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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留下

了无数英雄豪杰的英名了无数英雄豪杰的英名，，他们如星汉他们如星汉

灿烂灿烂。。但今人看历史上的英雄但今人看历史上的英雄，，也如同也如同

我们抬头看天上的星星我们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因为太遥远因为太遥远，，

只看到星星闪烁只看到星星闪烁，，殊不知每一颗星星殊不知每一颗星星

都是一个巨大的发光体都是一个巨大的发光体。。在和平年代在和平年代，，

人们往往满足于安逸的生活人们往往满足于安逸的生活，，不再抬不再抬

头去仰望星空头去仰望星空，，于是那些伟大的英雄于是那些伟大的英雄

豪杰于我们越来越陌生豪杰于我们越来越陌生。。好在有越来好在有越来

越多的作家对书写英雄人物充满了热越多的作家对书写英雄人物充满了热

忱忱，，不少以某一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不少以某一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

历史小说出版了历史小说出版了，，有些也引起了热烈有些也引起了热烈

反响反响。。从整体上说从整体上说，，这是一桩重要的文这是一桩重要的文

学建设工程学建设工程，，仿佛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仿佛是为人们提供了一

座又一座天文望远镜座又一座天文望远镜，，从而能够看到从而能够看到

““星星星星””们的伟大之处们的伟大之处。。周德彬的周德彬的《《侯门侯门

虎将虎将：：周处传奇周处传奇》》就是其中一部就是其中一部，，他所他所

写的周处就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耀眼的写的周处就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耀眼的

““星星星星””。。

说起来说起来，，周处对于受过学校正规周处对于受过学校正规

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学语中学语

文课本中一直都有一篇关于文课本中一直都有一篇关于““周处周处””的的

课文课文。。它选自它选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说的是周处说的是周处

改过自新的故事改过自新的故事。。周处年轻时力大无周处年轻时力大无

穷穷，，却纵情肆欲却纵情肆欲。。乡亲父老将周处和南乡亲父老将周处和南

山的猛虎山的猛虎、、河里的蛟共同称为河里的蛟共同称为““三害三害””。。

周处上山杀了猛虎周处上山杀了猛虎，，又入水欲灭蛟又入水欲灭蛟，，在在

水中与蛟搏击了三天三夜水中与蛟搏击了三天三夜。。人们都以人们都以

为周处与蛟同归于尽了为周处与蛟同归于尽了，，纷纷表示庆纷纷表示庆

贺贺。。周处灭蛟出水周处灭蛟出水，，看到人们在为自己看到人们在为自己

死去而庆贺死去而庆贺，，深受刺激深受刺激，，决心改过自决心改过自

新新。。他改过自新成功他改过自新成功，，最终成为忠臣孝最终成为忠臣孝

子子。。课文很短课文很短，，并没有具体描写周处改并没有具体描写周处改

过自新后有什么英雄作为过自新后有什么英雄作为，，它让学生它让学生

们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周处的们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周处的““凶强凶强

侠气侠气，，为乡里所患为乡里所患””，，是被人们视为是被人们视为““三三

害害””之一之一，，是是““周处除三害周处除三害””，，这样的印这样的印

象显然与一个英雄人物形象还是大有象显然与一个英雄人物形象还是大有

距离的距离的。。

周德彬终于坐不住了周德彬终于坐不住了。。周德彬与周德彬与

周处都出生于同一个家乡周处都出生于同一个家乡———江苏宜—江苏宜

兴兴，，在宜兴至今还流传着周处的各种在宜兴至今还流传着周处的各种

传说传说，，也能寻觅到周处留下的踪迹也能寻觅到周处留下的踪迹。。宜宜

兴人以周兴人以周处为傲处为傲，，称颂他为称颂他为““阳羡第一阳羡第一

人物人物””（（宜兴原名阳羡宜兴原名阳羡），），甚至为周处建甚至为周处建

了一座纪念他功德的周王庙了一座纪念他功德的周王庙，，将他尊为将他尊为

神贡奉在寺庙里神贡奉在寺庙里。。周处作为一个历史英周处作为一个历史英

雄人物尽管在家乡得到了广泛的崇敬雄人物尽管在家乡得到了广泛的崇敬，，

在家乡人的心目中在家乡人的心目中，，他就是一颗光彩夺他就是一颗光彩夺

目的目的““星星星星””。。但走出家乡但走出家乡，，这颗这颗““星星星星””

的亮度就大大减弱了的亮度就大大减弱了。。为了让周处这一为了让周处这一

历史上的英雄走出家乡历史上的英雄走出家乡，，让更多的人景让更多的人景

仰仰，，周德彬在家乡人的鼓励下周德彬在家乡人的鼓励下，，决定为决定为

周处写一部传记式的长篇小说周处写一部传记式的长篇小说。。因此因此

《《侯门虎将侯门虎将：：周处传奇周处传奇》》承载着厚重的使承载着厚重的使

命担当命担当。。周德彬说他是周德彬说他是““怀着对远祖敬怀着对远祖敬

畏之心畏之心，，对历史文化负责的精神对历史文化负责的精神””来进来进

行写作的行写作的。。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严肃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严肃

性和严谨性性和严谨性。。所谓严肃性和严谨性所谓严肃性和严谨性，，是是

指作者是从遵循历史基本事实的态度指作者是从遵循历史基本事实的态度

来进行虚构和想象的来进行虚构和想象的。。为此为此，，周德彬作周德彬作

了充分的查阅史籍和收集资料的工作了充分的查阅史籍和收集资料的工作，，

包括周处年谱包括周处年谱、、周氏家谱等重要史料一周氏家谱等重要史料一

一堆放在他的案头一堆放在他的案头。。在写作之前在写作之前，，周德周德

彬先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彬先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即把即把

史书和方志的资料以及相关人物的资史书和方志的资料以及相关人物的资

料与周处年谱严密地对接起来料与周处年谱严密地对接起来，，他称他称

““这是一个复活周处的过程这是一个复活周处的过程””。。因为有了因为有了

这一准备工作这一准备工作，，就为就为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小说的历史真实性

和严肃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严肃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侯门虎将侯门虎将：：周处传奇周处传奇》》的书写目的书写目

标很明确标很明确，，就是要再现一位历史上的就是要再现一位历史上的

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但对于周德彬来说但对于周德彬来说，，要实现要实现

这一目标并非易事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因为通过中学课因为通过中学课

文的传播文的传播，，周处给人们留下的只是粗周处给人们留下的只是粗

线条的关于改过自新的印象线条的关于改过自新的印象，，人们记人们记

住的多半不是一个英雄的周处住的多半不是一个英雄的周处，，而是而是

一个一个““凶强侠气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为乡里所患””的周处的周处。。

周德彬必须在这一基础上来塑造一个周德彬必须在这一基础上来塑造一个

英雄周处的形象英雄周处的形象，，既能与人们对周处既能与人们对周处

的印象相吻合的印象相吻合，，又能彰显周处的英雄又能彰显周处的英雄

气概气概。。在这里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这里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需要处理好需要处理好，，周处年少时是一个鲁莽周处年少时是一个鲁莽

的恶少形象的恶少形象，，他凭着自己有武功有气他凭着自己有武功有气

力便随意寻衅打人力便随意寻衅打人、、横行霸道横行霸道，，被乡里被乡里

人视为一害人视为一害。。这与他后来成为世人景这与他后来成为世人景

仰的英雄仰的英雄，，真是有了天壤之别真是有了天壤之别。《。《世说世说

新语新语》》为了突出他改过自新的主题为了突出他改过自新的主题，，便便

强化了强化了““过过””与与““新新””的对比度的对比度，，仿佛前仿佛前

后两个周处是毫无共同之处似的后两个周处是毫无共同之处似的。。这这

显然有碍于人们对一个英雄人物的接显然有碍于人们对一个英雄人物的接

受受。。要使周够作为一个英雄形象在读要使周够作为一个英雄形象在读

者心目中树立起来者心目中树立起来，，必须先解决这个必须先解决这个

问题问题。。周德彬找到了比较合适的解决周德彬找到了比较合适的解决

办法办法，，这就是在这就是在““过过””与与““新新””之间寻找之间寻找

到周处转变的情理逻辑到周处转变的情理逻辑，，他的一切想他的一切想

象和虚构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象和虚构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周德在周德

彬的笔下彬的笔下，，少年时期周处的性格是丰少年时期周处的性格是丰

富的富的，，他既有鲁莽的一面他既有鲁莽的一面，，也有仗义的也有仗义的

一面一面。。周处经常冒犯他人总是有原因周处经常冒犯他人总是有原因

的的。。周德彬认为周德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要帮助那些受欺负他要帮助那些受欺负、、受伤害的弱者受伤害的弱者。。

鲁莽和仗义的双重作用下鲁莽和仗义的双重作用下，，周处在帮周处在帮

助弱者的时候有可能不按常规助弱者的时候有可能不按常规，，甚至甚至

产生负面影响产生负面影响。。周德彬沿着这一思路周德彬沿着这一思路

来想象周处的成长过程来想象周处的成长过程，，先后设计了先后设计了

好几次比较大的帮助弱者的情节好几次比较大的帮助弱者的情节。。第第

一次是周处去蒲野租粮一次是周处去蒲野租粮，，发现当地灾发现当地灾

情严重情严重，，不仅免掉佃户租粮不仅免掉佃户租粮，，而且还宣而且还宣

布开仓放粮布开仓放粮。。在放粮过程中在放粮过程中，，他打了徐他打了徐

老三老三。。但打人是有缘由的但打人是有缘由的。。因为徐老三因为徐老三

不是穷人不是穷人，，却故意跑到周府来冒领粮却故意跑到周府来冒领粮

食食。。第二次是看到华员外的两个女儿第二次是看到华员外的两个女儿

被潘十八逼婚被潘十八逼婚，，大女儿被逼自杀大女儿被逼自杀，，二女二女

儿仍逃脱不了入火坑的厄运儿仍逃脱不了入火坑的厄运。。周处热周处热

血上涌血上涌，，对华员外许诺一定要将此事对华员外许诺一定要将此事

管到底管到底。。最后他一箭射死了来抢婚的最后他一箭射死了来抢婚的

潘十八潘十八。。第三次则是听了孙氏哭诉自第三次则是听了孙氏哭诉自

己儿媳如何百般虐待的伤心事后己儿媳如何百般虐待的伤心事后，，装装

成算命先生去劝诫被称作雌黑虎的儿成算命先生去劝诫被称作雌黑虎的儿

媳妇媳妇，，劝诫不成劝诫不成，，他一怒之下他一怒之下，，举起木举起木

棍把雌黑虎打得连连求饶棍把雌黑虎打得连连求饶。。这几个大这几个大

的情节都突出了周处的仗义的情节都突出了周处的仗义，，夯实了夯实了

周处的人性之本是善而非恶周处的人性之本是善而非恶。。除此之除此之

外外，，周德彬还从多方面强化改过自新周德彬还从多方面强化改过自新

的情理逻辑的情理逻辑。。比如他的鲁莽也与他思比如他的鲁莽也与他思

考欠周全有关考欠周全有关。。他最初拜敬悟为师习他最初拜敬悟为师习

练武功练武功。。因为想试一试自己的内功是因为想试一试自己的内功是

否已成熟否已成熟，，竟然将敬悟竟然将敬悟当成了打斗的当成了打斗的

对象对象，，突然朝毫无提防的敬悟一拳打突然朝毫无提防的敬悟一拳打

去去。。尽管后来周处连连向师父赔罪尽管后来周处连连向师父赔罪，，但但

敬悟仍非常生气敬悟仍非常生气，，断言周处断言周处““长大后必长大后必

是地方一害是地方一害！！””又如写周处开仓放粮犹又如写周处开仓放粮犹

不满足不满足，，还要凭借自己的武力逼着周围还要凭借自己的武力逼着周围

的八大乡绅也要开仓放粮的八大乡绅也要开仓放粮，，导致八大乡导致八大乡

绅联名去官府诬告周处绅联名去官府诬告周处。。通过周德彬在通过周德彬在

情理逻辑上的充分铺垫情理逻辑上的充分铺垫，，周处的改过自周处的改过自

新就一改过去的暧昧指向新就一改过去的暧昧指向，，被赋予了从被赋予了从

善如流的新义善如流的新义。。英雄的基调也确立起来英雄的基调也确立起来

了了。。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周德彬还赋予周处更为周德彬还赋予周处更为

丰富的性格特征丰富的性格特征，，如他的率性天真如他的率性天真，，他他

的孝顺心的孝顺心，，他的爱学习他的爱学习，，他的智慧和豪他的智慧和豪

迈迈，，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一个在史籍中被描这就使得一个在史籍中被描

写为扁平人物的周处写为扁平人物的周处，，一跃而成为了一一跃而成为了一

个活生生的圆形人物的英雄形象个活生生的圆形人物的英雄形象。。

从整体上说从整体上说，，周德彬严格遵循历周德彬严格遵循历

史的真实史的真实，，坚持在历史的框架内展开坚持在历史的框架内展开

想象与虚构想象与虚构。。但他并不拘泥于历史但他并不拘泥于历史。。这这

与他的明确写作目的有关与他的明确写作目的有关。。他的写作他的写作

目的就是要让一个被忽略的历史英雄目的就是要让一个被忽略的历史英雄

能够在当代广泛传播开来能够在当代广泛传播开来。。因此因此，，他的他的

小说不是要把当代读者带入小说不是要把当代读者带入10001000多多

年前的历史场景之中去年前的历史场景之中去，，而是要让周而是要让周

处穿越历史隧道来到当代与今天的读处穿越历史隧道来到当代与今天的读

者相会者相会。。这表现在写作上这表现在写作上，，则是周德彬则是周德彬

并不刻意追求历史氛围的还原并不刻意追求历史氛围的还原，，也不也不

在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上大做文章在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上大做文章。。

用他自己的话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就是““不囿于写真而不囿于写真而

深陷历史不能自拔深陷历史不能自拔，，使小说徒有历史使小说徒有历史

之真而使作品形象枯槁之真而使作品形象枯槁””。。在语言叙述在语言叙述

上上，，他不是为了追求历史真实感而采他不是为了追求历史真实感而采

纳文白相间的古雅语言纳文白相间的古雅语言，，而是完全采而是完全采

用叙述现实生活的通俗易懂的语言用叙述现实生活的通俗易懂的语言，，

甚至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转译历史甚至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转译历史

人物的行为举止人物的行为举止。。周德彬曾经写过多周德彬曾经写过多

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擅长这擅长这

套语言的叙述方式套语言的叙述方式，，他将这套书写现他将这套书写现

实生活的语言挪移到历史小说的叙述实生活的语言挪移到历史小说的叙述

中中，，也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种这种

尝试的成败得失自然还可以讨论尝试的成败得失自然还可以讨论，，但但

在我看来在我看来，，至少这样的叙述有助于加至少这样的叙述有助于加

强故事的流畅性强故事的流畅性，，也有助于让历史英也有助于让历史英

雄人物走近当代的读者雄人物走近当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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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英雄人物走近当代读者让历史英雄人物走近当代读者
——读周德彬的《侯门虎将：周处传奇》 口贺绍俊

公安题材是报告文学写作的富矿，有难以尽数的传奇人物和感人

故事可供挖掘。但也正因为如此，公安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长期以来反

而存在着题材狭窄、写法粗疏的问题。大多作者关注的题材主要是两

种：一是英雄人物，二是大的事（案）件。在创作手法上不脱新闻通讯的

巢臼，匆匆忙忙的急就章仿佛成了公安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流。其

实，公安工作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走过了几十年的光辉历程，我们有很

多事件或人物是可以也应该放到时间的轴线上去考量的。而这种考量，

才是能够看出一种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坚守之美、传承之美的，也

是报告文学摒弃浮躁、追求厚重的文本要求。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就“枫桥经验”做出重要批示55周年。为了

纪念这个在中国社会治理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批示，作家衣向东深

入浙江诸暨，探寻“枫桥经验”55年的发展历程，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

《桥》。因为对枫桥经验有一些了解，所以我知道把它写成报告文学是很

难的。55年的历程是漫长的，期间的故事浩如烟海，如何梳理，如何定

位，如何在强烈的政治意义下寻找出生动感人的细节，带着这样的疑

问，我翻阅了这本厚重的著作。我觉得，衣向东做出了很好的回答。他不

仅为“枫桥经验”勾勒出清晰而生动的脉络，也为公安题材报告文学的

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

延续发展了55年的一种经验、一种工作方式、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固

然为作者提供了一条明确的思维主线，但作为文学，将这条主线充填上

有血有肉的人物和故事，从而令人信服地诠释出这条主线的合理性、权威

性，才算是创作的成功。我觉得衣向东在《桥》中很好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在这样的时间跨度下如何构筑故事框架的问题。他做到了不

疾不徐、从容有序。全书以时间为轴，串联起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又在

故事和人物的发展脉络里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把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

发展表现了出来。在这条轴线上，不变的是枫桥人的性格特征和枫桥

地区的文化底蕴，以及枫桥经验的深刻内涵。时间是骨，人物和故事是

肉，而价值观和情感是血液。这样的故事结构，再加上作者自己身份的

有机介入，很自然也很自如地把枫桥几十年的故事讲清楚了。特别是

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甚至是教训，也实事求是地写进去，产生了非常

真实的效果。

二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下了功夫。衣向东是个优秀的作家，他过去的

作品都在语言上显出功底，大多充满激情，有张力。但他这次刻意在语

言的使用上做了“微调”，尽量用平和、生动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来讲述

故事，因此通篇显得很鲜活，很接地气。好的作家，都是要有自己的语

言特点的，但是我认为，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语言风格也在很大程度

上要服从作品内容的需要。也许这是报告文学写

作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一个特点。我们常常有

意无意地忽视这个特点，常常过于强调文学的个

性而缺少对共性问题的研究。而衣向东的创作实

践让我清楚地感受到了他为了描写好作品中的人

物故事，更好地表达应该表达的内涵，而在语言风

格上的调整。

从《桥》而说开去，我对公安题材报告文学的发

展前景感到乐观。近年来，公安题材的报告文学作

品时有佳作出现，尽管题材面还嫌窄了一些，但作

者在作品文学性上下的功夫，在采访、创作上下的

功夫，是清晰可见的。《猎狐行动》《泣血长城》《国之

盾》《英雄时代》，到最近推出的《中国刑警》，等等，

都堪称佳作。衣向东的《桥》在题材上、创作手法上

都给了我们眼前一亮之感。它在正确而全面反映公

安工作上，在从时间轴上找寻公安工作特质上，在

塑造人物群像上，都有经验值得借鉴。应该说，《桥》

是公安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突破。

山水之间 回望乡愁

胡勇是生于潇湘之地、紫水河畔的诗人。他

对“山水林田湖草”有着无限的眷恋，对自然万物

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在诗人笔下，山水不是被虚

化的、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处处鲜活的、可感可

知的、贴近生命的。诗人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

“山路不见/映入眼帘的是山上的山/我是圆心/

山上的山是弧面”（《山上的山》），心在哪儿，山就

在哪儿。诗人聆听每一条河、每一座山的呼吸，

“河是山沟波动的脉/水是河儿涌动的魂”（《一条

流淌的翡翠河》），“我还听见娄山关的心跳/凄凉

过后是悲怆，悲怆过后是震撼”，从中获得心灵的

洗礼和前进的力量，“岁月声里，老山界上山道若

隐若现/我也带着红星/寻梦/寻心间最有梦的一

寸山河”。

人类的故事写在山水中成了历史，个人的故

事写在山水中变成了乡愁。诗人不仅在回望山水

中的悠悠历史，也在回望山水中的缕缕乡愁。在

诗人的视野中，更多的是回望与故乡有关的山

水，潇湘之地有八景：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

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

渔村夕照。诗人徜徉于潇湘大地，留恋于故乡的

风物。山水之地必有人，有人必有绵长的思念。面

对梦里梦外，这故乡的山水和多情的景色，诗人

卸下了心中防备，时而像个赌气的孩童：“山顶的

星星/与家乡的星星一样明亮/但我无法找到/曾

经的那颗”。在他乡的山头，诗人眺望故乡之景，

质朴的字句，敲打着我们的心；诗人时而是个感

伤的青年，“被悠然自在的河水锁住了渴望和深

思/打湿诗人衣袖/背影那么清晰/记忆还很湿

润”（《遥远河流》），河水试图锁住渴望和深思，却

锁不住泪水和背影，在抽象和具体之间，诗人游刃有余地锁

住了游子的乡愁；甚至渴望老者的生活，“或许多年以后，重

回故里/也像哪位老者一样/山道弯弯，步履蹒跚/一道美丽

的伤痕链接生命的尽头/一步朝天，一步望地/一步望地，一

步朝天”（《弯曲山道》），重复两次的“望地”和“朝天”，使得诗

歌的余韵在弯曲的山道中悠长地延绵。

山水是诗人胡勇创作中相当重要的主题，作为自然系统

的诗人，他对土地、对自然山水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写作

视角。他不单是寄情山水，更多的是以诗的方式让山水焕发

出最为本真的魅力。诗人多维度的思考和细腻的感受，让山

水承载了丰富的情感，我们看到了历史带来的能量，更看到

了个人乡愁的变化和层次，看到了诗人对故乡的回望与转

身，“理想之海就在前方的前方/不断流动，向前就有家”（《河

在前进》）。

城市之殇 含泪注视

与众多诗人、作家的文化身份相似的是，胡勇是来自大

自然的孩子，为了求学和工作北上，来到北京这座城市。城市

或许就是诗人不断向前，找到的“理想之海”。作为从山水之

城到现代化大都市的诗人，他敏锐地看到了城市中阳光照不

到的地方，并用饱含深情与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城市中环境之

殇、漂泊之殇。

读《轩窗晨雨》，可以看出，在城市之中，最能调动诗人情

感的，首先还是自然：“屏住呼吸，在流水声中任

意伸展/河水的声音，似乎从幻梦中逃了出来/刹

那进入多愁善感人的耳中”（《楼后有一条河》）。

城市环境的恶化，牵动着诗人的心。在诗作《我

的泪浸透了霾的眼》中，诗人聚焦于城市中严重

的雾霾现象：“整个城市锁在被围困的边沿/霾一

天一天一天/堪比一天”，开篇即渲染出雾霾弥漫

的画面，并用“一天一天”的重复，富于节奏感地

凸显了雾霾步步紧逼的窒息感。“浩大的霾不断

变迁移动/增长的极限还不断上演/划破天宇净的

彼岸/淹没天空美的蔚蓝/那混混沌沌的天穹中

间/呈现发展代价墓的容颜”，此时诗人把霾的影

响慢慢推向极致，在混沌天宇中间，城市呈现“墓

的容颜”，生动的比喻沉痛地批判了发展的代价。

“……但我不会沉默无言/更不会敷衍/霾蒙住了

我的眼/我的泪浸透了霾的眼”，诗人用极浪漫的

笔法——以热泪淹没这城市茫茫的霾——抒发

了自己对环保的关切和呼喊。

北漂之人如同千万条河流，越过千山万阻，

终于汇入城市之海。一方面，他们渴望能与时代

共同奔腾，共同推动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他

们在这茫茫之海中感到寂寞，每一个人从未有

过变得渺小，那故乡的温暖又渐行渐远，远到回

首望不见。诗人虽然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也

是这万千北漂之一，在《汉子》一诗中，“靠在街

边就睡觉的汉子/鼾声与人群路过声汇杂/周围

人群在现实中看他/他在梦中看周围的人群”，借

流浪汉与行人描摹出人与城市的关系，亲近中带

着疏离，现实与梦境交织。

微观生活 感悟平常

《轩窗晨雨》除了对山水的浪漫主义留恋和

对城市的现实主义书写，诗人还有着对生活的微观的表现。

“生活之圈”是诗集《轩窗晨雨》里最独特的部分，30首三行诗

分别写了板凳、椅子、书桌、高压锅等生活中最为常见的30

种物品。诗人有一双机敏的眼睛，善于挖掘事物本身的特

性，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抽象和思辨。这些短诗中

随处可见诗人的睿智和风趣。诗作《衣柜》，“小门咔嚓一关/

关住了无数人荣华富贵的物欲/也遮挡了无数人囊中羞涩

的无奈”，把小小的衣柜当作了人们物质追求的缩影，这是哲

理性的表达，也是对生活物件背后的人性逻辑与生活观念的

表现。

诗作《镜台》也耐人寻味：“往前一站真我假我/我的眼里有

你有我/你的眼里却只有我”，颇具哲理思辨，让人回味无穷。

五四时期，写小诗即成诗人一个取向。胡适的《尝试集》

里多为小诗，宗白华的《流云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都

是小诗。胡勇写小诗自有美学源头，但他追求一种贴身性，把

生活体验与诗美探求有机结合，造成新的阅读空间，让读者

细细品味，感受诗意。“生活之圈”这些小诗，是诗人胡勇最具

有洞察力和感悟力的一部分。

总体来看，《轩窗晨雨》是诗人胡勇的诚意之作。诗人用

一颗涌动的诗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诗意的窗户，流浪的诗

行，泛起朵朵美的浪花。近期他的另一本诗集《潇湘夜雨》也

已出版。通过诗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千姿百态，看到

了更为豁达和诗意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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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辉耀历史天空的璀璨星辰，是引领社会前行的精

神坐标，古今中外吟咏英雄、书写英雄、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

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长篇小说最动人最感人的精彩篇

章。在近年我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作家十一鸾悉心创作

的《汉月天骄——不败战神霍去病》（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一

部全景展现汉代名将霍去病英风豪气的鸿篇巨制，是一部描

摹一代战神骄子的精品力作。

捷克著名作家伏契克在其《论英雄与英雄主义》一文中写

到：“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

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2000年前的霍去病正是在外敌袭扰、

边关危殆之时横空出世的民族英雄，其立下的“饮马翰海,封

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的卓异功绩，其秉持的“匈奴未

灭，何以家为”的博大襟怀，使其成为伫立在国人心目中的不

朽丰碑，成为历朝历代军队将士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以致西

汉以降众多文人士子用诗词歌赋等艺术形式追缅、凭吊和颂

扬霍去病。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历史热不断升温，人们以小说

影视等审美载体呈现霍去病的英迈形象和英雄风范。但鉴

于年代过于久远和史料严重缺失，霍去病的真实形象逐步淹

没在历史征尘中，一代“苍狼”的英雄本貌日益模糊渐趋迷

离。作家十一鸾历时多年，饱览《史记》《汉书》《资治通鉴》

《三国志》等正史，遍查《太平广记》《汉武故事》《匈奴史》《匈

奴史稿》等野史，参阅《西京杂记》《南州异物志》《读通鉴论》

《汉族风俗史》等杂史，借鉴《原匈奴》《匈奴史研究》《草原帝

国》《先秦汉魏河西史略》《汗匈战争三百年》《中国军事通史》

等近现代研究专著和大量专业文章，揆诸引证众多民间故事

和历史传说，提要钩玄、去芜存菁、析辨爬梳、证订稽考，撰写

了长达4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月天骄——不败战神

霍去病》，使“挟雷追风奔战场，横扫匈奴如卷席”的“冠军侯”

从“休眠”状态苏醒复活，努力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

度统一。

文艺学基本原理表明，历史小说既要表现历史发展的总

体趋势，也要关注主体命运的必然走向，并在两者之间构建

一种弹性和张力。与其他同一题材的演义小说相较，《汉月

天骄》在思想意蕴与审美品位方面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这

部小说的时代背景主要锁定在西汉中期汉武帝诏令霍去病

反击匈奴、拓展版图这段历史，重点围绕霍去病六次出击匈

奴战役前后发生在匈奴、汉朝以及大月氏等部落之间的重大

军事事件加以铺陈，将霍去病短暂而辉煌的戎马生涯鲜活地

再现出来，把霍去病的超群胆识和卓越才略生动地表现出

来，使历史事实提升至典型意义的层面。别林斯基说，真实

的情节和逼真的细节，是优秀历史小说的基本要素。《汉月天

骄》把彼时关键性的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恰切有机地融

入作品中：张骞两次出使大月氏、匈奴王庭权位争斗、左贤王

战败降汉、汉武帝诛杀游侠郭解全族、斩杀若阳侯和亲阳侯等

众多历史事件，雄浑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一代血脉贲张、狂

飙突进的战神逐步走向前台，渐次上演着横刀立马、气吞山河

的英雄活剧，次第书写着“一骑绝尘胡虏破、将军挥洒成酒泉”

的英雄传奇。

真实是历史小说审美的重要向度，但文学真实又不等同

于历史真实，文学真实绝非刻板平面的“历史真实”，而是诗意

的情感的“心灵真实”，具有浓郁的美学意蕴和鲜明的艺术指

向；历史真实只有通过小说文本进入人物内心和性格时，才能

变成灵动而浪漫的文学真实。基于这一叙事策略和写作手

法，十一鸾对霍去病形象做了典型化处理，把汉武帝时期武将

精英群体的智慧和勇略，有机地附丽在霍去病的英武形象

上。全书以霍去病“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戎

马生涯为统摄，以其“长驱六举，电击雷震”的传奇经历为贯

通，辐辏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与匈奴统治集团的军事斗争展

开宏大叙事，作者铺设两条相互交织互相支撑的线索展开故

事情节：一条以霍去病征讨匈奴的军旅生涯为主线，完整地勾

绘了从少年羽林郎成长为骠骑将军的壮美人生图景，艺术地

描绘了霍去病骁勇善战的雄姿伟貌；一条以霍去病与月氏公

主月歌在匈汉战争中结下的生死情缘为辅线，合乎想象地演

绎了英雄与美人不离不弃的情感历程。两条线索相辅相成、

互衬互托，将“声威功烈震于天下”的霍去病心怀家国、侠骨柔

情的热血男儿形象立体地呈现出来，使人物更加丰赡饱满更

加鲜活生动。《汉月天骄》一书叙写的历史事件繁复且面貌驳

杂，描写的历史人物繁多且各具特色，全书由四卷二十九章构

成，思路畅达，情节紧凑，逻辑谨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随着

故事情节的有序展开，冷兵器时代骑兵交锋的壮烈场面持续

上演，匈汉两地激烈的军事斗争与政治角逐此消彼长，读者一

方面领略了2000年前西汉匈奴两族战争风云的变幻莫测，另

一方面体认了霍去病、汉武帝、卫青、张骞、司马迁、月歌、郭

允、未晞等人物个性的奇崛殊异。当然，对于历史人物的还原

和塑造，尤其是对霍去病的状摹和书写，作者决不是信笔涂

鸦、随意为之，而是在悉心研读历史典籍和相关资料的基础

上，充分利用前人和他人对于霍去病的记载与阐释，精准融入

自己对“冠军侯”的感悟与体会，深刻表达了对“为破匈奴而

生”的“霍嫖姚”的思考与尊崇。

纵览历代关于霍去病的文学作品，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

集中在霍去病抗击匈奴、开疆拓土之伟业与壮举上，这说明以

精武强能、血性硬朗为主基调来塑造霍去病英雄形象，在我国

既有悠久的传统，也符合历代文人对霍去病的认知，这恰恰与

长篇小说《汉月天骄》的主题异曲同工。长篇小说《汉月天

骄》艺术地再现了西汉民族英雄霍去病杀敌御寇、建功立

业、精忠报国的千秋功绩和不世英名，作品既弥漫着雄浑悲

壮的英武气韵，又张扬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思

想。也许在2000多年的沧桑巨变中，霍去病已成为一个遥

远的英雄符号，但他马踏匈奴的英雄豪气和绝世风采将镌刻

青史、传承后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汉月天骄》通过塑造天

之骄子霍去病这一英雄形象，向当下国人提出了一个必须正

视的话题：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生命个体，处在忧患丛生中的当

代国民，如何铭记历史、捍卫英雄？如何激发生命热情、提升

生命境界？可以说，《汉月天骄》在唤醒英雄意识、砥砺英雄情

怀的同时，表达了一种现实期许：希望人们涵育家国情怀、英

雄梦想和尚武魂魄，在庸常世界中获取超越平庸的精神力量，

实现对物化世界的诗性突围和人文再造，共同构筑中华民族

龙行天下、傲视群雄的复兴时代！

纵死犹闻侠骨香纵死犹闻侠骨香
————评长篇小说评长篇小说《《汉月天骄汉月天骄————不败战神霍去病不败战神霍去病》》 □□刘金祥刘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