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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羽是我国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不过，在我
们深入研究散文家刘白羽的同时，不要忘记他还是
一位杰出的战地记者、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

1938年春，刘白羽已是一名追求进步、向往
革命的青年作家，他克服种种阻碍，毅然奔赴革
命圣地延安。从此，他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先后参
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枪林
弹雨的前线战地生活，刺激了刘白羽敏锐的眼
光，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培养了他深刻的思
想，他用自己多姿多彩的笔记录历史，表现真实，
写下了大量高质量的通讯与报告文学作品。早在
抗日战争初期，刘白羽就撰写了《八路军七将领》

《在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但刘白羽的大量报告
文学作品，则产生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
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在革命年代更是激发了我军
的战斗意志，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情绪，为争取民族
解放和国家独立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宣布无
条件投降。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密谋夺取人民
的抗战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边
伪装和平谈判，一边调兵遣将，运送物资，准备发
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发表舆论，
污蔑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企图予以全面剿灭。
在政治和舆论的双重压迫下，组织决定调刘白羽
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军进入东北，适时报
道战争形势。此后，在整整3年的解放战争中，刘
白羽始终奔波在战争的最前沿。他先是在东北战
场上随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执行小组进行采访，
后来又随大军入关，南下渡江采访。他说：“在战
争中，指挥员的责任是指挥，战士的责任是用枪，
我的责任是用笔。”紧张的战争场景使他清醒地
认识到新闻报道的迅速性、敏捷性和战斗性。战
争的紧迫和复杂需要他以大量的新闻报道和通
讯传达战争场景，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
光辉形象，鼓舞后方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解放全
中国的崇高事业。同时也正是新闻通讯的及时性
和迅速性，才使得后方群众及时了解前线战况，
识破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

刘白羽的通讯主要写战争，而这些通讯的第
一批读者就是部队战士。部队特别重视记者和通
讯员写的新闻报道，通常写哪个连，就会引起哪
个连的强烈重视和反应，这些通讯报道还会被连
队作为教育战士的第一手活资料。在长期的战争
宣传工作中，刘白羽发现简短的新闻报道已经远
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希望得到更详尽、
更全面的内容事实，而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
就能将生活的方方面面联接起来，全方位地集中
报道。刘白羽曾说过：“斗争需要我们拿起报告文
学这个武器。”因而，他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

主动运用报告文学这种体裁，详尽全面地表现当
时的革命战争生活。

报告文学是一种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严肃
认真地塑造艺术形象，并以文学的手段及时反映
真实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也是从新闻报
道和纪实散文中生成并独立出来的一种新闻与
文学的结合物，它最大的特点是及时性、纪实性
与文学性。刘白羽认为，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就
是写真实，写真实的人，写真实的事，表达真实的
情感。他的报告文学，有的表现英勇的人民军队
不怕艰险、顽强抗争的英勇事迹，还有的表现人
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过

硬的军事指挥素质；有的表现后方老百姓支持人
民军队的军民鱼水情，还有的揭露反动派的各种
阴谋等等。他的报告文学可谓题材广泛、内容真
实、情感深厚，成为战争前线鼓舞人心的一种强
大的精神力量。

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在纪实性的基础上，还蕴
藏着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腻的生活体验。《同志》是
刘白羽 1941 年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文章写“我”
没有赶上大队伍，躲在一个荒村中，遇到一位老
人和脚受伤的青年，老人对青年的殷勤照顾，让
我误认为青年是老人的儿子。因为敌人到处都
是，所以我和青年开始了互相的猜忌和警惕，最
后发现我与青年都是“八路军”，我们原来是同
志，而青年也不是老人的儿子，老人是拥军的老
百姓。文章中的细节刻画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
如“第二天天刚亮，一阵鸟声刚噪过去，窗户纸上
灰色的黎明晃了一下眼。我跑到隔壁去，一推门，
还早眠在门板上的苍蝇嗡的一声冲到我脸上，像
落了阵把雨点。”刘白羽有极强的文学功底，在

《同志》这样紧张的叙事氛围中还能用细致的笔
墨，幽默的比喻来加强文章的形象性。文章中

“我”与青年之间关系的变化是极其微妙的，刚开
始我们互相试探，又互相警惕：“我看他已经感觉
到我的注意。他有点惶惑。我急速地问他：‘怎么，
踩在犁刃上了？’看，他多么暧昧地点了点头，又
赶 紧 机 警 地 扯 开 去 ：‘ 枪 …… 这 半 天 不 响

了……’”“我觉得这年轻农民真讨厌，他总要摆
脱我似的，仿佛他知道现在我需要他们掩护，他
便故意和我作难了。”“我心里渐渐地也怀疑起
来，我想他也许是对于我不利的坏分子吧。”当风
吹来把“我”藏在帽檐里的有“八路”标志的布片
掀出来时，“我”与青年之间的气氛发生了大大的
改变，“我急忙伸出一只手去捡，一只手去抓枪，
一仰头，仿佛望见山崖上垂着一朵野花，他从早
晨时时刻刻对我很凶狠的样子，倏的，给那甜蜜
蜜的微笑遮着了。这样，他和蔼地把那只大手抓
着我：‘你是同志……你是同志……’这时我羞涩
地把枪抽回，将那写着‘八路’的臂章舒展地铺在

石头上，两手不自然地匀着它。我们两人互相看
看，笑了出来。”“忽然，我对他的反感一点没有
了，还想为他做点什么才好。”刘白羽在长期的前
线战斗生活中，善于揣摩和把握人物的真实情
感，《同志》的题目“同志”正是这篇文章的关键线
索，一旦我们发现彼此之间都是人民军队的革命
战士，我们之间是同志，那么我们之前的一切猜
疑警觉都会消失，换来的是同志之间甜蜜的微笑
和彼此的信任和好感，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共同
的革命追求和革命理想下最真诚的同志间的感
情。文章的最后还有对老人和青年关系的解释，青
年并不是老人的儿子，老人只是一名支持抗战的
拥护人民军队的普通老百姓，“老人眯了眼睛望着
酱油色的水浪悠悠地说：‘你们知道吗？……我的
儿子，也在队伍里，说是号兵，你们知道吗？……’”
以老人的话语作为文章的结尾，原来老人的儿子
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遍布全中国。这样的
结尾不仅紧紧呼应了文章的标题“同志”，同时还
表达了全民抗日的热情，表现了人民军队在老百
姓心中的光辉形象，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深得民心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白羽在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写的一篇报
告文学《人民与战争》中，真实地讲述了东北人民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事迹。文章中
说作者访问了前郭旗街上天丰客栈中的一处伤
兵暂留所，那里有十几个儿童团员，“一个 13 岁

的孩子，为了给一个重伤号喝热开水，那样寒冷
的夜晚满脸是汗地从我身边跑过；一个小孩子伸
手给伤员轻轻揩脸，伤员忍受苦痛，感激地微笑
着，不想在孩子面前呻吟一声”，作者用平实简洁
的语言给读者展现出一幅令人感动的场景。文中
还写到当人民军队每到一个村庄时，村庄里虽然
没有新奇的口号或标语，但是，几个小学生在严
寒的天气中，冒着冷冽的寒风，一人往战士们手
里塞“一颗热烘烘的鸡蛋”，就足以让战士们感动
得热烈盈眶。在读过刘白羽这样生动的报告文学
作品后，读者也必定会为之感动。在《人民与战
争》中，作者特别注重通过人物朴实的语言来表

现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比如在郭尔罗斯
草原上，在成千上百的群众中，有一位群众这样
说：“八路军给我们分了土地，现在是我们报效的
时候了！”还有的群众这样说：“八路军是为老百姓
打天下。”京白线上的老百姓这样说：“我们是里八
路，你们关里来的是外八路，没有里八路，外八路
站不住脚，没有外八路，里八路翻不了身。”这些语
言是关东人豪爽而热情性格的体现，也是后方百
姓发挥自身战斗作用的自豪表现，还是人民军队
深得民心的真实表现。在刘白羽的报告文学中，
既有真实的现实场景，又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还有
最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的精彩语言，这样的报告
文学作品必然成为后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报告文学是以事件的真实性为写作前提的，
在报告文学中从事件到细节都必须真实，不能有
半点弄虚作假。但报告文学既是报告，也是文学。
刘白羽主张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从事件场面及
人物的具体性和生动性方面来丰富报告文学的文
学性。在有足够深度的采访中，必然会发现很多有
意味的生活细节，而对这些细节的把握便足以让
作者写出场面生动形象、人物栩栩如生的报告文
学。因为生活的真实细节，远远要比一切联想和
想象更具有人情味，更具有形象性和生动性。

前面提到刘白羽的《人民与战争》，文章对场
景的细致刻画和对人物语言的具体描写就使得
全文充满了生动感，同时文中的几个场景也很令

人感动。同样，刘白羽写于 1948 年的《光明照耀
着沈阳》，也细致生动地讲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
沈阳，全沈阳人民热情高涨，沈阳全面进入新气
象的场面。文章的三个小标题就拟得很好，像一
曲历史进行曲，逐层深入，依次拉开。第一部分是

“历史的暴风雨”，展现在 1948 年 11 月 2 日这个
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任
何退败前的挣扎都是无力而无用的，历史的前进
是不可阻挡的。第二部分“混乱的奔溃与清醒的
胜利”，作者通过列举国民党嫩江省主席匆忙从
吉普车上爬往逃跑的国民党飞机上而被一脚踢
滚下来的小例子，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在退败面
前，国民党官员不知廉耻、极力自保的可笑的丑
恶嘴脸。同时，这样的场景也与全沈阳街头青年
们“兴奋而昂扬”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歌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三部分“光明日月
永远属于人民”，写军管会在接收管理沈阳后，沈
阳从 11 月 3 日到 5 日出现的各项事业正常有序
步入正轨的场景，“工厂复工了，学校复课了”，

“市立二中教务主任说：‘国民党在时，我们10月
份的薪金还没领到手，粮食早没有了，正困难的
时候，解放军来了，就发给了生活费。’”“在沈阳
解放后的10天内，市民有三大高兴的事：第一是
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
粮食价格低落。”读刘白羽的报告文学，我们不仅
能跟随他回顾当时的精彩历史，更能从阅读中激
发起一种神圣雄壮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或
许这正是刘白羽报告文学历久弥新的意义所在。

《北京的春天》是刘白羽写于1949年的报告
文学，记录了北京群众热烈欢迎毛主席与毛主席
检阅人民军队的历史场景。文章中有对毛主席
的刻画：“毛主席穿着黑布棉大衣，戴着一顶黑
色便帽，精神爽朗，巍然站在第一辆淡绿色吉
普车上”，“毛主席不断地举手还礼，还亲切地
注视着从炮兵到步兵的每一个战士的脸孔，他
的眼光充满关怀和嘉奖”。作者虽笔墨不多，语
言简洁，但却能抓住人物的细节特征。刘白羽
的报告文学作品是纪实性和文学性高度结合的
典范，是时代脉搏跳动的记录器，是鼓舞人心
的强大力量。

刘白羽是作家，更是战士，“要走到部队前
面”是他的座右铭。他常年穿梭于炮火中，来往于
枪弹里，不仅全身心地奔赴战斗前线，贴近战斗，
更是战斗中的一员。没有这么多年的战争生活体
验和战斗素材积累就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战争
报告文学作品。而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一个
时代的真实写照，还是我们走进历史、了解历史
的重要史料，更凝聚着我们感悟历史、走向未来
的一种能量！

略论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创作
□梁向阳 宋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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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5 月到 8 月，短短 89 天时间，刘白羽
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并很快荣获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然而，相比同时获奖的《少
年天子》《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作品，
以及同时期的军事题材小说，如《灵旗》《第三只
眼》等，《第二个太阳》受到的关注实在不多。进
入新世纪之后，一些回顾茅盾文学奖的评论文章
在谈到《第二个太阳》时，都用了批评的语调来评
价这部作品，或指责小说“在人物性格描写、人物
性格语言设置以及作品叙述语言等方面，都呈现
出诸多失误”，（邓经武：《“红色情结”的终结——
论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西南民族学院学
报》）或把小说归为典型的旧有五老峰模式小说，
认为其存在“细节描写失真”、“语病不少”等诸多
弊病。（廖四平：《〈第二个太阳〉综论——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丛论之一》）为什么这部小说自发
表以来就反响寥寥？难道真如某些评论所言，它

“与茅盾文学奖的规格极不相符”？（邓经武：《“红
色情结”的终结——论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或许我们应该重回历史现
场，再次进入文本世界来考察。

一
《第二个太阳》是一部以 1949 年武汉解放、

新中国成立两大历史事件为主背景的革命历史
小说，设置了兵团副司令秦震奉命营救潜入国民
党内部的女儿白洁的故事主线和师政委梁曙光
寻母梁妈妈，师长陈文洪寻爱人白洁等多条副
线，描绘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建
立新中国的宏伟篇章。在谈到《第二个太阳》的创
作动机时，刘白羽言称这是自己自 1949 年创作
中篇《火光在前》之后一直心怀的夙愿。写完《火
光在前》后，“一种沉重的遗憾就压在我的心上，
我觉得我没有把第一个十月一日的深刻含义发
掘出来——我只停留在骄阳烈火、暴雨泥泞中的
苦苦的厮搏。”（刘白羽：《心灵的历程》，《刘白羽
文集》第 10 卷）作家曾打算再写两个中篇，连同

《火光在前》合并成一个长篇，但最终取消了这个
想法，而是另外写了一个长篇。个中最重要的原
因，在于刘白羽对于军事文学创作认识的转变。
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充满胜利
激情的颂歌模式转向对战争历史悲剧一面的认
识；二是将书写的重心从军事对抗、战役进程转
移到对人物命运、内心情感等方面。先来看前者。

如《刘白羽评传》的作者牛运清指出的，与刘
白羽过去的小说多以大团圆结尾不同，《第二个
太阳》中白洁的死，给整个历史叙述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悲剧一笔。而这一笔，正是刘白羽“文革”
时期痛苦思考的结果。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
羽曾回忆自己当初被关押狱中，渴望一片绿叶而
不得时的痛苦心境。正是对嫩叶这种鲜活生命
的渴望，让刘白羽对革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那
就是历史不应该停留在胜利的狂欢中，“在欢乐
的更深更深的内核里还含着沉痛和悲哀。……
在第一个十月一日之前，有几千万灵魂为这一新
的凝聚、熔铸而奉献自己；在第一个十月一日之
后，几亿之众更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劈荆斩
蟒、呕心沥血以至付出生命。”（刘白羽：《心灵的
历程》，《刘白羽文集》第10卷）于是，为了表现对
历史的深重反思，作家特地构思了白洁之死。白
洁是小说主人公，兵团副司令秦震的女儿。秦震
父母先后遭国民党暗杀后，白洁被父亲秦震寄养
在白姓友人家中，长大后赴延安求学，与陈文洪
相恋，在潜伏国民党内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
捕，并在新中国刚成立时被杀害。这是个有着坚
定信仰，将生命无私奉献给革命，将爱情无私奉
献给爱人的纯真女孩，正是因为她的年轻明朗和
赤诚高洁，她的死才让人无限扼腕，也正是因为
她的死是“在黎明门槛到来之后”，（刘白羽：《心

灵的历程》，《刘白羽文集》第 10 卷）才让这道在
十月一日狂欢中刻画出的血痕如此永恒和悲
哀。而这样的永恒和悲哀，将“唤起崇高、唤起力
量、唤起希望，鼓舞人民勇往直前”。（《创作具有
强大艺术魅力的军事文学》，第5卷）

如果说刘白羽用白洁的死突出了敌我战争
的悲壮，那么连长吴廷英的死则是凸显了革命
军队内部矛盾的悲凉。为救孩子圆圆，吴廷英
杀死图谋不轨的俘虏，却反遭与己有个人嫌隙
挟私报复的副指导员白天明的攻击，未查就里
的秦震批准了处分意见，导致吴廷英多年英勇
作战却未得到应有待遇，并在保卫桥梁时壮烈
牺牲。比起白洁的死，吴廷英的死更能引起人
们沉重的自我反思。

除却悲剧风格的体现外，集中刻画战争中的
人也是《第二个太阳》的一大转型。1979年全军
文化工作会议在批判《纪要》的基础上，正面提出
了写人不要写过程的创作要求。这显然给了刘
白羽创作指引的新方向。在《第二个太阳》中，一
些论者都已发现，小说一反《无敌三勇士》《政治
委员》《火光在前》等小说中重军事、重战争的写
作手法，将人物命运沉浮、悲欢离合等情感书写
推至前台。小说主人公秦震的人物塑造受到了
诸多好评，被称为“是一个圆形的，立体的成功形
象”，（范咏戈：《历史与人：经炼狱到天堂之
门——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带有许多新
时期新政策的历史特点”，（蔡葵：《用当代意识反
观革命历史——读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同
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陈文洪、梁曙光、牟春
光、严素等，也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二
既然《第二个太阳》在悲剧性和人性两方面

都有了新的突破，那为什么还会遭受不断的批判
和诟病？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新时期两种军事文
学观矛盾、冲突的结果。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
着“文学场”的向内转，军事小说出现了新的创作
观念，这就是以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
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等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小
说。这些小说或从彻底还原人的生命本能出发，
或将对历史的观照提升到哲学的新高度，既丰盈
了小说的艺术表达内涵，又开掘了其社会思考深
度，使军事文学题材得到了超越性的发展。然

而，新艺术空间、思考空间的拓展并不是对既往
创作品格、思想的全盘否定，而应该作为一种新
的创作探索，与之前的创作样式并存，呈现军事
文学的多样发展。但可惜的是，恰恰在不少评论
者眼里，这两种创作观不是齐头发展，而是二元
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用新出现的创作观念去
批判，继而取代“十七年”期间的创作观，于是，就
有了对《第二个太阳》这类在延续“十七年”创作
观基础上跟随新时代转型的作品的否定。

纵观相关的小说批评，大致包括如下方面：
一、认为小说“对战争本身的血腥、残酷、破坏和
痛苦等等，也很少正面描写。这就使其生活内容
显得过于透明和美好”（蔡葵）；二、“整个作品浪
漫的气氛、抒情的笔调”与“清醒的反思难以并
存，小说因而产生了裂痕”；（卢敦基：《浅议第三
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不足》）三、“人物的阶
级感情和革命的激情与人物的儿女柔情没有真
正糅合在人物身上，对女儿对爱人对母亲的情感
就成了点缀和附加，游离于人物情感世界之外，
显得极不和谐统一”。（毛克强：《文化的解读与文
化的冲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
析》）除却第一个方面外，第二、三两个方面恰好
是刘白羽致力的创作突破，即如何在革命英雄主
义的主调中反思战争，在阶级情感外充盈人性，
从而达到生活、思想和艺术的深化。

从“十七年”到“文革”，革命英雄主义经历了
一个纯化到极致的过程，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被
极端化成了不切实际的凌空高蹈，狂热的“忠字
舞”将反思的可能性压抑至无。但这并不意味着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浪漫诗性本身不能容忍清
醒的反思。在《第二个太阳》里，刘白羽正是试图
进行这样的努力，在用解放军的全面胜利激动着
读者心灵、唤起人们为家国未来奋斗豪情的同
时，作家又用白洁、吴廷英等革命战士的生命付
出，来重新思考战争、历史和人的复杂关系，由悲
剧升华出的壮美崇高，与战斗凯歌敲击出的理想
激情，交合成一曲震撼人心的宏伟篇章。同样的
交合，还出现在对人物情感的书写上。与英雄主
义的浪漫诗情和清醒的反思可以熔铸一炉一样，
人物情感也并非只有政治性或人性一极，而是可
以两者并存。在小说中，几乎处处可见人物情感
在家国之情与儿女私情之间的徘徊、碰撞和冲
突。这在主人公秦震身上是最为明显的。理智
让他作为一个领导、指挥者，必须压抑个人感情，
全身心投入统筹全局的规划中，但情感又让他作
为一个普通人，忍受着与爱人分离，女儿下落不
明带来的各种痛苦。师政委梁曙光对解放武汉
充满迫切之情，不仅在于他是人民解放军的一
员，更在于他身为武汉人，武汉还有他的老母
亲。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不光只有儿女私
情，更应该有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大情感，
只有这两种情感都具备，人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
人。我们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刘白羽正是用
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来书写历史，书写历史中的
人，对于这样的努力，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肯定，
而不是简单的批评。

三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批评，即认为小说展示的

内容不够真实，“过于透明和美好”，笔者认为，涉
及到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就是真实的标准性问
题。1960年代开始，围绕历史剧创作，学界展开了
一场关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讨论，这场讨论
继而扩大到对整个历史文学体裁创作的真实性
问题。进入新时期后，相关的讨论仍有发生，虽然
真实标准仍有争议，但大家都认定的一条真实底
线，便是基本的史实是不可违背的。事实上，《第
二个太阳》不仅没有违背基本史实，并且，作为一
部浸透了个人生活经验和情感的著作，这部作品

无论从艺术真实还是历史真实方面，都是有一定
价值的。将小说与作家的自传性散文《心灵的历
程》进行对比，便可以发现小说有相当多的素材
是取自作家的亲身经历，尤其是发生在主人公秦
震身上的，大到秦震到北京开会，见到周恩来，参
加新中国成立大典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等大事件，小到秦震骑马渡河、坐吉普车遇小兔
夜奔、寻找车上脱落的螺丝钉等小细节，都是曾
经发生在作家身上的真实故事，而小说中的一些
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多有对应的，如秦震的妻
子丁真吾，有着现实生活中刘白羽妻子汪琦的影
子，而姚锡铭看《鲁迅全集》的那一段，显然就是
现实生活中刘白羽见到陶铸时的情形。

作为一部从个人视角展开的以整个中国共
产党革命历史为书写对象的著作，《第二个太阳》
不仅寄托了刘白羽希冀充分表达“创建新中国的
深沉内涵”的愿望，还熔铸了一名经历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等所
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的亲历者，对
党和革命以及马列主义指导思想毫无保留的赤
诚情感。早在延安时期，刘白羽就通过彻底的自
我改造建立起了这种情感，并把它内化到作家主
体深处，成为作家的创作个性。他曾这样说过：

“我觉得当马列主义还是外在的东西，还是你脑
子中一种概念的时候，那会影响创作情绪；但当
马列主义形成了你的哲学，形成了你的血肉和灵
魂，形成了你的思想的时候，那是不会影响创作

情绪的。”（刘白羽：《谈军事文学创作》）几十年的
革命斗争实践已经形成了刘白羽以“歌颂激流勇
进之美”为奋斗目标的美学追求。对于一位坚持
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作
家来说，创作“向上的文学，鼓舞人们前进的文
学，给予人们以理想的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他
毕生为之奉献的文学使命，浪漫诗性也就成为他
创作的独特个性气质。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样的
创作个性气质在 1990 年代之后不再流行，但至
少我们必须承认，它作为曾经影响了数代人的美
学范式，不仅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
在我们的美学愈来愈走向日常、平庸的时代，再
反观这样充满诗性、充满理想，富于浪漫色彩的
美学风格，其依旧震撼人心的力量将会带给我们
更多的启迪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像《第二个太阳》这样被遗忘
在历史角落的优秀作品并不是个案。例如姚雪垠
的《李自成》，便是一个更明显的遗忘。（当然，近
年来亦有一些批评家开始对《李自成》进行重新
评价，这证明优秀的作品其价值终究不会被埋
没。）它们的被遗忘或者被批评，根于它们对五六
十年代文学美学风格、思想品格的承继。文学创
作的风格不应总是被设置为二元，不断走向狭窄
的对立，而是应该以宽广的态度，修正旧的，接纳
新的，只有这样，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价值建设，
才能在积累更多财富的基础上，走向更为辉煌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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