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责任编辑：王曦月 副 刊 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遽闻翟泰丰同志去世，不禁心中黯然，

眼前总浮现他的音容笑貌。他既是好领导、

好同志，也是我的好朋友。记得他刚到中国

作协担任党组书记时，有人告诉我说，他好

开会，爱训人，对于文学创作似乎外行。但

在后来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却不断变

化。他待人热情、坦率，没有架子，诙谐而幽

默！他还有个好嗓子，会唱京戏；书法好，笔

下龙飞凤舞；画得一手精彩的水彩画，又爱

好摄影，能写评论、写诗、写剧本，简直是骄

人的艺术家。可他当年在人民大学学的却

是经济管理，后来分配到工厂，当过工会主

席、厂政治部主任，当过中央宣传部的办公

厅主任和副部长，还负责过房屋基建。真是

把他的艺术才能长久埋没了！也可能他的

艺术才能终被赏识，才把他派到中国作家协

会的领导岗位上来。

我跟他的更多接触还不是在中国作协

的共事中，而是在我们都从第一线退下来

后。他那时邀我跟他共同申请个国家社科

项目《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我们成立了一

个科研组。首先要完成一个调研报告，于是

就带领科研组到江苏、浙江、云南、陕西等几个具有代表

性的省份去调研和考察。这样，我们就几乎朝夕相处。

在旅途中，我发现他总带个呼吸机。他说，有一年他参加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忽然在会场上猝发心梗，好在会场有

位医生，紧急处理后把他送往医院。在阜外医院治疗了

三个月。后来又发现心肌衰竭，西医没有办法，他只好找

到西苑中医医院，给他开了中药，每天服，慢慢心肌才恢

复了。但呼吸如果遽停，就有生命危险，所以他总带着呼

吸机，特别是晚间睡觉就得戴上呼吸机。而且遵照医嘱，

他现在早饭只吃一盘蔬菜，晚饭后必须带着秘书去快走

一小时，走得大汗淋漓才罢。这样能把肚子瘦下去，以减

轻心脏负担。我听后不禁肃然起敬，觉得这个老同志实

在不简单！这样的身体还不肯消停，退休之后还主动要

求承担国家科研项目，这得有怎样的坚强意志、不懈的毅

力和高度的责任心啊！周恩来同志曾说，共产党员应该

活到老，学到老，战斗到老。老翟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

好共产党员啊！

在调研途中，他总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充分发挥

他那诙谐幽默的天性。兴致来了就会在车上唱一段京

戏。在闲聊中，我得知他当年在清风店战斗中参加了解

放军，后来还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我当年也当过

几年解放军。相谈之下，彼此顿时有了老战友的感觉，而

且又是同庚，他比我大几个月，我自然以兄

长事之。他告诉我，唐山大地震时，他家死

了三十几口人，几个兄弟无一幸存。很长时

间，他都瞒着老母亲，孝子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的项目经历了两年，调研报告几易

其稿，最后一稿还是他亲自撰写的。可见他

工作的认真负责和作风的严谨。这之后，又

过了两年，他给我寄来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一厚本精装的歌颂改革开放的长诗，竟然是

他创作的。长诗视野开阔，想象丰富，笔力

雄健！我对他更加敬佩了。又过一年，他在

现代文学馆竟开了个画展，让他的画作跟观

众见了面。我去参加他的画展开幕式，实在

为他的精湛画作所震惊！后来我听说他在

写一个剧本，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向他祝

贺，也希望他不要工作得太紧张，毕竟进入

耄耋之年，还应劳逸结合。我自己也因年纪

大了，比较畏寒，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跟他

的联系就少了。但他老当益壮的努力实在

鼓舞了我，值得我学习！他曾赠给我文集七

卷，收入他早年的论述和后来的文学评论、

文学创作。我想，读者从他的文集中一定会

感受到，他不仅是个好领导，一个党的忠诚工作者，也是

一个卓具才华的艺术家。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泰丰同志虽然

离开了我们，但我想，他的形象不仅会留在我的心中，也

一定会留在跟他一起工作共事的同志们心中。他的著作

所闪耀的才华、智慧、学养与为党和人民不断奉献的丹

心，一定会更加滋育后人的精神世界，并鼓舞他们为国家

和民族的美好未来去继续不懈地战斗！

愿你的在天之灵安息！泰丰！

你的著作一定会鼓舞更多的后人，为国家和民族的

文化继续做贡献！

惊闻翟泰丰同志遽然去世，我的心里倍感哀痛！

多年来，我与泰丰同志接触颇多，从他身上感悟到

很多可贵的品格，从他诗文中体味到强烈的艺术气息。

作为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他对文艺事业特别

关注，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他的工作和创

作实践，这一指导思想须臾未有偏离。在我的印象中，

泰丰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文艺事业的指针，特别是对毛泽东同

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邓小平等中央领

导同志的一系列有关文艺论述，领会颇深，并将其贯穿

于自己的行动之中。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作为长期在文

艺领域工作的老同志，他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更充分地体现在他晚年的创作和生活

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的工作，他的

作品，无不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红线。

泰丰同志喜欢亲自动手写文章，搞创作，他以一个

党的高级宣传工作领导者的敏锐与博识，站在党和国家

及文艺事业的高度，深刻而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文艺理

论诸多问题。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阅历，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有着较高修养，对党的文艺事业有着深厚感情，对

经典的文艺作品、文艺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过人的悟

性，使得他的诗文及谈吐，挥洒自如，既有恢弘纵横的气

势、一针见血的深刻、高瞻远瞩的眼界，又不乏清词丽

句、诙谐幽默以及深邃的哲思，给人以从容不迫、高屋建

瓴、举重若轻之感。

泰丰同志有着领导者的思想与理论素养，又具备文

艺家的学养、才情与风度。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事业的

领导者、组织者，一旦拿起笔来品书论文，令人透过字里

行间，窥见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的博大精深和对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准确把握。他始终将最大的热情

关注于讴歌时代主旋律的作家和作品，对此予以热情鼓

励、扶持，尤其是对那些努力塑造新时代党和人民当中

优秀代表的好作品，以及弘扬正气的力作，总是给予大

力肯定。对青年作家，他一直毫无保留地奖掖与帮助，

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读他们的作品，撰文评介，大声

地为他们鼓与呼，用平等的态度与他们切磋得失，以文

会友。对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他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尊敬

与关怀，对他们的每一部新作都热心地研读、推介，表示

由衷的高兴。他始终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诚相待。也

正因如此，他的逝世，格外令人怀念与痛惜。

还记得，我在编纂《翟泰丰文集》过程中，有机会接

触到泰丰同志大量的往来书信，其内容涵盖工作、事业、

生活、友情诸多方面。这些信札当中，家事国事，诗坛文

坛，上级下属，旧友新朋，林林总总，留存于纸上，凝结成

一段段难忘岁月。或数十字短札，或万余言长简，无不推

心置腹，相见以诚。其中绝大部分事关党的文学工作，时

时处处以工作大局为重，以党的文学事业为重，着眼于

服务作家、繁荣文学。从一封封书信里，可以看到他鲜明

的党性原则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以及对文学事业的那份

热情与真诚。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泰丰同志没有官气、

暮气，笔墨是新鲜的，激情是跳动的，思辨是严谨的，而

情态又是那么朴实可亲，文辞又是那么谦和平易，仿佛

是一位知心朋友，在与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娓娓交谈……

泰丰同志一向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这方面的濡染

与修养也非一日之功。他有着多年的革命生涯，与共

和国的命运相依相伴，眼前见的是云起云飞，心中念的

是国是民情，笔底流的是琴心剑胆。他的诗词作品，或

叙事之篇，或怀人之作，或即景之章，或哲理小令，质胜

于文，气胜于韵，激情不为绳墨所缚，都别有一番情思和

韵味。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泰丰同志不畏年事渐

高，事务繁忙，创作了长篇诗作《三十春秋赋》。这是一

部激情洋溢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凭借他丰富的政治工作

经历和深厚的文史哲方面学养，使得诗中充盈着强烈的

时代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百

姓的甘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坎坎坷坷，在泰丰同志笔

下汩汩滔滔，鲜活地涌现出来。看得出，他是蘸着血肉

与激情在记录共和国及其人民的奋斗历程，记录我们这

个时代最为浓墨重彩、最为辉煌壮美的一段里程。他将

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同时也将他自己神圣的历史责任

感，完全地融入到了长诗之中。

就在近期，他写了长诗《大武汉颂》，我读后顿生感

慨，随即写了诗评《一支悲壮的大武汉抗疫交响曲》，分

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而这，成了我与泰丰同

志最后的文字交流。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这一富有浪

漫气息的诗句，其中的后一句曾是《翟泰丰文集》序言标

题，如今我还用它作此文题目，以纪念泰丰同志过往的

工作业绩，并借此描摹出泰丰同志激情洋溢而又丰富多

彩的人生轨迹与战斗姿态。在我心目中，泰丰同志永远

是一个战士，一个诗人，一个坚定的领路者。

抚今追昔，斯人已逝。泰丰同志——我们文艺工作

者的好领导、好朋友，他的工作业绩，他的诗文笔墨，他

的风范品格，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将永

远印刻在我们心中！

泰丰同志，我们怀念您！

谁持彩练当空舞
——谨以此文痛悼泰丰同志 □张玉太

悼 念 泰 丰
□张 炯

文友早上给我发来中国作家协会的讣告：翟泰

丰同志因病于2020年10月4日10点10分在北京

辞世。这让我震惊，也让我十分悲痛。就在今年元

月十四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在京召开了首都文学

界迎春茶话会，翟泰丰作为名誉副主席也出席了会

议。他在第一桌就座，我和周明老师等在第二桌，

他还给我们打招呼祝新春快乐，那时他的身体很

好，看着很精神。由于今年疫情原因，大家都很少走

动，以后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最

后一别！

此时此刻，我回想起了翟泰丰同志关心石油作

家的点点滴滴，让人难忘又充满敬意！

我是石油工人岀身的业余作者，能受到中宣部

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关怀，反映了党的高级

干部翟泰丰同志的朴实亲民、平易近人的作风，事实

也有力地说明了他是作家的“贴心人”。所以，在中

宣部和中国作协机关，大家都不叫他“翟部长”“翟书

记”，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翟”。在作家们的心中

他就是一位兄长、同事和亲人，他对作家非常关心，

是作家们的好朋友。最难忘的是1996年8月，我陪

同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贾平凹去塔里木油田采风深

入生活。当时，贾平凹正处在创作的转型期，是“老

翟”安排他去华西村深入生活，他对平凹很关心。这

次贾平凹到塔里木油田深入生活，“老翟”更是十分

关注。那天，当我们离开库尔勒一个多小时，穿过轮

南油田戈壁滩，进入600公里沙漠公路时，正遇上突

来的大沙暴，狂风把两辆拉设备的车都掀翻在沙漠

里，一堆堆沙丘随风在公路上移动，车子像在大海中

行驶一样，打着旋。油田上陪同的同志劝说，还是返

回库尔勒休息，等沙暴停了再进塔中油田。可贾平

凹坚持要体验塔里木油田工人的生活，继续坚持前

行。当时平凹的感冒还没有好，牙疼病又犯了。由

于大沙暴使气温骤降，牙疼和冷加在一起使他浑身打颤。就这样，他坚

持了10多个小时，当天就进入了塔里木腹地塔中四油田。工人们把衣

服脱下赶快给贾平凹穿上，让他先休息。可平凹一刻不停就要去钻井

队、采油站、沙漠车队，看望石油工人。在塔中油田的几天，贾平凹住帐

篷、爬井架、乘沙漠车，回到驻地又给职工题词并签名留念，一刻也不休

息。他的这种精神，对会战的石油工人鼓舞很大。塔中油田前线总调度

长十分感动，在活动板房用电台向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通电话，汇

报了贾平凹在塔里木的采风情况。张锲把这些情况向时任中宣部副部

长、中央机关工委委员的翟泰丰同志汇报。翟泰丰听了十分高兴，让张

锲同志传达他的问候，并约定时间要和我们通电话。当我们从塔中油田

回到库尔勒基地时，他打来了电话，详细了解平凹深入生活的收获和情

况，并关心平凹的身体状况。当和平凹通完电话后，还让把电话转给石

油上陪同的我，接电话后他说：太感谢中国石油了，给平凹同志提供了一

次很好体验生活的机会。陪同平凹塔里木体验生活的俄罗斯族司机陈

福生，被平凹的朴实精神所感动，在短短7天时间内，产生了深厚的感

情，在站台送别时他和平凹紧紧抱在一起，两人都流出了眼泪。翟泰丰

同志听到这些情况后，对我说：“作家与石油人产生了共鸣，作家的眼泪

和石油人的眼泪流在了一起，流出的不仅仅是眼泪，而且是诗，是中国当

代文坛最瑰丽的诗。”

此后，贾平凹创作了6000多字的散文《走进塔里木》，发表在《人民

日报》上。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石油职工的强烈反响，中国石油天然

气总公司党组在中心组学习会上，专门通读了这篇文章，塔里木油田一

些领导和职工甚至能背诵这篇文章。中央领导对这篇文章给予了肯定，

说“优秀作品鼓舞人”，在作家中产生了反响并取得了成果。当时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要接见贾平凹一行，我听到这个消息

也很高兴。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办公厅主任的李克成老领导专

门给我派了奥迪车，送我到中宣部，第一次见到了“老翟”部长，就像老朋

友一样，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小路同志。可当时由于中央领导

的安排很紧张，当天上午还有别的公务，特别是给中南海西门报备的是3

个人，当时贾平凹从西安來，《美文》常务副主编宋丛敏同志陪同他来的，

我就主动说还让老宋陪同吧。“老翟”说小路是功臣啊，你也去吧，我们再

协调一下。我怕耽误领导接见，就坚持在中宣部等待。这样翟部长和贾

平凹、老宋三人去了中南海。他们从中南海回来后，“老翟”在中宣部请

我们吃了一次工作餐。他一点没有部长的架子，非常亲切和蔼，边吃饭

边问平凹的创作情况，有时还讲起笑话，气氛很好。吃完饭，他亲自送我

们上车，就像老朋友一样，看着我们离开中宣部。这次相见，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记忆。

此后的1997年10月，我责编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界沙漠第一路》出

版了，这部作品宏观全面反映了石油工人修筑世界最长的沙漠公路的悲

壮故事。在京开研讨会前，我想送这本书给翟部长。谁知这时他因病在

北京医院住院。中国作协创联部的领导说，大夫不让探望，作协的领导

汇报工作都是电话联系，劝我不要去医院了。我和侯秘书联系说，平凹

还给他捎了一封信，想一同当面交给翟部长。翟部长听侯秘书说我要去

看他时，就立即答应了。我到北京医院后，侯秘书说，他身体不好，给你

20分钟时间。我说没问题。当我到病房见他时，他在客厅等着我，接过

了书和信，连连说太好了，塔里木有沙漠公路了，这片死亡之海成了希望

之海，我们文学创作就要像石油人修筑沙漠公路一样，努力创作出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他又详细地问起贾平凹的情况及贾平凹母亲的身

体，他说平凹是一位真正的大作家，也是大孝子。你们去塔里木油田深

入生活，对他帮助很大，净化了他的心灵，更好地完成了他的创作转型

期。他对贾平凹评价很高，也很关心。他对我说，你是平凹的好朋友，以

后多请他到石油企业走走，石油和中国作协有缘，李季就是穿着石油工

人服装去了八宝山。说到石油文学，我就忘记了时间，一下谈了40分钟。

他了解了石油文学创作情况，破例给《地火》杂志5周年题了词。我胆子

一下大起来了，又说了我们想加入中国作协团体会员的事情。他说，这件

事情要解决，不是你们石油一家，以前也没有先例，昌本同志这次去塔里

木油田后，也说起了这件事情。你们也可以联合其他产（行）业作协，先提

出个文字申请。中国作协要调研并经作协主席团会研究才能决定。我听

到这里高兴得快跳起来了，没想到这次见到翟部长收获这么大，解决了

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耽误了他的休息。回来后，我急忙给

石油作协常务副主席、《中国石油报》副总编王世伟汇报，他也非常高兴，

当即和我去给石油作协主席、中国石油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李秋杰同志

汇报。我们给中国作协书记处写了关于产（行）业作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团体会员的文字报告，并联合了煤炭、铁路和电力五家作协，把报告递交

给高洪波同志。中国作协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在1998年元月召开的五

届四次全委会上，接收石油、电力、煤炭等五家产业作协为中国作家协会

团体会员，开创了中国文坛的先河。所以，产（行）业作协成为中国作家

协会大家庭的一员，怎能忘记“老翟”同志呢？他是石油作家的亲人和朋

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老翟”同志身居高位，阅人无数，但却能记住我这个“石油小人

物”。1999年11月，我还请他参加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颁奖典礼，

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他，很高兴答应了并且提前到会。此后，在中

国建设文学协会王大衡同志召集的一次产（行）业作协座谈会上，我又一

次见到了“老翟”同志，他那时还担任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副主任，他也来

参加了这次会议，可见他对产业作家协会的重视。几年不见了，他还能

认岀我，并且还说你又和平凹去了西路，走进了柴达木，好啊！石油作家

协会的工作很好，你小路功不可没……

“老翟”同志，小路永远铭记着您对石油作家的关怀和厚爱，永远怀

念您，愿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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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到江苏江阴华西村调研时，翟泰丰（左二）与张炯（左三）、吴仁宝
（左四）、康式昭（左一）、艾斐（左六）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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