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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
年1月考察内蒙古时，对内
蒙古自治区干部群众提出
殷切希望：“我们干事业要
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
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
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随
之提出号召，学习蒙古马
精神，一往无前，吃苦耐
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蒙古马具有的不畏艰
辛、坚韧不拔、一往无前
的精神，使人感叹，也使
人仰慕。

蒙古马生活在冬季干
冷、夏季酷热的蒙古高
原。蒙古高原是勇敢者的
天下，也是蒙古马拼争的
天下。蒙古马以它耐寒耐
热的奇特本领，练就了刚
强、勇猛、顽强的品性。它
在大雪纷飞的寒天之中奔
驰如飞，在电闪雷鸣的风
雨之中行走如流，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它不知疲
惫、不知停歇地昂首奔跑，
把任何艰难困苦都踩在脚
下，什么样的钢铁堡垒都
能攻破。

蒙古民族素有“马背
民族”之称，马背就是这个民族的摇篮。历
史上托起蒙古民族的就是蒙古马，马使蒙古
民族拥有了世界。

蒙古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将野马驯
化、调教、饲养，培育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马品种——蒙古马。同时，他们还调教出走
马、颠马、快马，并在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把
自己坚忍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自觉或不自
觉地“移植”于马的生活中，培育出了具有刚
毅、坚忍、最通人性、善解人意、忠于职守、
吃苦耐劳、自强不息之品性的蒙古马。蒙古
族哲学家、教授格·孟和说：“人和马比较，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事情上，
在任何条件下，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第一位
的、决定性因素，而马处于次要地位，非决定
性因素。”

大蒙古国被誉为“马之帝国”，成吉思汗
的卫队就由精良的骑兵组成。史书称他们是
以“弓马之利，凭借勇猛与智慧取天下”。成
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所向无
敌，是因为在成吉思汗高超的战略思想，深
谋远虑的智慧，强悍进取、勇猛精进的意志
起主导地位的同时，蒙古马那种接受指令就
无所畏惧、倔强凶猛、神速前行的精神，使蒙
古军队如虎添翼。蒙古军队精心驯养和耐心
保育马匹，提高了行军速度，追敌犹如神兵
天降，退却如同闪电即逝。同时，轮换着乘
骑，使马匹的体力和劲头常在，助力蒙古军
队常常获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骑兵将士投
入智力、技能和情感，严格训练和精心养育
蒙古马，并与骏马一起驰骋疆场，浴血奋战，
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
劳。开战前，训练有素的蒙古马偶尔抬抬蹄
子和尖立的耳朵，始终等待着战斗号令。开
战的那一瞬间，蒙古马就像离弦之箭向前飞
驰。有了蒙古马的强悍气势和威武气概，有
了勇士的雄姿英发、奋勇杀敌，骑兵部队才
能所向无敌，闻名于天下。

蒙古马是世界古老的马种之一。蒙古
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但它
身躯强壮而结实，四肢短粗而有力、矫健而
灵活，两眼明亮而温和，两耳俊俏而灵便。
在风霜雪雨的大草原上，蒙古马不畏寒暑，
不惧艰险，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凌厉的步
伐，穿沙漠、过雪原，驰骋在广阔的蒙古高原
上，创造了无数传奇。牧马人培育出的蒙
古马在长途奔袭中，会采用一种特殊的“走
马”步伐，可以日夜前行，并能够保持同样
的速度。由于耐力超强，蒙古马常常承担
诸如驿站传书等特殊任务，一旦号令下达，
蒙古马就身载使者全力冲刺，飞速奔向下
一个驿站。在任何恶劣气候和环境中，蒙
古马都没日没夜地奔跑，成就了“剑一般的

传令兵”的称号，成就了勇
猛的骑手和便捷的驿站系
统。因此，人们称蒙古马
是世界上耐力极强的一个
马种。

蒙古马作为草原人民
的神性伙伴和知己，无论
条件多么艰苦，无论路途
多么遥远，无论负担多么
沉重，它们都默默承受，在
战场上，在游牧迁徙中，在
田野里，在赛场上，人们都
能看到蒙古马奔驰不息的
昂扬锐气和吃苦耐劳、忠诚
服役的身影。蒙古族谚语
称：“没有蒙古马就没有
腿。”人们还把蒙古马视作

“牧民的翅膀”。蒙古民族历
来崇拜“长生天”，认为马是
从天上掉下的神鹰。没有
马，牧人就失去了神明。

蒙古马具有忠于职
守、坚持操守的品格，对主
人和故乡充满眷恋之情。
正如张承志在《读〈元朝秘
史〉随想》中所云：“在牧人
的眼里，马从生产对象、从
畜群的一员变成了人本身
的一部分，骏马的形象使
牧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

夏季里骑着一匹漂亮骏马的牧人觉得自己
的身心都在升华。……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
的憧憬，构成了游牧民族的审美意识，彪悍
飞驰的骏马成了牧人心中的‘美神’。”

蒙古马因为牧马人的培育和调驯成为有
灵性的动物，忠于主人、忠于职守，被称为“义
畜”。蒙古马虽然生性刚烈彪悍，但对主人和
故乡却充满着无限的忠诚和眷恋，甚至不惜
以自我的牺牲来挽救主人的生命。据记载，
有一匹蒙古马每日每夜都在想念着故乡和主
人，从南洋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难险阻奔回
蒙古草原。当它回到主人的身旁时，掉下久
别后重逢的眼泪。

在蒙古族著名史诗《江格尔》中，英雄洪
古尔的坐骑用马毛击翻有毒的酒杯，挽救了
英雄的生命。在内蒙古地区普遍传唱的《蒙
古马之歌》，生动地讴歌了战马对主人的深
情：“护着负伤的主人，绝不让敌人靠近；望
着牺牲的主人，两眼泪雨倾盆。”蒙古马与战
士之间建立起生死之爱。虽然蒙古马受伤
倒下，但是一听到冲锋号令，它便站立起来
向前疾驰。对流血或昏厥过去的主人，它往
往寸步不离，围转着、嘶鸣着呼唤主人。可
见蒙古马对主人的赤胆忠心。

牧马人与蒙古马之间的情感纯真而至
高无上。因此，牧马人总是把自己的悲欢、心
绪和梦想对骏马倾诉，把痛苦的眼泪滴落在
马鬃上，赞颂蒙古马忠于主人、刻苦服役的
品性，感恩于蒙古马的功绩与恩德。

历史上，草原民族不仅培育出了优质的
蒙古马，还骑着蒙古马从远古走来，走进文
明和兴旺发达的新时代。

蒙古马精神是草原文化的精华，蒙古马
精神润泽草原，深刻影响着草原各族人民的
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也启迪着他们的灵感
和智慧。

蒙古马精神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扎根于
草原上，经过不断积累和沉淀，得以弘扬、优
化、提升，融入草原各族人民的血脉之中，点
燃了他们奋斗的激情，激励着他们勇于接受
挑战、奋勇向前。

蒙古马奋发图强、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忠
诚无私、不求索取、吃苦耐劳、勤于奉献的品
性已成为草原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蒙古马精神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又需要顺时应势、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
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蒙古马精神得
到践行和弘扬，鼓舞着草原各族人民披荆斩
棘、不屈不挠的斗志，推动着社会进步和民族
复兴，书写着新的历史。

当今，草原各族人民以百折不挠的坚
忍，发扬光大蒙古马精神，唱响了自强不息、
开拓进取、团结奋进的战歌，开启创新发展
的新时代，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和辉煌。

红色文学经典的红色文学经典的
英雄情怀及当下价值英雄情怀及当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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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5周年，追溯那段中华儿女用殷红鲜血凝
结的艰辛岁月，回望那段无数先烈以血肉之躯铸
就的卓绝历程，我们既不能淡忘山河破碎、生灵涂
炭的悲怆和凄楚，更不能忽略革命先辈奋勇抵抗、
勇毅御寇的英雄情怀。正是依靠中华民族与生俱
来、常砺常新的英雄情怀，毁家纾难的华夏儿女凝
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在血与火的
抗争中谱写了撼天震地、气冲霄汉的壮丽史诗，在
生与死的炼狱中锻造出一大批坚忍不屈、血战到
底的抗日英烈。正是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抗日英
烈，以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和坚不可摧的磐石信
念，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朝曦入牖来，鸟唤昏不
醒”的愚钝状态，不仅书写了中华民族彪炳史册
的伟大壮举，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捍卫了人类和平的神圣事业。忘记历史意味
着背叛，亵渎英雄等同于犯罪。历史的深彻启迪
和沉痛教训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纪
念抗战胜利75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面对波
谲云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铭记国耻、缅怀英
雄、激发斗志，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尤为紧
迫的。蕴含着丰沛英雄精神、摄纳着浓郁英雄情
怀的红色文学经典，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人民大众抗敌御侮、求变图强的壮阔场景，精
彩演绎了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头生与死、存与亡、
家与国、义与利的重大时代命题，是进行爱国主
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传承英雄
情怀、保持战斗姿态、激扬血性本色的重要精神源
泉。就此而言，重新阐释和深度抉发红色文学经
典的英雄情怀及当下价值，对于牢固树立铭记英
雄、尊重英雄、敬畏英雄的科学态度，厚植英雄主
义情怀和激发抵御外敌斗争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
现实意义。

英雄者，国之干也，族之魂也。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再强调“崇尚
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英
雄精神和英雄情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梦想的重
要精神资源，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强大人文力量。对于一个有梦想有追求
有尊严有担当的民族而言，英雄是表征民族内生
力量的精神图标，是展现民族基因传承的文化符
码，是刻绘民族思想表情特征的美学画廊，在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英雄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创
世史、成长史与心灵史。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
雄。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英雄情怀，在不同历史
阶段具象和转化为呼应时代诉求的英雄群像，这
一英雄情怀贯穿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全部历
史过程，成为辉映和引领中华民族精神的亮丽塔
标。红色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要标志，以及与其他
文学艺术经典在思想意蕴和美学风格的重要区
别，在于其无以伦比的悲壮美与崇高美。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来审视和衡量,悲壮和崇高
均源于人类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正是社会主
体在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壮烈情感和
崇高思想，借助文学作品表现和传递出来,就表
现为文学艺术独特的悲壮美和卓异的崇高美。
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
大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
就，本身就充溢和蕴含着悲壮色彩和崇高质素，中
国现当代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加以状写、描摹和呈
现，以富有诗性文化特色的艺术表达，赋予作品以
沁骨入髓、荡魂摄魄的感染力、震撼力和驱动力，
成为具有悲壮美和崇高美的红色文学经典。红色
文学经典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豪迈激昂
的悲壮气概和超拔高迈的崇高风范，其根本价值
和主要意义在于将英雄情怀彰显出来和传承下
去,砥砺和激发当下国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感,
使他们在认同英雄情怀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审美
有机体、道德同一体和价值共同体,在建设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担当初心使命与历史责
任，为世界和平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和中国精神。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英雄称为“民族精神标
本的博物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认为英雄史诗
是“用诗体写成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我
国红色文学经典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高度统
一的美学境界，是以文学艺术形式出现的具有历
史真实性的现代英雄史诗，英雄情怀成为这些现
代英雄史诗的历史流脉和厚重底蕴，正是这些被
称为现代英雄史诗的红色文学经典，让英雄思想
和英雄情怀彪炳和闪耀在中华民族心灵的天空，
洗礼人们灵魂、陶冶人们心志、升华人们精神、淬

炼人们德操。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
品，红色文学经典以群雕性的史诗性的历史叙事，
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宏大过程和壮阔图
景，氤氲着慷慨沉郁的悲壮美和劲健阳刚的崇高
美，充溢着激荡人心的英雄精神。如欧阳山创作
的《三家巷》书写了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南粤大地革命者的勇毅果敢；梁斌创
作的《红旗谱》点绘的是20世纪30年代冀中地区
普通农民反抗压迫的顽强斗争精神；杨沫创作的
《青春之歌》状绘的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分
子和爱国学生抵抗日军侵华的铮铮形象；刘知侠、
刘流、李英儒和冯德英分别创作的《铁道游击队》
《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展现的是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组织和敌后游击队用信仰
和忠诚铸就的钢铁长城；吴强、曲波和杜鹏程分别
创作的《红日》《林海雪原》《保卫延安》摹写的是在
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骁勇善战和勇
克顽敌的雷霆之势；罗广斌和杨益言联合创作的
《红岩》叙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人面对国
民党残凶疯狂镇压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与大义凛
然。这些不同时段不同题材的红色文学经典，不
仅以其重要精神价值和鲜明美学风格奠定了具有
民族历史发展特征的现代英雄史诗，而且贯通着
革命英雄主义这一恒定的思想主旨，充满着穿越
历史时空、光耀当今时代的英雄情怀。英雄人物
的塑造和英雄情怀的建构，历经历史长河的淘洗
择漉和漫长岁月的融汇铸炼，其价值与意义往往
超越时间与空间，构成了经典化历史叙事和经典
化艺术表达。硝烟战火和沙场征尘孕育的红色文
学经典，之所以能够持续主导我国当代社会文化
的发展走势，之所以能够长期深刻影响当代国人
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的结构图式，之所以没有随
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与其张扬和表
征的感染强烈、传播深远的英雄情怀密不可分，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红色文学经典成为我国红色文
化的鲜明存在形态，成为当代红色文化价值体系
的集中投射，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有的文化
标识。

英雄情怀是一种气质、一种操守、一种风骨，
是一个民族最为珍视和敬重的宝贵精神财富。任
何一个崇德趋善、奋发向上的民族，都应该对英雄
情怀始终深刻铭记、深沉认同和深挚追求，让英雄
情怀深深熔铸和不竭流淌在民族血脉之中。作为
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真实历史记忆和生动艺术攫拔
的红色文学经典，其精神价值不仅仅是以革命浪
漫主义为主导，呈现文学向度的审美意义，传递一
种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在更深层面上还呈
具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气宇、展现民族精神图
景、传承民族血性基因和英雄情怀的文化意义。无
论是《林海雪原》中豪气勃发、英武神勇的杨子荣，
还是《烈火金刚》中机智果敢、智勇双全的肖飞；无
论是《红旗谱》中豪爽仗义、嫉恶如仇的朱老忠，还
是《铁道游击队》中有胆有识、侠肝义胆的刘洪；无
论是《保卫延安》中运筹帷幄、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还是《红日》中从容沉着、指挥若定的沈振新；无论
是《红岩》中初心如磐、刚烈坚贞的江姐，还是《苦
菜花》中善良温情、义薄云天的仁义嫂，红色文学
经典中的诸多英雄形象不仅“表现出多方面的人
性与民族性”，“成为有生气的个别主体”；而且承
载着历史发展的合理要求与人民大众的美好期
许，营造出既有特定历史内涵又有丰富英雄情愫
的艺术世界。英雄情怀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
命题，也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传统母题。自20世纪
4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时间里，我国红色文学

经典基本完成了从孕育、辑构到兴盛的经典化过
程，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批具有
一定思想高度、历史厚度与审美纯度的长篇小说，
有机吸纳和集中展现了我国红色文化的价值和美
学质素，无论其生成界域还是其适用范畴，经历了
从现实生活到小说文本、从单体作品文学性到整
个创作生态文化性、从表象艺术结构到深层社会
文化心理的巨大转变，为营构和夯实英雄主义情
怀营造了浓烈的人文氛围。简而言之，彼时红色文
学经典律动着为时代英雄感而动之、讴而歌之、褒
而扬之的情感旋律，充溢着雄奇瑰丽、悲壮激昂、
撼天动地的精神意象，透射出我国传统文学艺术
文以载道、文以言志、文以咏怀的思想烛照力和艺
术穿透力。红色文学经典虽然是在特定历史时段和
特殊历史空间中生产和构建的，但其文本叙事绝非
没有历史依据、没有艺术逻辑、没有主流意识的主
观臆断，而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动力、历
史结果的艺术再现，读者只有通过细微解读和精
准把握红色文学经典的基本内涵与艺术特质，才
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英雄情怀根植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更加充分地认知英雄情怀蕴含着民族气节，
从而自觉扬厉和积极践行英雄情怀。

千秋凛然依凭英雄情怀，沧海横流显现英雄
本色。一个从久经磨难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其凤
凰涅槃必是勇士冲锋、众星捧月；一个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接近伟大复兴目标的民族，其逐梦圆梦
必是先锋开路，众志成城。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
显现出时代英雄的担当价值和引领作用，越需要
涵养整个民族的英雄情怀。新时代赋予英雄情
怀以新的内涵新的维度新的特质，无论是从国家
意识形态还是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更应留意和关
注英雄情怀作为民族财富、国家财富的精神价
值。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那些新时
代“最美逆行者”让人们再次感受到关键时刻英
雄情怀是何等重要和何等必需，使人们再次体会
到红色文学经典中英雄情怀垂注时代撄及现实
的特殊意义。“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这是一
个呼唤英雄情怀、厚植英雄情怀的时代，也是一
个辑构英雄情怀、彰显英雄情怀的时代。当今时
代，英雄情怀深深熔铸在对我国“两个一百年”历
史交汇期的科学研判中，飞扬激荡在英雄辈出、
竞显风流的时代大潮里。站在“两个一百年”交
汇的门槛上，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
军，这为每一个国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舞台和机
会，也为每一个时代英雄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用武
之地。环顾全球聚焦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全球正经历深彻复杂的大变革大调
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环
境中也面临着多重叠加的问题和前所未有的挑
战。我们只有悉心传承和大力弘扬英雄精神和
英雄情怀，引导和激发全体国人向英雄看齐向英
雄靠拢，“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充分展
现共赴国难的英雄情感、不畏强暴的英雄气节、
攻坚克难的英雄风范，牢固树立为民族而战、为
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的英雄气概，面对危殆时
勇当先锋，面对重任时甘于奉献，面对挑衅时敢
于拔剑，面对险境时挺身担当，惟其如此，才能真
正把英雄情怀转化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的实际行动，才能努力把英雄情怀聚化为
防范和化解各种危机与挑战的强大精神动能，才
能切实把英雄情怀锻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力量。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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