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事伦理嬗变与英雄话语涅槃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 70年整体观

一

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考察，中

国当代军旅文学便是一个围绕

“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 不断建

构与弘扬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思潮跌

宕与生态变化， 军旅作家们也在

更为开放的语境中更新文学观

念、重构话语方式，但“国家/民族

核心价值观” 始终规约着军旅作

家的创作。 “国家/民族核心价值

观” 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本然

与自在的灵魂。 这自然是与军旅

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及自身的品

质与内涵有关， 但最重要的还是

军旅作家自觉地承担了关乎 “国

家/民族”的历史使命和崇高责任。

这种使命和责任从 1942 年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开始，由最初尝试着写

工农兵， 到新中国成立后由工农

兵写工农兵。 从“十七年”到“新

时期”，及至 21 世纪初年，无论是

对战争历史的史诗性建构， 对当

代战争的反思性书写， 还是对和

平时期军营现实的深刻剖析，对

革命历史的重新审视， 军旅文学

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

核心部分，建构起了崇高、阳刚的

美学风格和张扬爱国主义、 英雄

主义、 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 这

是构成 “国家 /民族 ”文学品格与

脊梁的不可或缺的底色， 也是军

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繁复格局

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 》的发表 ，指出了作家

的创作和文学发展的方向，即要

为工农兵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的

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虽然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国家的工作重心也

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

文学 ， 以及意识形态的诸多领

域， 仍然延续了这一文化思想。

历史在 20 世纪已经过半了的文

学史中首次选择了军旅作家，此

前军旅文学连概念或命名都还

没有形成。

如果从 1927 年八一南昌起

义算起，至 1949 年，二十余年的

烽火岁月中鲜有军旅文学； 军人

的文化结构及战争之残酷让人无

暇以文学的方式描述或怀想刚刚

经历的血与火。 1930 年代毛泽东

在马背上吟出的气势恢宏的诗词

成为了现代军旅文学的一个亮

点。 在这样的背景里，1945 年，在

延安的孙犁写出了 《芦花荡》和

《荷花淀》 让人有一种惊喜之感。

与1951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风

云初记 》一样 ，孙犁的战争题材

小说富于浪漫气息。尽管他选取

残酷的战争作为表现对象，却不

着意于血腥与残酷 ，而是努力

展现抗战军民不屈的个性与

乐观向上的品格。

军旅短篇小说随后崛起，王

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茹志

娟的《百合花》等主流革命历史

题材短篇小说，张扬了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

或模范人物形象。 短篇小说以

小见大、 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品

格， 对革命历史的建构与阐释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尤其是

茹志娟的《百合花》 ，突破了当

时以塑造英雄形象为旨归的主

流创作观， 关注和书写普通的

人性， 表达对生命个体的敬意

与尊重，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

生动的人物形象， 细腻的描写

及精致的结构，使得《百合花》成

为当时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

佳作。 上述作品或被拍成电影，

或被收入中小学课本，产生了广

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

二

其实在 “红色经典 ”产生之

前， 已有一部分中长篇小说抢

先问世。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

战争重新成为全国人民的焦

点，一大批作家赶赴前线，并且

迅速收获了 《三千里江山》（杨

朔）、《上甘岭》（陆柱国）等颇有

分量的作品， 但其影响不如魏

巍的战地通讯 《谁是最可爱的

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被

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

作 。 “事件的真实性使它像通

讯， 而表达的文学性又使它成

了散文，这是一个‘混血儿’，杂

交的优势是它脍炙人口风靡一时

的重要因素 ，它成功地开启了 ‘前

17 年’军旅散文的先河……这一路

散文发展到新时期，因了思想的解

放和题材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

闻性和纪实性而从散文家族中彻

底独立出去 ， 蔚成报告文学一大

国，又别有一番洞天。 ”（朱向前主
编，《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

而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战争

题材长篇小说何以集中出现在

1950 年代中后期及 1960 年代初 ？

一是文学，尤其是长篇巨制，其文学

性自律要求与生活本身拉开一定的

距离； 二是那些日后成为 “红色经

典” 作家的战争亲历者们的文化准

备不足，再加之朝鲜战争爆发，边境

剿匪如火如荼， 从思想到情绪都还

无暇回首惊心动魄的战争往事；第

三则是政治文化语境已经在热切地

呼唤“红色经典”的喷薄而出。

1954 年，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有如横空出世，震撼了文坛。 它以

高昂的革命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

礴的气势，全景式展开了人民解放

战争的壮丽画卷，为当代战争题材

小说确立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

新中国军旅小说的一座里程碑。 随

后，一股巨大的“红色”激流汹涌而

来：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

原》等长篇小说以鲜明的时代精神

和饱满的革命激情，讴歌了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与英雄主

义精神，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急于了

解中国革命的胜利历程的阅读期

待，平复并消解了郁积在人们心中

的苦难焦虑，激励人们以无比高涨

的热情投身于和平时期的社会主

义建设之中， 成为 1950、1960 年

代的“主旋律”。

“红色经典”在小说形式上之

所以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

一方面是因为这批作家们从小就

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浸淫， 基本

上没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 另一

方面是这种民族的、 大众化的形

式更易为大众读者所接受； 尤其

是 《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

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以作家的

亲身经历为素材， 充盈着民族风

格与中国气派。 强烈的传奇色彩

与民间视角使其历久不衰， 且在

21 世纪初年通过影视剧改编再

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

三

“新时期”文学在中国新文学

百年历史中的地位会随着时间的

拉开而日益彰显它的独特价值与

意义，我甚至觉得与“五四 ”新文

学在多个向度上不仅异曲同工，

而且可以比肩。 军旅文学在这三

十余年中与其它“题材”文学基本

上是一种同构关系。 1980 年代中

期之前的中短篇小说， 可谓黄钟

大吕，振聋发聩，对思想解放及人

道主义精神的阐扬和“人”的文学

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0 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不

能不让军旅作家们在焦虑中思

索： 如何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

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世界，从

现实主义走向吸取多元方法的开

放格局， 成为多数军旅作家尤其

是中青年军旅作家的自觉探索与

追求。

进入 1990 年代，商品经济与

世俗的娱乐化影响着大众文化，

1990 年代初期的 “农家军歌”无

疑是军旅文学转折后的亮点。“农

家军歌”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

的军营别调。 军旅文学首次远离

英雄，直面现实，走进普通军人的

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 1990 年代

中后期， 蓄势已久的军旅长篇小

说开始勃兴，军旅作家再次以“集

群冲锋”的方式震撼了文坛。他们

开始对战争进行更深层次的多向

度思考， 在重新审视中重返历史

现场，以还原更为真实的历史，在

文学性层面的探索也达到了当代

军旅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0年， 徐怀中的短篇小说

《西线轶事》 以最高票获得当年全

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对军旅文学的

繁荣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催化作用。

小说中弥漫的深厚的人情味似乎

预示了“人道主义”在中国当代文

学中的复活。军旅短篇小说一时间

繁花似锦，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赢得

了声誉。 而接下来李存葆的中篇

小说 《高山下的花环》（1982 年）

对文坛之意义不亚于刘心武的

《班主任》。 作家的笔触直指军队

现实， 大胆而深刻地揭示了军队

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 作品磅

礴的激情、 崇高悲壮的审美质感

催人泪下。 李存葆在中国文坛的

重要地位的确立， 还意味着以他

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整体

崛起，直接推动 “当代战争”题材

创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新时期伊始，和南线战争相

映生辉的还有两位军旅诗人的

政治抒情诗———叶文福的 《将

军，不能这样做》和雷抒雁的《小

草在歌唱》。 这两首诗的出现标

志着 1949 年以来所形成的政治

抒情诗传统开始由个体与社会、

历史、政治的紧密契合转向自觉

分离以及对社会对历史对自我

的反思和批判。 这两首诗“直面

现实、反思历史和自我剖析的勇

气，充分表现了一个战士诗人的

良知和使命感。 虽然由于种种非

诗的原因，这种干预社会现实的

诗歌的势头没有在诗坛上进一

步展开与推进，但它对军旅诗歌

的刺激和启示却是深刻而有力

的 。 ” （朱向前 ， 《中国军旅诗 ：

1949———1994》）

这种介入现实、干预生活的写

作伦理在朱苏进的小说中也有着

较为充分的体现。朱苏进的中篇小

说《射天狼》（1982年）和《高山下的

花环》联袂获得当年全国中篇小说

奖。 朱苏进关注的是和平时期的军

营生活，他擅于从平凡人物身上发

掘英雄的潜质，着力于揭示和平时

期军人的牺牲及价值，开拓了塑造

军人形象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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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由突出经验到侧重体验，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

由追求宏大主题到凸显语言张力，既往单一的文学观念被彻底突破；史诗情结并未完

全消散，它以哲学化、历史化、个人化的形式继续演绎着历史、社会和时代风云，并在

军旅长篇小说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整一走向多元，从焦虑走向自信，从边缘走

向中心，中国当代军旅文学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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