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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巡礼

写战争就是写人，写吹角连营、黄沙

百战的那一群人，写故乡月明、深闺梦中

的那一个人，写人的血泪经验和教训，写

人的一身忠勇与荣光，写放逐在人心里

的魔鬼或天使。我们书写战争，如同凝

视结痂的伤口，这实在是一种自我震慑

——那一朵曾经挂在脑袋上空的乌云，

随时可能重新聚拢，投下血腥的阴翳。

所谓凝视，是为记得，从而远离。我们试

图用文学的羊水，吞没战争这个孽子，最

终孕育出和平——为了天下苍生。

与此同时，作为一部有抱负的战争

小说，它势必还应写出一些我们意想不

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依然跟人息息相

通。这是它的难度，小说据此确证自身

独特的价值。

经典巨著《战争与和平》，理所当然要

浓墨重彩地描摹浩大的战争场面，但托翁

又始终极尽情趣与细腻之能事，打量那些

贵族少爷小姐们人格的逗留和成长，以及

彼此间跌宕不衰的爱恨缠结。托尔斯泰

正视战争正如战争逼视人性，同时，他让

自己的文字大于战事，从而撑大“战争”与

“和平”的内涵，容留那些超脱或寄生于其

间的民族、个体和生命元素，为小说赢得

持存的魅力。在现实主义这条康庄大道

上，战争题材小说如果沿着“人的向度”持

续挺进，不难会从人本的立场迸发抗议的

呐喊，于是《西线无战事》这类反战小说应

运而生；此外，大道也分流出一些迷人的

小路，譬如《一个人的遭遇》，特取一个人

的声部，主观的煽动性让曾被战争撕裂的

伤疤一点点发酵出真挚动人的感染力。

到了巴别尔那里，对士兵的特写出现了变

奏，《红色骑兵军》中人物情绪的波动更为

短促、剧烈，也更加微妙。而在大洋彼岸，

《第二十二条军规》彻底另开一路，玩起了

“花活儿”，“大写的人”藏身幕后摩拳擦

掌，痛快驾驭着人物，发出戏谑而尖锐的

黑色诘问。

西方近现代以降的战争小说，乃至关

于战争的各类文艺作品，着墨均在个体，

其讴歌的是个人的智慧、勇毅、觉醒或改

悔，又或是天性里的真善，这个传统久于

文艺复兴，可以上溯至《荷马史诗》。夕阳

西下，硝烟弥漫，主人公的身影浮动出英

雄的轮廓，醒目、傲岸而不失悲怆。反观

中国的战争小说，若非“拿来”化之，锐化

个人色彩，便容易在几套规定动作、情态

中来回操练，进而显出僵硬和单调，得以

突围者委实有限。《老渤海》一度有成为后

一类的可能，但这部长篇妙在或说好在，

作者隐隐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或是一

种下意识，即要复活那个战火里的鲁北民

间，一个比战争更为久远而绵延不息的乡

土中国。这是小说的丰厚所在。

部队的士兵来自民间，民间的百姓接

纳战斗间歇的战士，这一近似天然的供养

循环，让人物身上充盈着一种草莽的气盖

和纯真的秉性。谁能救中国、保家园，谁

在真的抗日，老百姓就铁了心跟谁——保

家卫国，理由有多崇高就有多实在。《老渤

海》里的主人公们就是那洼地里的茅草、

红荆和芦苇，是盐碱地里给一点水土就能

长的玉米和高粱，他们朴素、坚韧、乐观，

充满无限的生机。不论是马耀齐司令、老

红军杨固夫副司令，抑或战斗与生育都威

风凛凛的行政公署主任李威凤、倔强率真

的女干部崔梦林，人物的亮点尽在经历的

事件而非个人心智的博弈和摇摆，或者

说，人物的性格特色全部化在了战斗内外

的行事中。在人物塑造上，不过度聚焦，

不往深了走，更像散点透视，是往活了写，

山东煎饼一样摊开来。人民的军队和将

士，他们的浓墨重彩脱不开生机勃勃的大

地和人民，这是《老渤海》为人物提供的浸

没式背景，一个有别于西方战争小说的、

宏大而极富地域特色的景深。因此，小说

的一板一眼，那样一种活泼而淳厚的本

色，有着历史、人文和地理的依据。其实，

古往今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主体，始

终是那些来自民间的普通家庭的子弟兵，

他们并非贵族，没有高深的理论素养，个

人面目通常不够清晰，甚至不具姓名，但

他们无疑是绝对的英雄，他们的依归和本

质，就是生长于斯、苦乐于斯、终将长眠于

斯的芸芸众生。

《老渤海》是一部“不停在走”的小

说。撤退、战略转移或挺进，统摄在“走

动”这一大的动作体系中，走动与相对应

的驻扎作为部队战斗和休养的“刚需”，也

是小说叙事节奏的脉象。行走时主要叙

写战争情势和战斗场面，停下时重点描述

会议内容和将士生活。走动带来变化，行

动迎来转机。“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

各根据地武装，相当一部分都由成建制的

红军、八路军部队为骨干组成。而清河根

据地的部队，则纯粹是当地的起义队伍，

农民、工人、学生、国民党散兵游勇、杂牌

军、土匪，起家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了，

然而走着走着，人越聚越多，地盘越来越

大，队伍越发规整，从抗日战争再到解放

战争，老渤海的队伍一路打到了海南岛。

早期的人民武装就是在这般反反复复、磕

磕绊绊的行走中，不断进取壮大，硬是踏

出了一条彪炳史册的成功之路。

李威凤的千里走单骑、马耀齐的遇伏

牺牲、寇氏一门三烈的可歌事迹，小说的

情节不乏戏剧性的动感呈现，但它的演绎

和想象自有坚实的来处，即老渤海部队从

无到有、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发展

流变史。这是一部有史的雄心的小说。

因此，所涉史料资讯庞杂众多，不能不在

创作和编校中务求确凿。此外，小说还渴

望留下一些来自现场的气息，它可能是一

次会议传达的内容，是某个村庄的地理环

境，是武器装备的俗称，又或是一旦脱离

时代氛围便不再好笑的段子，因为那份现

场感，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也显得弥足珍

贵。传奇性和真实感的“左右手互搏”，堪

称小说的一大难点，也是看点。

小说的叙述存在两种时间。“过去现

在时”的身临其境、娓娓道来催生了悬念

感，而零零星星穿插的“过去未来时”的

对部队将士前途命运的解说，就像叙述

者塞进读者嘴里的一颗颗定心丸——不

必过于恐慌，这一劫那一难，他们都有惊

无险地渡过了。这位善良、慈祥而体贴

的叙述者，同时也是一名不时现身的“说

书人”，他的念叨为我们带来了另一重时

间和空间，有心人自会从那些只言片语

中，嗅出另外一些故事的线索和端倪，它

演化成了一种额外之喜。

《老渤海》刊发于《人民文学》的版本，

编自作者所选具有代表性的章节，可谓创

编协同发力的生动展示。据作者早前自

述，整部作品预计近五十万字，仍在不断

充实和完善中。即是说，真正的小说还是

一个待解之谜，依然保有足够的悬念。宴

席既开，我们不妨带着一点好奇心，且吃

且等，静候瓜熟蒂落的那一刻。

小说里心心念念的“老渤海”，我以为

一方面指向那片古老的生生不息的渤海

湾，一方面则是对亲切而荣耀的渤海部队

的称谓。我们确乎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为

一个地域、一段时期、一支部队，为我们最

初略显青涩的样子，留下文学的鲜活印记。

（刊发于《人民文学》2022年第9期）

梁豪（《人民文学》杂志编辑）

苗长水《老渤海》：在人民大地的景深中荡开鲜活的一笔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宏大的节日：

赶集日。每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二日，

不管那天是星期几，大人小孩都拥有

上街赶集的权利。父母会给我们五

毛、一块或者两块钱，不能再多了。我

们从江边出发，走半个小时，上渡船，

到对岸，沿着堤坝往东。径直走，再走

上一个钟头，人多的地方就是了。棚

子支起来，里面挂着鲜艳的衣裳；油锅

烧起来，油条在翻滚。很肥胖，油滴

滴。一根三毛，后来是五毛。杂耍的

帐篷支起来，四周被遮盖得严严实实，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到里面究竟在

表演什么程度的惊悚节目，一阵阵尖

叫声从悬挂在树梢的音箱里传出来，

传出去很远。帐篷门口站着个彪形大

汉，进入到那个空间，需要五毛，或者

是一块。许多人顽固地伫立在入口，

没有钱却不肯走开的人还很多。孩子

们仰起面孔，看帐篷顶端的旗子震动

飘扬。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八、九岁到十五、六岁，每年我

都有幸亲历这壮观的大场面：打靶的

汽球，上窜下跳的猴儿、酒里泡着的

人参、农耕用具，跌打损伤的药膏，竹

椅竹耙竹筐用麻绳串在一起。人山

人海，锣鼓喧天，灰尘在狂欢。一年

又一年，我站在一切事物的边缘，静

静地观望，然后，花上一个多钟头，再

走回来。

只有过了许多年我才会想，为什

么父母在金钱上如此吝啬呢，他们那

时已经很富了，他们在当地名声很

响，但是，每次赶集他们只会给我一

块两块。一大早起来，口袋空空、兴

致勃勃地奔向那样的集市，站在人声

鼎沸的街头，对着一排排如此鲜艳劣

质的东西却无法购买，然后饥肠辘辘

地走回家，除了让我一再自觉不配，

越来越卑微，辨识度越来越低之外，

又有什么益处呢？

集市是我最初无法理解的人间。

我相信这影响了我的生活。此

后，我站在五颜六色的物品面前会迷

糊，对复杂的东西充满了畏惧心，缺少

辨识度，对人也缺少辨别能力。幸运

降临，或者遭到攻击，我都始终不解其

缘。并且我一直活在不能从钱里得到

满足的状态里。我对享受金钱形成了

某种障碍，女儿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

给她买很贵的东西，我想这是一种变

相的补偿，补偿因为自己的童年所不

能达到的自由拥有和购买。可是到了

高中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

我变得吝啬而不自知，我每周给女儿

三十美元，只够每天喝一杯咖啡。就

在这样偏执的管教下，她的房间还是

偷偷多出来一些小物件：口红、眼影、

小手包、贴纸，她也酷爱收集各种形状

的笔记本，有时候上面什么也不写，她

就单纯喜欢卡通的封面或者是塑胶的

质感吧。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捱过那些

缺钱的时光，压制住对美好事物的向

往之情。如今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

意志使我非要执行那个严苛的标准，

偏执地表现吝啬？除了吝啬本身，这

里面是不是另有深意？跟钱对抗，或

者永远不能允许自己、或自己最亲近

的人从金钱里得到享受，这里面隐藏

着什么样的思想？是不是我的潜意识

里，边缘就是我应有的位置，无论多么

热闹的时代，自己就应该站在壮丽画

卷的边缘。并且始终因为边缘人的站

位而充满了误判，因误判又引发更多

的自责和愧悔。后来我见过我的小学

同学，大家都还惦记着这个盛大的日

期，但是，我觉得没有在他们的心头留

下这么重的阴影。显然没有。前几年

还有人试图约着一起去逛逛。我想他

们不是要去买东西，他们要去寻找童

年的感觉。这不重要。但凡人从他经

历的过往抓住点什么，过往就充满了

魅力。

所有读过《月下》的人，几乎都用

“惊心动魄”来形容它。我塑造了一个

县城边缘人“余文真”。之前有“革美”

和“良霞”，后来有“今宝”“在桃”和“朱

利安”，一个小队伍。我显然是她们的

领头羊。我们在各自的边缘地带摇摇

晃晃地行走。现在，余文真加入了。“惊

心动魄”这四个字呼唤着我，提醒着我：

如果余文真是惊心动魄的，那么一次又

一次，站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两手空空，

风尘仆仆地来去，也并非人人都经历过

的稀松平常的体验。农历三月十二

日。这个日子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像

是一种隐喻，一种考验，一种象征。所

有见过的，未见的，留存在记忆里的，都

是好东西；那些使人酸楚、软弱的情感，

那是好的东西；那遥不可及的，那些灰

尘，那些太阳下的人的面孔，那些我无

法窥见，窥见也无法命名的，都是好的

东西。记住这些好东西，消化它们内在

的含义，占用了我许多的时光。

写完《月下》初稿之后，我就病

了。我之前也一直病着，病态的，憔

悴的，没有精神的，唉声叹气的，但写

完这个小说之后，变得更重。我们单

位去黄山疗养，有个同事拍到了我的

脸，苍白的，浮肿的，好心人都假装视

而不见，摄影师发送照片时精心修饰

过，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吧。今年，我

游走在南京各大医院之间。每一周，

我几乎都经历着少年时的经历：许多

不同的病了的躯体被驱赶在同一所

房子，却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人声

鼎沸，人头攒动，仍然喧闹不已，但没

有一点儿喜气洋洋。每个人都捏着

他们的挂号单或者医保卡，那样的心

不在焉，急不可耐地想要离去，这情

景每每使我想起自己站在三月十二

日街头的某个边缘。有时候我恍惚

没有离去，一直站在童年的集市中，

直到医生喊到我的名字。

医生对我很好，但对我描述的症

状充满了疑惑。他们开各种各样的

药，但我的病情并无好转。这不奇

怪，我每写完一个长篇都会大病一

场。换个思路，即使没有这个小说，

今天的我，恐怕也会处于某个边缘的

角落，呆呆地、无所适从地看着这个

时代，并不会比现在更有掌控力，也

许那是我的宿命，命中注定。由于年

少的胆怯，它形成了属于我特有的看

见、未见和再度重见。

（刊发于《收获》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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