔根芦柴花》。我很难过，这些
伤感的事提醒我应该为自己的军旅生涯、为部队的战友写一部
书。这样，早就埋在我心里的那个红卫兵的故事就浮上了心间。
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网络上关注抗美援越这一历史事
件。我在网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当年抗美援越的老兵写的回忆文
章。老兵们自己办起论坛，有一个师的参战老兵都被动员起来
写回忆文章，他们所写的事情是那样鲜活动人，让我一直想看下
去。有的故事非常精彩，比如去山里抓美国飞行员的故事，还
有龙长春和他的警卫员被美军飞机轰炸后，相互救治保了活命
等等。有些细节是虚构不出来的，比如一个战士得到一只美军
飞行员的飞行靴，却发现里面美国飞行员的断腿还在，扔掉之
后被狗叼走，狗吃不到里面的肉，只好悻悻放弃。老兵们的回
忆文章虽然写得生动，但毕竟不是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只能被小
范围的人阅读。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因为我有文学的能
力，对军旅生涯有深厚感情，能把他们的故事变成一部有深度的
战争小说。
2016 年 12 月，我开始行动。第一步是去越南实地考察，寻
找感觉。我去了西贡（今胡志明市），去了湄公河地区还有越共
的古芝地道游击村，看了越战博物馆。之后去越南北方河内，看
胡志明墓，在河内街头漫步沉思，最后坐巴士车从河内回到南
宁。现场的行走是我写作的重要步骤，不仅是能找到要写作的
小说的感觉，还经常会找重要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就算什么也
没找到，也让自己在写作之前旅行了一下。
2017 年初，我开始构思这个小说。一开始我曾想把苏联的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为标杆，也看了经典的《西线无战事》
《永
别了，武器》，但最终我知道自己得写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一本现
代风格的、多信息量的、有启示录意味的书。在叙述的方式上，
我研究了君特·格拉斯的《蟹行》，这本书在叙述策略上给了我不
少启发。
虽然做了实地考察，资料收集得也很不少，但对于一个长篇
小说来说，我还是觉得缺乏一些结构性的重要情节，没有头绪。
那个时候我反复在网络上看越战的记录片和专题访谈。有一
天，我打开了一个抗美援老的记录片。当时因为胡志明小道有
一部分要通过老挝，中国也派了修路的军队和高炮部队驻扎老
挝，现在被称为“抗美援老”。我看的那段视频是说中国军队修
一座桥梁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部分讲到一个老兵去找一个
孤坟，说是当时才 17 岁的野战医院女护士因为夜里和一个男
伤员谈心，被部队领导查到，要上纲上线严厉处理她，结果她携
枪出走，在山上自杀。这故事让我非常震动，连看几次。最后，
我觉得她应该是赵淮海的女友。我甚至有一种迷信心理，他们
都是孤男寡女，性格是那么接近，他们结合在一起真的非常合
适。这样一个情节对小说的构思起到很大作用。最初我要写
的战争只是我军高炮和美国飞机的较量，从小说角度来说比较
单调，而加入爱情故事对小说的推进很有帮助。写到最后，赵
淮海和库小媛的关系反而成了小说的核心内容，这是我一开始
没有想到的。
在小说最初的结构中，没有赵淮海与朱记者到南方的一
章，因为我觉得去越南南方和外苏河之战的主要故事有点分
离。但后来总觉得小说还缺了一点什么，总觉得空间场面没有
打开，就决定把胡志明小道这段写进去。当我写到胡志明小道
在美军的轰炸和拦截下总是会生出新的路径时，突然想起了博
尔赫斯的《交叉花园的小径》，明白了去南方这一段经历有特别
的象征意义，明白这就是我要写的小说的核心。虽然是虚写，
但是赵淮海、库小媛等人都是在这个命运的迷宫里行走。而这
个越南丛林迷宫连接到历史，连接到世界地理，通达到每个时
空节点。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思冥想，我看到了要写的小说的轮廓。
我要写的虽然是战争小说，但战争只是小说的一个背景，我要
写的其实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一个上世纪 60 年代的
中国青年去寻找理想、探求人生真谛的过程。当我看清了小说
的这条路径，后来的写作就比较顺利了。我写到书里的一个个
年轻人不断死去，心里有一种古希腊悲剧式的宿命感。那些为
了革命理想、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在越南的中国军人理当为今
天过着富足而安逸生活的人们所记住。完成书稿后，我深深被
书里的人物所感动，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使命，终于为 50 年前
抗美援越的壮举写成了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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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写这一场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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