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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85
周年之际，我非常投入地阅读了许晨和刘树松联袂创作
的长篇纪实文学《渤海魂》。这部长达近40万字的厚重之
作，正是从卢沟桥事变写起，浓墨重彩地描写鲁北滨州
及其周边抗日烽火的猎猎燃烧，而终结于解放战争时期
的渤海区为全中国解放做出的重大贡献。读罢全文，掩
卷深思，《渤海魂》的思想艺术魅力何在呢？

这是一部全身心投入的作品，激情燃炙、以情感人。
许晨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当年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
文学系读书期间，一边读书一边采访，先后写出《居者有
其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闻见录》和《人生大舞
台——“样板戏”幕前幕后》。前者得时代风气之先，在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涉及
亿万民众的住房制度改革初露端倪，及时捕捉到这一时
代话题，先声夺人。“样板戏”在当时是一个冷话题，但许
晨利用地利之便，中国京剧院当时还借住在军艺大院，
《红灯记》中饰演李铁梅的刘长瑜，饰演李玉和的钱浩梁
等都居住于此，采访起来非常近便。追踪现实的巨变与

发掘历史的遗藏，由此成为许晨报告文学写作的两个向度，为他打开广阔的
天地。30余年，佳作频出，2018年凭借《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获第
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成为许晨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标高。《渤海魂》的
高光亮点，首先就是它带入许晨的个人生命记忆，讲述起来眉飞色舞：许晨原
籍山东陵县，是作品描写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的红色区域，许晨的父
亲就是当年渤海区军政干校毕业的学生，后留校工作。父亲多年间不断讲述
的革命往事，也伴随着许晨从少年到成年。许晨的血脉与情感都融入这片神
奇的土地，一旦落笔，激情迸发、神采飞扬，正如白居易所言，“感人心者，莫先
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
贤，下至愚马矣，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
应、情交而不感者。”这也是我们通常简称根情苗声华言实义的由来。要想让
读者血脉偾张，作家要首先燃烧自己。《渤海魂》就是一部燃情之作。

这是一部具有大纵深的历史空间的作品。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然飘散，时
光阻隔了当代人回望当年往事的目光。《渤海魂》在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田野调
查的基础上，重塑了从冀鲁边、清河到渤海区的革命斗争史，风云壮阔、气象
万千，用心血擦亮了中国人民在强寇入侵面前奋起反抗、顽强捍卫家园的伟
大精神。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本地就陆续有马振华、马耀南、李人凤等领
导的抗日武装相继建立，他们的身份都是乡村教师，都接受过进步革命思想
的洗礼，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他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是乡村的
中学生。这恐怕是抗日武装成长史中一个有待开掘的历史命题，即怎样评价
乡村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渤海湾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现有的叙述模式，一
种是经过地下党或者八路军的宣传动员组织农民起义，一种是草莽英雄率领
的自发斗争。《渤海魂》所体现出来的，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有乡村知识
分子的思想觉悟，其斗争方式较为少见，却又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八路军迅
即挺进冀鲁边，及时组织和改编地方武装为“党指挥枪”的抗日武装力量，建
立抗日根据地，健全党政军领导机制，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成功实践，不但是
以此抵御日寇强敌，也在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和多种武装力量（国民党军、地方
民团及土匪）的纵横捭阖中彰显其强大的优越性，从而能够在冀鲁边站住脚
跟，由弱到强，在这濒临渤海、沟通从江浙乃至两广到冀鲁豫和陕北延安的战
略要地，坚持抗战，尤其是抗战后期，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建立渤海区，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
五个战略区之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区。广东的东江纵队就曾经撤退至渤海区，在此修
整，然后重返广东。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的渤海区是山
东唯一未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淮海战役中，渤海区人民出人出粮奋勇直前，把毛泽东所言“兵民
是胜利之本”演绎到了极致。

被鲁迅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发愤”之作。作
品中许多精彩的细节，受到后来的史学家质疑：虞姬舞剑，霸王悲歌，事情发生地是非常私密的
场所，当事人都已亡故，“力拔山兮气盖世”何人所传？但这样荡气回肠的场景，早已经融入民族
的历史血脉。这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原则，以形写神，得意忘形，传神为上。《渤海魂》是一
部鲜活生动、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其中大量鲜活的细节，既有史料记载，有回忆录的引用和转
述，钩沉索引、精心梳理，也有作家的精心渲染和曲笔点睛，尤其是合乎情境规定和人物性格的
言语和对话。许多人物由此得到栩栩如生的刻画：被称作“娃娃司令”的八路军挺进纵队司令
员，时年22岁的“老红军”肖华；文武双全、具有全面领导才能的本土精英景晓村；兄弟三人都
先后在抗日战场上捐躯的马氏三杰（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三兄弟）以及汉代大儒伏生后裔伏
伯言的“圣人参军”，被毛泽东亲口称赞的“菩萨司令”廖容标等，构成英雄的群像、民族的脊梁。
与这些对人物的精心抒写相对应而相辅相成的，是对于历史风云的原生态显现。以弱胜强的斗
争不会一帆风顺，抗日根据地的成长壮大伴随着艰苦卓绝的坎坷悲辛，许晨不为历史讳言，秉
笔直书。如果说由于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的叛变造成的“黄骅事件”显现了我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建设中的严重挫折，那么，“太河惨案”就揭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建立后敌
我形势的错综复杂。不但写打胜仗，也写打败仗；不但写根据地的扩张，也写到危难时刻的局促
与迷惘……这才是对历史的原生态的尊重，是作家面对既往的严肃庄重。

渤海潮涌，英魂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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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史观 精妙的艺术创造
□李一鸣

辽阔的渤海大地，是一块浸透着先烈汗水泪
水血水的红色土地，一方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感
人肺腑故事的英雄土地，一脉承载历史、现实和未
来的伟大土地，是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缩影，也
是难以掘尽的金子般的文学版图。

长篇纪实文学《渤海魂》是一部抗战叙事、人
民叙事、民族叙事的作品。作者许晨、刘树松以科
学的历史观、精妙的艺术创造，使沉睡的故事醒过
来，令沃原的版面亮起来，让渤海的精神活起来。

以深情叙写还原了渤海老区人民用生命书写
的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抗日战争时期，渤海是山
东抗日根据地的五大战略区之一，为抗战胜利立
下卓越功勋。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山东解放区的
三大战略区之一，其辖区北达天津，西到济南，南
至胶济线，东连渤海湾，版图面积5.4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1100多万，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平原作战的
广阔地带、华东战场的后方基地。作品再现渤海老
区军民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出生入死、艰苦卓
绝、浴血奋战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塑造了为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怕牺牲、英勇无畏、血肉丰满
的人物群像，讴歌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英勇悲
壮、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具有不同凡响
的史诗品格。“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专打日本
鬼，保护老百姓”的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三兄
弟，“清河三杰”的景晓村、杨国夫、李人凤等英雄
豪杰，怀抱炸药包、舍身炸敌堡的“董存瑞式英雄”
侯登山，活活被敌人铡成三段、扔进池塘的“刘胡
兰式英雄”吴洪英……5.5万英烈的鲜血浇灌了这
块不屈的土地。挺进冀鲁边、血战“东王文”、伏击

“魏家堡”、“清河反扫荡”，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就
像砍不倒的青纱帐，守护着这块永恒的土地。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渤海魂》书写的正是生
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以科学历史观唤醒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苦难
辉煌的英雄记忆。渤海革命老区贮藏着壮烈恢宏
的历史画卷，留存着气壮山河的奋斗记忆。早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党人张隐韬、刘格平即在
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
11日，共产党员李健率领乡农学校武装，打响山东
我党武装抗日第一枪。解放战争期间，渤海根据地
20万人参军，人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把最后一个儿
子送上战场；80万人支前，平均每10人中就有1人
上前线。“部队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2.6万副担
架、65万辆大车、30万辆小推车，车轮滚滚，渤海
人民用小推车推出了共和国的黎明。陈毅元帅曾
经十分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
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我就是死了埋进棺材里，也忘
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那搭袢推车的人群
里，跃动着多少渤海群众！而且，从这里走出了我
们革命军队的第四十三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三
军、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等英雄部队。从莱芜战
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从驰援山海关、挺进东北，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一直到渡过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白山黑水、西部
边陲、天涯海角，都留下了渤海子弟的战斗足迹。尤
其令人不堪回首、痛断肝肠的金门血战，大多是渤
海子弟兵组成的二十八军，三个团9000余名指战
员，在海战中一直打到弹尽粮绝，多少英勇的渤海
儿女壮烈牺牲在海天之间，为军史留下一道永远的
伤口！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康生在渤海区制
造冤假错案，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渤海革
命老区的辉煌被遮盖。“文化是记忆的守卫”。文学

作品作为一种记忆的产品，它在
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反映
历史和终将成为历史的现实的
进程，又推进社会历史的建构。
优秀文学作品可以使读者通过
阅读，借助记忆力量，穿越被扭
曲的真实，以理性的历史视野和
感性的心灵体验对历史进行重
新建构，还原历史饱满丰富的深
邃内涵，从而发现真实的历史世
界。《渤海魂》正是以科学的历史
观和价值观，以抢救式的艺术挖
掘，不仅拂去落在历史身上的灰尘，还原历史、揭示
历史，而且留住历史、守护历史，让真的光芒照彻迷
雾，把荣耀呈献给远去的先烈。

以卓异的艺术创造诠释了“不屈不挠、艰苦奋
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历史远
去，精神长存。《渤海魂》作者之一许晨是鲁迅文学
奖获得者，经验丰富，此次以老带新的年轻作者刘
树松，既出作品又培养新人。他们用思想透射历史，
用脚步丈量岁月，用如椽巨笔写下这大地上的文
字。面对丰富多彩的历史，一方面是坚固的、精确
的、永恒的、真实的史实，另一方面又是零碎的、不
确定的、处于建构之中的史料，作者以对历史深
刻、明智、客观、理性的正确认知，在把握广阔的历
史面貌和深层的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对于历史进
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历史事实进行了个性化
表现，坚持文史互证、史实互鉴、史诗呼应、史传互
通的艺术创造，解决了史料艺术化处理的问题，有
效地使人穿透历史、透过文字，记住了一段历史，
熔铸了一种精神，坚定了一种信念。

《渤海魂》是报告文学作家许晨与青年党史研
究者刘树松携手完成的一部优秀长篇纪实文学作
品。在近40万字的篇幅中，两位作者聚焦渤海区及
其前身冀鲁边区和清河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以
饱含深情的笔触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可歌可敬的
革命英雄群像，深刻诠释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
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完成了对老渤
海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回顾与精神巡礼。近年来，山
东省作家协会在组织策划重大主题创作方面进行
了诸多有益尝试，佳作频出。《渤海魂》即是其中一
部旨在挖掘山东本土优秀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的精品之作，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喜迎党的二十
大的重要历史节点，该书顺利付梓出版，其意义和
价值自不待言。

作为一部视野宏阔、内容翔实的纪实文学作
品，《渤海魂》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精心择取素材、
加工提炼，在展示渤海区的历史原貌与发展轨迹上
不遗余力。渤海区地域辽阔，从建制到撤并时间跨
度长达近20年。如何做到全面又不失深度、准确又
不乏生动地呈现这段历史，对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一
个难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宣传作用，最大限
度增强感染力，作者放弃了纪实文学惯常采用的编
年史和回忆录式写法，用大处泼墨、细处工笔的形
式统合架构全篇，为我们匠心描画了冀鲁大平原、
怒吼的清河、浩浩渤海潮三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画卷。冀鲁边区和清河革命根据地是齐鲁大地革命
火种的初燃地，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受了血与火的洗
礼，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
迹。这些共同构成了渤海区牢固的群众基础和重要
的精神源泉。对此，作者在书中多个章节中展开细

致讲述。解放战争时期，由这两个革命老区合并组
建的渤海区继承和发扬优秀革命传统，成了华东战
场重要的后方基地，为华东地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作者用激扬的笔调夹叙夹议、
深情讴歌，随着三幅长卷徐徐铺展，一个个英雄人
物、一件件英雄事迹次第呈现，一股磅礴的革命伟
力也逐渐盈满了全书的字里行间。

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和生动细腻的文学语言刻
画老渤海人民，展现他们为民族大义和革命事业顽
强斗争、英勇献身的崇高理想，是《渤海魂》一书着
墨最多同时也是最富深意的部分。许多的英雄形象
和英雄事迹读来令人扼腕浩叹。比如，弃医从文、曾
立誓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绝不剃须的冀鲁边
区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杨靖远，单枪匹马深入虎穴，
劝敌投降，老百姓敬佩他的豪情与勇气，亲切称他
为“杨胡子”。又如，被誉为“边区慈母”的盐山县委
书记马振华，在白色恐怖时期为了掩护革命工作，
舍弃教鞭，开始贩鱼、卖书、担杂货，遇到困难不屈
不挠，坚韧不拔，誓将革命活动进行到底。再如，长
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在民族危亡之际率先举起抗日
救国大旗，带领学生和两个弟弟投身革命，最终三
兄弟皆为国捐躯，“一马三司令”的故事至今广为流
传。他们中既有在革命烽火中矢志不渝的优秀共产
党员，也有质朴仁义、坚强勇敢的普通老百姓。对于
这些英雄，作者毫不吝惜笔墨，心怀敬畏，精细刻

画。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作者的笔端凝铸成一组庄
严的英雄群像，不仅彰显出老区人民舍生忘死、众
志成城的勇毅豪情，也传达出老渤海地区军民一
心、亲如一家的鱼水深情。

《渤海魂》全景式呈现了渤海区的光荣历史与
峥嵘岁月，同时通篇贯穿了对“老渤海精神”的挖掘
提炼，并最终完成了深刻的总结和诠释。“不屈不
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16个字可
谓是由渤海区无数军民的生命骨血凝结而成的精
气神，亦是对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切记述，也注定成
为一笔泽被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的确，一段如此
壮烈恢宏的历史画卷，一首如此气壮山河的英雄史
诗，绝不应该被埋没并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作为一
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生动教科
书，“老渤海精神”理应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
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沂
蒙精神等众多伟大民族精神等量齐观，根植齐鲁人
民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的心灵深处，最终转化为不断
激励我们建设美丽山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不竭力量。从这一点来说，《渤海魂》无
愧于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它挖掘和记录的红
色基因和革命历史传统，是齐鲁大地谱写时代新篇
章的精神之魂，具有凝聚人心、鼓舞干劲的持久力
量和价值导向。而这恰恰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

光荣历史 峥嵘岁月
□孙 涛 黄发有

从庚子鼠年夏末到壬寅虎年仲春，
整整历经两度寒暑，我们沉浸在70多年
以前的战火硝烟之中，身心受到了风雨
的洗礼，灵魂得到了圣洁的净化，终于写
出了这样一部长达近40万字的书稿。

意犹未尽，感慨良多。那是2020年8
月的一天，我正在紧张地写作反映脱贫
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山海闽东》一书，
接到了山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姬德君
同志的电话：“现在有个重大题材，我们
考虑请你担纲写作好吧？”

“哦，姬书记您好!我手头有部作品正
在修订，感谢你的信任，是什么题材啊？”

“我们正在参观渤海革命老区纪念
园，又触动了我多年的心愿，就是把当年
的渤海区写一写。这些年尽管有一些回
忆录和研究文章，但还没有一部比较好
的文学作品。”

“渤海区!”一时间，如同一只弹琴的
手拨动了我的心弦，某些记忆的音符蹦
跳着回荡在脑海里。我的老家德州陵县
就是渤海区的地域，我的父亲许焕新就是
在当年渤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走上革命
道路的。从我上小学起，听他讲过许多渤
海军民的奉献故事，也曾经想过有朝一日
重走旧战地，续写新篇章。同时，我知道姬
德君书记也是老渤海区的人，曾经在滨州
市工作多年，对这片火热的土地有着深厚
感情。今天这个动议，真是不谋而合啊!

“好!渤海区应该大写特写，我来写!”
由此，我们电话中有了约定。这期

间，我也抓紧做了一些“功课”，查阅搜集
有关资料，走访党史军史研究专家和健
在的老同志。姬书记还特意介绍了滨州

“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一位专业学者刘

树松，年纪轻轻，研究渤海史却成绩不
小，且谦虚上进，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
料。于是，我决定邀约他合作，既可以节省
调研时间，又可以培养文坛新秀，一举双
得。

这年12月初，山东省作协在济南召
开“精品创作项目推进工作座谈会”，我应
邀参加会议，再次与有关方面确定了大体
写作目标，并且得到了滨州市委宣传部、
市文联作协和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大
力支持。实际上，山东省作协和滨州市委
宣传部就是此次“战役”的前线指挥部，而
我们如同领受了重大任务的战士一样，斗
志昂扬地投身“战斗”了。

2021年7月上旬，山东省滨州市委宣
传部、市文联作协隆重举办“渤海革命老
区红色作品创作采风”活动，邀请全国和
省内作家以及老渤海子弟代表出席。启
动仪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山东
省作协党组书记姬德君、滨州市委副书
记张月波等人分别致辞，纪念建党百年，
赓续红色传统。

这对我们两位肩负重任的作家来
说，是一次极好的采访、感悟机会。不仅
再一次走访老区纪念地、烈士陵园，还结
识了当年渤海区党委景晓村书记的儿子
景新海、景东海，杨国夫司令员的儿子杨
凯，王卓如书记的女儿王小豫等人。多年
来，他们一直在为挖掘宣传“老渤海”事
迹做了大量工作，如今更是大力支持。

会议期间，主办方特意组织了一次
红色文学作品创作座谈会，由我们汇报
正在写作的《渤海魂》情况。大家畅所欲
言，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而我正是
在此动情地表示：渤海区的老粗布包扎

过革命的伤口和民族的尊严，渤海区的
小推车推着一个个胜利向前走，热血沸
腾担道义，激情澎湃写春秋。

如今，这部近40万字的《渤海魂》正式
出版了，上限为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
变”，下限写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
的“金门之战”，根据战争年代的战略区划
分——冀鲁边区、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
的征战历程，分为上中下三卷。脉络清
晰，一目了然。通过各个年代发生的重大
事件、传奇故事和英雄人物，全景式概述
而又细致描绘曾经的峥嵘岁月。

在构思和创作方法上，采取了历史与
现实交相辉映的写法，重视人物形象刻画
和重大事件描绘，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特
别是对某些被历史掩盖的真相予以挖掘
与揭示，正本清源，擦去长期以来蒙在渤
海区身上的云雾，使这片为了新中国的诞
生付出巨大牺牲的土地闪耀应有的光芒。

当然，由于年代太久了，许多亲身经
历过风雨征程的老同志已经渐行渐远。我
们大多是依靠现有公开的资料、实地体验
和老渤海子弟们的回忆，让那段淹没在史
海中的人和事“活”起来。文后列出了所参
考的文献，有时为了保持原汁原味，还会原
文摘录引用，历史不能编造。在此，对于在各
个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们，表示真诚
的感谢！因了我们笔力有限，难以做到尽善尽
美，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
人。”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
开放新时期，当年渤海区所在地冀鲁大
平原上的滨州、德州、沧州、东营等地区，
发生了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巨变。毫无
疑问，这都是一代代后来人在先辈浴血
奋战的基础上，发扬“不屈不挠、艰苦奋
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撸起袖
子加油干出来的。作为革命老区渤海区
的名称虽已隐去，但那种英雄魂魄与天
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
在纪念建军95周年之际，我看到了一部盼望已

久、令人眼前一亮的纪实文学。这就是由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许晨和年轻的党史研
究专家刘树松，合作书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渤海魂》。

为什么说“盼望已久、眼前一亮”呢？
这是因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诞生于抗日战

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渤海区，包括它的前
身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也就是当时黄河下游两岸、横
跨冀鲁两省的大平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
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根据地，距今已有80多年历史
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虽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不少研究人员和亲历者撰写
了回忆文章，也出版了一些专著文集，但还没看到一
部全景式且生动形象地反映这段艰辛而光荣历程的
文学作品。

《渤海魂》的问世可谓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所以，这令我和许多朋友以及广大读者感到十分欣
慰且振奋。

事实上，我们一家与渤海区早已结下了不解之
缘。我的父亲景晓村在1939年就担任了其前身清河
特委书记、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1944年
1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他
又出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渤海区第一任党委书记、渤海军
区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首任政委，先后与马耀南、杨国
夫、王卓如、周贯五、宋时轮等同志并肩战斗。那时他还不到30
岁，在整个山东革命根据地中，是独当一面的年轻干部之一。
而我的母亲王梦林也是从清河区到渤海区，经受了反“扫荡”、
反“蚕食”的严峻考验，一路战斗成长起来的优秀妇女干部。

我的父亲母亲是在渤海区相识相知、相亲相爱的，对于
那片汹涌澎湃的“海”、怒涛起伏的“海”怀有深深的感情。我
和我的兄弟几人的名字都带有一个“海”字，可见一斑。我生
于1949年5月，父母本来在南下的路上，听到上海解放的消
息，高兴地为我取名“新海”，此后我的二弟叫“东海”，三弟叫

“北海”。归根结底是没有忘记渤海湾畔、黄河之滨的渤海区。
众所周知，渤海区鼎盛时期达 5.4 万平方公里，人口

1114万，下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中心地域在当时的惠
民地区，即现今滨州市。这里的军民在我党领导下，勤劳勇
敢、坚韧不拔、爱党爱军、踊跃支前，使渤海区成为整个华东
战场的大后方和重要物资供应基地，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巨

大。曾有20万优秀子弟参军参战出生入死，81.98万
（人次）翻身民工车轮滚滚踊跃支前，5000多名地方
干部南下接管新生政权，多达5万名革命烈士金戈铁
马血洒疆场……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渤海军民抛头颅洒热血的
斗争史，长期以来就如同萦绕着一种无形的迷雾，没
有像沂蒙《红日》《红嫂》、胶东《苦菜花》《地雷战》那样
广泛宣传，家喻户晓。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拨乱反
正，蒙在渤海区的错误阴影一扫而光，人们可以扬眉
吐气地正视那段历史。而今，用纪实文学笔法描绘“不
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
神”，讲述那些“惊天地泣鬼神”英雄故事的《渤海魂》，
是值得庆贺与赞扬的。

我不是作家和评论家，难以从艺术的角度去评价
和剖析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但因前所说家世的缘
故，这些年我与许多“老渤海”子弟，包括原渤海军区
司令员杨国夫之子杨凯、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女儿王
小豫、行署主任李人凤之子李克进等，十分注重整理
研究党史和军史，传承红色基因，尤其是父辈战斗过
的地方渤海区。我们参与了“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
据地研究会”的工作，并在总会的指导下成立了渤海
分会。所以，对于许晨、刘树松合著的这部纪实文学是
高度认可的，感到无论从思想性、史料性和文学性、可

读性上，都令人耳目一新、真诚厚重。尤其是《渤海魂》一书比
较全面客观、生动翔实地再现了冀鲁边区、清河区和渤海区
的创建与发展历程，脉络清晰，详略得当，既不是编年史，又
突出介绍了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让读者一目了然。同时，作
家深入实地辛勤采访，挖掘了大量珍贵素材，并且多方收集
整理吸取了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而独立思考，给予一些
遗留问题以公正公道的评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擦亮了渤
海湾畔的这颗明珠，让渤海区的名字闪亮起来。

这是一部向革命先辈致敬的佳作。在此，请允许我代表
“老渤海”子弟们，向组织策划这部佳作的山东省作家协会、
中共滨州市委宣传部、滨州市文联及作协，向不辞辛劳、历时
数年辛勤采访写作的作者许晨和刘树松同志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祝贺！渤海区是我们心中的“海”、永难忘怀的“海”。这不
仅仅是指它在地域上临近渤海，而在战争年代，本身就是人
民战争埋葬敌人的汪洋大海，如今也是宣传弘扬革命精神的
深海宝库，永远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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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