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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斑斓而驳杂，同时留给
了我们两个巨大的疑问。实际上，这两个疑问也
是理解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肌理的两条关键脉
络。一个是有关军旅文学自身的，即军旅文学应
该以怎样的审美方式来表现我们身处于其中的
宏大历史。另一个有关军旅文学的文化生存环
境，即军旅文学应该如何面对已经崛起的消费文
化。前者是军旅文学内部的美学问题，后者是事
关军旅文学安身立命的价值问题。对于前者，新
世纪以来军旅文学解决得不那么令人满意，而后
者则是全新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也预示
着一次换骨重生的契机。

一、军队强势现代化与军旅文学审美
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

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回想新世纪以来军旅
文学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那些作品，除了《突
出重围》《坼裂》等少数现实题材之外，更容易想
到的还是《亮剑》《历史的天空》《音乐会》《暗算》
《风声》《牵风记》《底色》《解放大西南》《长津湖》
《朝鲜战争》《长征》等历史题材。我们会很感慨，
在这个军队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全新历史时代，
军旅文学没有拿出更多饱含时代内容、直面现实
生活的大作、力作，我们甚至还会为某些作品的
审美品质并不尽如人意而感到遗憾，或者觉得其
中还少有《西线轶事》的深情隽永、《红高粱》的汪
洋恣肆、《炮群》的冷峻犀利、《农家军歌》的厚重
悲苦等等。对此，我们该做何解释呢？

首先，我们反对两种判断。第一种认为“文
学已死”，那么自然也不必追问文学的文学性和
美学问题。这种判断似乎被新世纪以来文学边
缘化的现实所印证，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但
细细思量可以发现，这种判断与崛起的消费主义
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文学边缘化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在为消费社
会文化产品的粗制滥造进行辩解。说到底，文学
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和审美的艺术，通过语言和审
美的路径，让我们理解身处的历史。而这一点，
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做不到的。军
旅文学若要求得发展，就必须时刻警惕消费文化
的种种弊端。

第二种判断认为文学与个人的心灵体验相
关，并以此来疏离对大的历史时代的关注。这种
判断执著于“纯文学”的小圈子，对于剧烈变迁的
历史缺乏敏感，不屑去表达中国军队发生的现代
化变革，认为这样做便丧失了“文学性”。我们认
为，人的心灵体验必然与历史脉动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当代军人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我们不
能认为那些彷徨、不安、焦虑的情绪就代表了当
代军人内心体验的主流，乃至放弃爱国主义、英
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中锋正笔、主音大调。同时，
我们又认为，军旅文学审美现代性与军队的强势
现代化之间，的确存在着深刻矛盾。十几年来，
军队强势现代化的外在表达诉求压倒了军旅文

学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自我完成。军旅文学审美
现代性的历程实际上并不长，其主体内核与人民
军队的成长密不可分，当下，爱国主义和英雄主
义的根基其实并未动摇，这是我们的判断的最可
靠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全新的历史时
代里，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已经远远走在军旅文学
审美表达的前面。军旅作家（包括老中青三代作
家）普遍存在对我军新军事变革历史过程不熟
悉、对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方式方法不了解、对当
代战争思维不敏感等问题。当中国民众渴望了
解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我们的军旅文学
却迟迟交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精品力作。不客气
地讲，如果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进
程，我们的军旅作家却对新的历史脉动反应迟
钝、缺乏敏感，又如何能完成审美的艺术转换和
表达呢？

其次是审美创造的资源问题。在20世纪八
九十年代，军门子弟作家和农家子弟作家在创作
上汲取了两种不同的审美经验。两类作家都汲
取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审美经验，但他们的底色又
大不相同。前者有朱苏进、海波、乔良、刘亚洲等
人，在冷峻、犀利、灵动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
传统军人特有的强悍、谋略、忧患，而莫言、李存
葆、朱秀海、周大新、徐贵祥、柳建伟、阎连科、陈
怀国等人则更多地表现出中国乡土的审美经
验。如果从审美创造上讲，农家子弟作家无论从
深度和广度来讲，都要超过军门子弟。这与审美
资源有关，说到底，中国乡土文明是更加悠久也
更加厚重的资源。我们遇到的是中国传统审美
经验与当下军队现代化进程如何接轨的问题，例
如，乡土文明当中那些自然的、原生态的审美经
验与军队信息化条件下的生存状态如何相融

合？西方现代派的审美经验和表现手法，又如何
来传达当代官兵的内心世界？如此等等。

二、消费文化崛起与军旅文学美学核
心价值的再反思

消费文化的崛起，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
浪潮的必然结果。消费文化的价值核心，是满
足人的基本需求。但是在今天，我们更多地感
受到了消费文化令人不安的一面。它不仅仅在
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同时，它正在用一种大工业
生产的方式，惊人地制造着人的欲望，形成了一
个“制造欲望——满足欲望”的巨大生产流水
线，把个体的人牢牢地控制在这条生产线上。
它不仅制造物质商品，也在制造数量庞大的文
化商品。因此，消费文化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化
语境的物化、矮化等种种弊端。在此，我们可以
把消费文化的核心价值归纳为“制造欲望——
满足欲望”，其美学核心（如果它有美学的话）
是“欲望——满足”的审美体验（如果它有审美
体验的话）。

军旅文学的美学核心是崇高之美。康德认
为，人的崇高之美的体验，来源于他在不可抗争
的宿命面前，所体现的对自身尊严的感知。对于
当代军人来说，崇高之美来源于三个层次，即对
信仰的坚守，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当，与战斗集
体共存亡的自我牺牲精神。军人无疑也是人，也
有七情六欲的基本需求，但是当这些基本需求与
以上三个层次的使命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
就必须义无反顾地牺牲那些基本需求，乃至生
命。更进一步说，军旅文学的美学核心是一种

“牺牲”的崇高之美，在战争年代，军人牺牲的是

生命，在和平年代，军人牺牲的是“生活”，此即军
旅文学美学核心价值与消费文化基本取向之间
的根本分歧所在。

军旅文学审美形态或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诸
如人们熟知的雄浑、阳刚、豪迈、冷峻、刚健、悲
壮、苍凉等等，但无论军旅文学美学有多少斑斓
的外衣、有多少不同的形态，洗尽铅华之后，我们
看到的总是“牺牲”的崇高之美。自古以来，军
队就是为战争而存在，军人就是在“向死而生”
中永存，“牺牲”几乎就是军人的同义词，也是一
切战争文学不可避免的基本主题。因此，“牺
牲”的崇高之美就是军旅文学审美形态之中起
奠基作用的美学核心内容，是军旅文学美学与
其他类型文学美学相区别之处，是军旅文学得以
自律自觉自醒的理论基石，集中体现了军旅文学
美学的特殊性。

“牺牲”的崇高之美与军旅文学相生相伴，源
远流长，历史悠久，使得军旅文学风骨坚强、傲
然屹立。当我们悉心研读《无衣》《国殇》《蒿里
行》《前后出塞》《吊古战场文》《金错刀行》《满江
红》《破阵子》《过零丁洋》《咏海舟睡卒》《马上
作》等等为数众多的历代军旅诗文，我们可以深
刻而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慷慨赴死的大义、共赴
国难的勇武、宁死不屈的风骨、同生共死的友爱
等震撼人心的特质。以此为基石，他们呈现出
或悲壮激越，或慷慨豪迈；或沉郁雄浑，或气吞
万里；或刚劲苍凉，或天马行空的美学风格。可
见，中国古代至近现代以来的军旅文学美学风
格始终传承着一个主脉，正是由于其独特鲜明
的美学风格，使得军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始
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
民族文脉。

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
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
三首》《沁园春·雪》《清平乐·会昌》《七律·长征》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最优秀的军旅
诗词大多诞生于中国革命最艰难、革命战争最
艰苦的时期。毛泽东最绚烂、最瑰丽、最豪迈，
也是美学境界最高的军旅诗词，与他面对生与
死、血与火的考验，并坚持革命理想信念的那一
刻之生命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了“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旷达、博大、雄
浑、豪迈、激越、崇高的美学境界，为当代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军旅文学美学风范留下了宝贵的
资源和引领。

新时期以来，《红高粱》中“我奶奶”以及余占
鳖等人物形象代表了莫言乡土世界里的人性精
神。他们敢爱敢恨、泼辣勇敢，在莫言汪洋恣肆
的语言狂潮中，更显得淋漓尽致。虽然其中也存
在着对肉身欲望的大胆表露，但是，保卫民族国
家、争取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始终是《红高粱》
的精神制高点，统摄着《红高粱》的总体审美体
验。朱苏进笔下的军人形象往往桀骜不驯、思想
犀利、理想主义，甚至因为渴望战争而苦闷抑
郁。这些军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有的，但
我们依然为之着迷，依然把他们当作理想军人的
典范。归根结底，这些军人的所有情感，甚至是
有些扭曲的性格特征，都被一个强烈的意愿统一
起来，那就是夺取战争的胜利，为了这个目标，他
们焦虑、煎熬、痛苦。

朱苏进把这种精神提升到哲学高度，也创造
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就是一种“牺牲”的
崇高之美，不仅是牺牲肉体，而且是一种为夺取
战争胜利而奋不顾身的精神。进入新世纪，电视
剧《士兵突击》当中的许三多给我们留下最深刻
的印象，那句“不抛弃、不放弃”体现出为战斗集
体取得胜利而共存亡、共生死的友爱精神，在新
形势下重新阐释了集体主义精神，使英雄主义与
普通士兵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共鸣。因此，我们可
以很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牺牲”的崇高之美作为
坚实核心，那军旅文学当中色彩斑斓的审美形态
就不能有力地统一起来。

当然，从美学理论上确立一种奠基性的核心
内容，并不代表我们已经从审美表达上完成了这
种崇高之美。理论是纯粹的，但一个性格丰富的
人物形象、一个意蕴复杂的审美意境，是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多面体。在其内部各种要素相互
制衡、此消彼长，还要与时代情绪遥相呼应。因
此，建立一种“牺牲”的崇高之美的美学理论，并
不意味着军人的崇高仅仅体现在勇于牺牲，其中
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哲学意义。这种崇高之美的
外延极为丰富，且对当下中国文化政治语境有着
相当积极的引领作用。我们的意图，更是从精神
上寻找一条对于扭曲人性的解救之路。从广义
上讲，这同样是当下军旅文学的一种重要担当，
而且责无旁贷。

■第一感受

■短 评

汉语叙述的力量
——读潘灵的小说 □窦红宇

潘灵是个有勇气的作家。他坚定地回到传统，用一种传
统的汉语讲述的方式，呈现出了汉语小说的力量。

潘灵的小说首先是迷人的。在《奔跑的木头》中，他让
一个失去了爷爷又天天被父亲揍和骂的木头般的少年奔跑如
飞。同时，他又让这个少年在貌美如花的女土司面前，充满
了天性的浪漫和从天而降的人情味。在《叫了一声》中，他
让从乡下来的母亲身上永远带着一种看似愚昧的慈悲和温
暖。这些都是潘灵小说中迷人的地方，也是潘灵在他的小说
中埋下的大智慧。

需要意会的汉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逻辑”，因此，在
汉语讲述中，“无逻辑性”是其重要特点。潘灵在他的小说中
成功地展示了这一特点，并且使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
《奔跑的木头》中的木头为什么跑得这么快？潘灵没有说，也
没人告诉你，他就是跑得快，他就是奔跑如飞。在《叫了一
声》中，母亲为什么要抱着个观音来到城里？为什么见东西
就拜？潘灵也没有说。这就是汉语传统中的“断言”，这就是
由此引发开来的汉语讲述中的“鼓着说了把着听”的叙述策
略，比如《三国演义》中，张飞一声吼，河水倒流；比如
《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潘灵正是在这样的汉语讲
述的承接中，使他的小说充满了不动声色的魅力和吸引读者
的力量。

在短篇小说《叫了一声》中，潘灵写道：“母亲用眼扫了
一遍我家干净整洁的客厅，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说，光
贵，你这家咋连个神龛都没有呢？我无言以对。”接着，他写
道：“母亲将瓷观音恭恭敬敬地放在电脑桌上，又转身看着僵
在客厅里的我。光贵，有香炷吗？我摇了摇头。那……有蜡
头吗？母亲又说。我又摇了摇头。光贵，母亲长叹一口气
说，你这日子是咋过的呀？”看到这儿，我不禁哑然失笑，潘
灵用短短的100多字的场景，就把一个固执、“身在此山中”
并且一身烟火味的母亲写得活灵活现。在中篇小说《奔跑的
木头》中，这样的场景也比比皆是，其中最精彩的是“木
头”同24名土司兵比赛跑步。潘灵用了传统的“人不可貌
相”和“后来居上”的手法，就把“木头”的呆和“木头”
的过人之处写得扣人心弦。

而在小说的最后，潘灵又用马缨花的美反衬了“木头”
的呆，充满了人性的魅力，“木头背着阿喜土司，像阵轻快的
风，轻盈地越过一个背阴的山坡，来到向阳的坡地。在木头

背上的阿喜土司，竟然振臂惊叫了起来。她的眼前，是一坡
盛开的马缨花。这些马缨花开得喧嚣，自由而放肆。那些怒
放的花朵，仿佛要点燃山坡。美得如此放任，美得如此潇
洒，让阿喜土司惊叫连连。……木头木讷的脸，像坚冰受了
春风，轻融中泛起了一丝浅浅的笑容。这浅浅的一笑，还是
被阿喜捕捉到了。”无论是比赛跑步还是马缨花，潘灵都是应
用了对比的手法，“木头”的呆对比着他的“快”，“木头”的
笨对比着马缨花的美。用这样的手法来描写人物，正是最中
国化的。

潘灵在《奔跑的木头》的开头，恰恰印证了这样的对
比。他写道“春天喧嚣着往坡上爬的时候，毕摩一个人沉闷
地下山去了”。这种对比的写法，就是汉语讲述的精髓之处。

那么，汉语讲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讲述呢？我想说，
汉语讲述是从汉语的逻辑中因循而来的一种讲述方式。同西
方小说比起来，它显得更加民间，它是一种读者熟悉的腔调
和语言，更容易让读者读得懂。说得彻底一点，它就是一个
街头巷尾的读者能够读得懂的故事，在今天，这种写作或许
被误解为市场化和通俗化。这使得很多作家在汉语小说面前
噤若寒蝉，他们用汉语写作，却学着西方的腔调，最终连一
个好故事都无法提供。这还能称为小说家吗？潘灵肯定是云
南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他悄悄继承了汉语小说的讲述传
统，熟练地运用汉语的腔调和语气，让他的读者在他的故事
中得到某种温暖和启迪。

新观察新观察

激情的天空
□谢 冕

新世纪军旅文学的价值追问
□朱向前

建立一种建立一种““牺牲牺牲””的崇高之美的美学理论的崇高之美的美学理论，，并不意味着军人并不意味着军人

的崇高仅仅体现在勇于牺牲的崇高仅仅体现在勇于牺牲，，其中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哲学意其中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哲学意

义义。。这种崇高之美的外延极为丰富这种崇高之美的外延极为丰富，，且对当下中国文化政治语且对当下中国文化政治语

境有着相当积极的引领作用境有着相当积极的引领作用。。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更是从精神上寻找更是从精神上寻找

一条对于扭曲人性的解救之路一条对于扭曲人性的解救之路。。从广义上讲从广义上讲，，这同样是当下军这同样是当下军

旅文学的一种重要担当旅文学的一种重要担当，，而且责无旁贷而且责无旁贷。。

不知道王童还写出了这么多
出色的诗。过去只知道他是名
编，编出了诸多优秀的获奖小说
散文等。同时也知道他自己也
发表过些角度新颖、气质不凡的
小说，如《把耶稣逗笑的日子》《美
国隐形眼镜》《缰绳下的云和海》
等。如今突然看到他竟写出了这
么多充满激情和幻想的、跳动着
生命火花的诗篇，真是难以掩饰
的欢喜。

王童这本诗集总括起来看，
与他的小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都带有一种扩容的张力。与此
相通，他的几个小说也都蕴涵
着诗的韵律与节奏。这些不同
文体之间的互融造出的奇观，
不知作者是否意识到了？也许
就是他的刻意而为。举例说，
他的诗体小说《懂事的年龄》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活生
生的青春勃发、而又令人困惑的另一个少年维特，是小
说，也是诗。

现在看来，王童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似乎只是为
他的诗歌写作做准备，这可能是我的武断，但确实是
由偏爱而诞生的武断。在别的文体那里小试锋芒之
后，他向我们亮出了他的精心制作——诗，包括这本
诗集中的《寻找旅行者一号》及其航天系列。王童在
这些诗篇中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构成了他充满想象
力的激情的天空。

作者丰富的知识结构、开阔的学术视野，还有
对诗而言至关重要的奇思妙想，都在这片天空中
发挥到极致。亘古而今，日月星辰，风花雪月，造
出了人世无数的迷茫，同时也造出了无边的诗意的
幻想，于是产生了屈原和但丁，他们的想象超越了
一般经验的瑰丽而奇特的人间风景。古希腊古罗

马神话，一千零一夜，嫦娥奔月，
盘古开天，后羿射日，这些天马
行空的古代神思，都呼唤着生命
的图腾。

人类寻找外星文明，通过发
射外太阳系的空间探测器呈现出
自身的艺术想象。剖开因为战争
因为雾霾，因为你我争夺以及人
间难以克服的贪婪，最终聚力于
奋争与生存的场景，这是王童这
些诗要抵达的终点。《寻找旅行者
一号》全诗都在抑恶扬善、以与天
地万物平行、宇宙和谐相处的极
目远天的目标为索引，诗人为我
们勾画出一幅幅人间不停叩问寰
宇的图景，这些图景扣人心弦，发
人深省、引人浮想联翩。

此前，我只知道王童是一位
充满活力而又敬业的编辑。现

在，看到他这呼天唤地的诗作，更是要对他刮目相
看了。

世界是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在科技前
沿以及互联网方面，世界正在以让人瞠目的奇速召唤
着我们的诗情。中国现在的诗歌写作状态与此是极
不适应的，诸多诗人正沉溺在他的、他们的小而又小
的天地里写着他的、他们的小感受和小悲欢。他们的
诗几乎与世无关。

中国的确需要像王童这样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
史诗性作品，诚如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后古希腊诗进入
古风抒情诗时代那样。王童的写作启示了我们，他的
写作已经具备了向着宇宙天空的无边浩渺展开的特
质。中国需要适应人类进步的大作品。

我相信在试验了小说和散文的文体之后，王童如
今的诗歌写作史翻开了他个人写作史的崭新一页。
我相信他有继续前行的潜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学院原院长吕纯
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7月18日在福
州逝世，享年64岁。

吕纯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听来的故事》《出生地》《欲望
之船》《光和它的影子》等作品。

吕纯晖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