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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0 版）莫言的《红高梁》发

表于 1986年， 其突出价值与意义

不仅在于承续了中断已久的抗战

小说传统，更主要的是它突破了正

统的革命历史观，将正史化的战争

历史转化为民间化的故事和传奇，

向读者展示了正史无暇或不屑顾

及的充满野性和个性的民间生存

状态与场景，小说也因此获得了多

重意蕴， 且具有强烈的寓言味道，

对军旅文学来说，“直接引诱了一

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

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如乔良的

《灵旗》、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

并以此和‘当代战争（南线）’战线、

‘当代和平军人战线’鼎足而三，最

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

格局和全面繁荣。 ”（朱向前 《新军

旅文学三剑客》）

随着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

作战”的基本格局于 1980 年代渐

弱，1960 年代出生的“晚生代”军

旅作家成为军旅文学的中坚力

量。 以陈怀国等为代表的农家子

弟从当代农民“逃离土地”的人生

选择中， 在社会结构的松动和社

会利益调整的时代大背景下，对

“农民军人”进行了冷峻而真实的

剖析， 吟唱出了一组在军队现代

化建设中艰难跋涉的 “农家军

歌”， 让军旅文学在 1990 年代初

又成为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农

家军歌”的突出特点是视点下沉，

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想及批

判立场， 表达了对世俗和大众的

生存现实及思想情感的认同。 然

而，过于浓重的“农家情结”既让

创作主体对笔下的人物施以更多

的同情、怜悯、惋叹或歌赞，又阻

碍了形而上的批判意识与自审意

识的张扬， 亦在相当程度上局限

了作品的文学高度。

这一时期， 非军旅作家的军

旅题材中篇小说也颇值提及，其

中 ，毕淑敏 （《昆仑殇 》）、邓一光

（《父亲是个兵》）、周梅森（《大捷》

《军歌》）、尤凤伟（《五月乡战》《生

存》）等引人瞩目，其浓烈的反思

倾向及对人性的深度开掘， 为军

旅文学带来了一股新风。

进入 1990年代后期， 蓄势已

久的军旅长篇小说终于爆发，徐贵

祥、柳建伟、裘山山、邓一光等作家

开始发力，他们接连奉献出《我是

太阳》《仰角》《我在天堂等你》《突

出重围》等作品，为军旅文学长在

20世纪末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相较于地方文学于 1990 年

代后期发生的变化， 军旅文学的

跨世纪转型缺少文学思潮和创作

观念的激荡 ， 1990 年代后期的

军旅文学看上去有点波澜不惊。

进入社会转型期， 在市场经济大

潮的冲击下， 军营文化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多样化； 既要

积极适应时代的潮流完成叙事伦

理的嬗变， 又要保持住特有的本

质属性和美学风格， 军旅文学开

始了艰难地蜕变和转型。 在世俗

化、娱乐化的文化语境中，军旅文

学以崇高、 阳刚的审美品格和勇

毅且近乎悲壮的“亮剑”姿态，为

20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坚守住了

理想与精神的高地， 挺起了世纪

之交中国文学的脊梁， 同时积蓄

着裂变与生长的力量。

1990 年代后期 ， 朱苏进的

《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

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

门》等四部长篇小说相继问世。正

像朱向前所描述的，“四部作品，

四个角度：一从当代军营，一从当

代战争，一从历史，一从未来，全

面展开对军人的塑造， 对军人价

值的沉重追问， 对战争与和平的

崭新思考。 它们在恢宏的时空中

包容了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

性。它们的‘复合’，形成了一个立

体、 丰满而厚重的整体框架……

它们的出现， 给疲惫日久的军旅

文学注入了活力， 而且把新时期

以来长篇军旅小说的水准推进到

了一个新高度……它还标志着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继老一代长篇

军旅小说作家之后， 新一代中年

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已经趋于成

熟， 也为我们送来了长篇军旅小

说创作大潮的隐隐涛声。 ”

四

果不其然， 进入 21 世纪之

后，军旅长篇小说异军突起，一朝

爆发竟势不可挡， 收获了一大批

优秀作品。 以军旅长篇小说的全

面繁荣为标志， 中国当代军旅文

学的“第四次浪潮”逶迤而来，“英

雄话语” 在军旅作家的文体自觉

和文本探索中实现了涅槃。

进入新时代， 伴随着强军兴

军崭新实践的全面推进， 军营文

化、军人生活、军旅经验、军人形

象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新鲜而重

大的变化。 军旅作家面对的生活

经验细碎驳杂， 曾经被生活经验

与文学观念的 “共识” 所统摄的

“集群性写作”的瓦解，创作主体

开始以“个人化写作”的立场与姿

态展开对军旅题材的新一轮文学

想象。由此，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开

始了双重回归。 一是回归长篇小

说的叙事性文体本源， 开始注重

形式创新和语言探索， 文体自觉

性显著提升； 二是回归文学对象

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 开始关

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 重视日

常生活经验的表达。 注重个人化

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

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 标示着

21 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叙

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

觉； 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

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

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

神存在。 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

了新的更为广阔、 深厚的精神资

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

角度， 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

力。通俗一点讲，在讲述什么样的

故事和怎样讲述故事这两个向度

上的新变化，共同构成了 21 世纪

初军旅长篇小说的特征和新意。

“个人化写作”是基于对文

学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而对文学

本质属性的回归。 作家们可以更

自由、 更灵活地切入军旅现实生

活，体验和表达军人情感，透析部

队存在的各种问题， 审视并重构

历史时空， 思索和前瞻军队发展

前景。 作家们可以根据各自的知

识构成、生活阅历、关注兴趣、跟

踪对象和认知角度选取自己熟悉

的题材领域， 以个性化的风格和

技巧来写作； 可以从日常生活中

发现并强调意义和价值， 开掘出

新的叙事和表意空间， 有效扩展

题材边界。稍加梳理便会发现，21

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涵盖了战

争历史、现实生活、婚姻情感、军

人伦理、 英雄话语等等涉及到军

人与军旅生活方方面面的题材领

域，且拥有更加独特的观察视界、

思考角度和艺术个性， 对剧烈变

革和转型中的部队生活进行了更

加及时而深刻的反映和探索。 许

多原先被一体化文学思维所遮

蔽、 过滤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

验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发掘和更加

生动的表达。军旅女作家和 70 后

“新生代” 军旅作家的崛起更为

21 世纪初年的军旅文学开辟了

新鲜且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

整体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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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实主义的深化、

人道主义的强化以及人本观念的

确立， 军旅长篇小说对人性和灵

魂的关注、 对军人精神和心理空

间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

段， 英雄观念和审美范式亦呈现

为多样化的主题变奏。

从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 《英

雄无语》《历史的天空》《亮剑》《我

在天堂等你》《楚河汉界》《音乐会》

《我是我的神》到第二个十年的《吾

血吾土》《己卯年雨雪》《来生再见》

《黄埔四期》《一座营盘》《太阳升

起》《牵风记》《人， 或所有的士兵》

《新世界》，不难看出，军旅题材早

已不是部队作家的专利，越来越多

的非军旅作家开始投入到军旅文

学的创作，军旅题材日益成为一种

公共和开放的文学资源。从上述作

品中，可以看到，富有个体生命光

彩的军人形象登上了历史和现实

舞台，从枪林弹雨的战争风云到动

荡不安的政治风潮、从歌舞升平的

和平年代到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

演出了一幕幕壮美却又饱蘸悲情

的英雄史诗。创作主体自觉加强了

对悲剧审美意蕴的挖掘和表现力

度，极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 悲

剧意识的觉醒和悲剧精神的建构

成为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军旅长

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突破和审美新

质。 在历史与现实、人性与个性、牺

牲与价值、理想与沉沦等错综缠绕

的维度中深入挖掘军旅人生的哲

学内涵，使读者在看惯了积极乐观

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后，得以

沉入生命和灵魂的内面，细细品味

真实的军人和悲剧的英雄。

文学观念和叙事伦理的嬗变，

使得军旅长篇小说更加深刻地反

映出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苦难，更

加真切地呈现出中国军人在面临

时代转型与和平考验时的精神探

寻与命运遭际，因而具有了独特的

艺术魅力和丰饶的精神空间。

五

21 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坛，严

肃文学在市场的推动与刺激下，

完成了历史转型， 与大众文化之

间曾经不可逾越的鸿沟被弱化。

2005 年，以电视剧《亮剑》在全国

范围内热播和《历史的天空》折桂

茅盾文学奖为标志，21 世纪初年

军旅长篇小说迎来了转折点或曰

分水岭。 此前的军旅长篇小说聚

力于形式探索和技术实验， 文体

意识的自觉性和文学性探索的深

广度较之以往都显著提高； 而此

后的军旅长篇小说开始了 “通俗

化转向”，并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类

型化文学的审美特征。 文学生态

的剧变为 21 世纪初年军旅文学

的变革前行提供了契机， 同时也

带来了挑战。

与虚构叙事的弱化相对应的，

是军旅非虚构叙事的全面崛起。在

直面军旅现实生活，反映军队最新

情况、新问题，塑造新型高素质军

人形象等层面，军旅非虚构写作无

疑有着自身的优势， 也涌现出很

多优秀的作家作品。 作为一种兼

具真实力量、 思想深度与艺术之

美的创作形态， 军旅非虚构叙事

承袭了强大的军旅报告文学传

统，在探寻战争历史、介入军旅现

实、 讲好军旅故事等方面具有独

特魅力和文体优势； 在直面改革

强军、表达时代精神的过程中，亦

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催

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学生长点。

从传统的文学期刊、 图书出

版到电视剧、纪录片、公众号、有

声书、网络连载、时尚读物，伴随

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军

旅非虚构叙事的传播途径发生了

深刻变化， 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

响力日益扩大； 从密切跟踪社会

热点到返身潜入战争历史， 非虚

构叙事杂糅的文体特性极大释放

了作家的历史激情和文学想象，

历史题材军旅非虚构叙事无论从

质量还是数量看，都堪称繁盛。打

捞历史细节、重现战场真实、发掘

内在经验的写作伦理， 丰富深化

了读者既有的历史认知；从“写什

么”到“怎么写”，从时代报告到跨

界写作， 作家们更加注重文体实

验和叙事策略，小说、散文、随笔、

评论等其他文体的叙事手法和语

言表达被引入军旅非虚构叙事，

突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诸种条框

和定式， 也丰富提升了军旅非虚

构作品的审美和文学价值。

回望 70 年来军旅文学波澜

壮阔的发展历程， 我的心底里涌

动着难以遏抑的激情和感动。 烽

火岁月、厚重历史、优良传统、改

革大潮连同那残酷的战场、 伟岸

的英雄、 崇高的精神和丰饶的生

活一起留存在了一部部闪动着光

荣与梦想、 激情与青春的军旅文

学作品中， 共同见证了那个属于

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 伴随着文

学观念的演进和叙事伦理的嬗

变， 军旅文学亦具有了鲜活灵动

的多重面相， 成为一种宏阔辽远

的审美存在。

作为一种特定的题材类型、

话语方式、伦理现象，军旅文学想

象着人性可以达致的上线， 守望

着精神可以承载的重量， 召唤着

“英雄”这种人类最崇高、最坚硬，

同时也最悲悯、 最柔软的情感动

机。走笔至此，我想起了一个动人

的场景。二战时期，前苏联著名钢

琴家埃米尔·吉列尔斯去前线慰

问官兵。 当他弹奏完拉赫玛尼诺

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时，在场

的官兵们都为之动容， 很多人流

下了热泪。 旁边的主持人说，“同

志们，我们要英勇地战斗，为了这

美好而伟大的音乐。 ”这一刻，文

化的力量、高蹈的精神、经典的魅

力在沉郁悲壮的战场上涌流，衬

托出值得珍重的人世、 需要仰望

的灵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站

上新的历史起点，21 世纪的军旅

文学需要勇于超越庸常凡俗的经

验，与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感对话，

与世界战争文学的经典互见，开

启下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站上新的

历 史 起 点 ，21

世纪的军旅文

学需要勇于超

越庸常凡俗的

经验，与人类共

通的美好情感

对话，与世界战

争文学的经典

互见，开启下一

个属于自己的

“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