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日》 是吴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有代表性
的作品。吴强创作 《红日》，与他的战争经历有着很大的关
系。1947年，吴强参与了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当时任华
野六纵宣教部长的吴强亲眼目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张灵甫的
遗体被抬下山的情景，从那刻起，他心中就萌发了一个念
头：要把涟水战役、莱芜大捷到张灵甫毙命孟良崮这些“和
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成一部小说。这个创作的
冲动难以遏制地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但是部队每天都要行
军作战，没有条件让吴强安静下来写作，然而他始终无法放
下这个念头，心中好像有种无形的驱动力在推着他，一有闲
暇就会不断地思考酝酿，构思小说中的情节、人物。1952年
吴强转业到地方后，虽然行政工作繁忙，但他没有放弃对文
学创作的渴望，1956年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吴强终于
开始了长篇小说 《红日》 的创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
1957年4月完成整部小说的创作。小说部分章节先后在《延
河》《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等刊物发表，7月由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作品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
被誉为“十七年”红色文学经典之一，从初版到“文革”
前夕的 8 年中再版印刷 44 次，截至作者 1990 年去世前共出
版发行187万册。

《红日》 是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宏篇巨作，以涟
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为情节主线，以宏大的结构和澎湃的

气势描写展示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1946 年秋，蒋介石调派嫡系王牌部队整编 74 师向华东
解放区展开猛烈进攻，我军沈振新率部在涟水奋勇抵抗，苦
战不敌，撤退至山东。涟水战役的失利，令我军广大指战员
处于沉闷压抑的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战斗情绪
重新振奋起来。这时，蒋介石也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大军
出动进攻山东解放区，决战在即。在南北两面受敌的情形
下，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决定利用时间差，集中优势兵力分批
消灭分散的敌军。战役首先确定了对以莱芜为中心的国民党
军队的包围。沈振新奉命率部参战，战士们经过急行军，准
时到达莱芜城北吐丝口附近地区，与友邻部队一起完成了对
敌 5万余人的包围。莱芜战役在不到 3天时间内就取得了胜
利。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命令整编 74 师长驱直入山东境
内，在孟良崮一带与我军决战。整编74师是蒋介石手下的全
美械装备精锐部队，师长张灵甫号称“常胜将军”，华东野
战军决定“围点打援”，消灭单兵冒进的整编74师。沈振新
部接到命令，从鲁南星夜兼程赶往沂蒙山区参加会战。他们
配合友军拔除了外围的据点，将整编74师团团包围在了孟良
崮。军长沈振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老虎团”在刘胜、陈
坚带领下作为突击队首先攻上了山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
战，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我
军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战争小说，尤其是具有史诗性
质的宏大叙事的战争小说创作始终不尽如人意。虽然从辛亥
革命至1949年，中国始终处在一种战乱不休的环境中，期间
更有民族自强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国共战争，但没能出
现 《战争与和平》 这样的宏篇巨著。整个“十七年”时期，
虽然出现了大量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戏曲，但基本都局
限于规模很小的题材范围，让人们根本无法感受到那种大战
的铁血之气。这期间只有吴强的《红日》和杜鹏程的《保卫
延安》在题材上有一定的突破，尝试从全景式的角度对战争
进行整体式的描写，虽然限于时代局限，这种全景式的尝试
不能算很成功，但其立足点已经远远高于大部分同时代的类
似题材作品了，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日》 的升起是
当代中国战争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中的代表作品，对《红
日》的评价也随着不同时期对红色经典作品认识的不同而起
起落落。“文革”前，《红日》等作品曾风靡全国，几乎家喻
户晓；“文革”期间又被打成了“毒草”；“文革”结束后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被恢复名誉，重新绽放；而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重写文学史”的大潮中，它们的文学

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又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甚至被全盘否
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大众文化及“新意识形态”
的多重包装下，它们又被重新改编为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新

“红色经典”作品而走向了文化消费市场。
新时期以来，对红色经典的认识，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大

众群体，往往负面态度居多，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政治话语过
于浓厚，文学艺术价值不足，主题先行，人物脸谱化严重，
有违“历史的真实”。毋庸讳言，这些问题在 《红日》 中也
是存在的。但简单的否定是不对的，只要深入到具体作家与
具体作品中就会发现，虽然《红日》有其时代的局限，但仍
有其不可抹杀的价值。首先，虽然吴强是一个坚定的革命作
家，但他毕竟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深受

“五四”文学传统影响，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学情结，并不
满足于简单化的宣传。仔细阅读《红日》就可发现，虽然作
者对革命理想、信念给出了不遗余力的颂扬，但他也明显地
表现出了将《红日》作为一本较为纯正的艺术作品来认真创
作的努力。小说并没有过分渲染在当时那个时代如同教科书
一般的政治结论，比如所有的胜利都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等等，而是将主要笔触投向了战役本身，他关注更多的还
是战役中的人物及其在战争中的特殊表现，因为战争是复杂
的，小说的描写也同样应当是复杂的。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点其实是不容易的，小说写作完成准备出版的时
候，就因为有这样的努力而出现了一些麻烦。据作者说，

《红日》 写成之后，他首先将小说打印稿送给自己的老上
级、当时的纵队司令王必成将军审阅。王必成看后深表赞
成，但表示还需要江渭清政委拍板敲定。江渭清政委一看书
稿，认为虽然写得很好，但也有些隐忧。他对吴强说：“中
国革命战争，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我们
这个部队的光荣战绩，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老总和粟裕指
挥得力嘛，成绩怎么能记到六纵队身上？当然人物是虚构
的，但番号是真实的。读者一看六纵的司令和政委，就自然
误会我和必成同志了。我认为我不能贪功，我们共产党人的
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
工农兵，你吴强一点也没有错。但话又得说回来，六纵是真
实的，那么司令和政委也是帽子底下有人啊！反正我解决不
了这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只知
道，我们的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吴强的《红日》还算是一本比较纯正的战争
小说，当然，这也为吴强以及《红日》在“文革”期间的遭
遇埋下了祸根。其次，《红日》 在人物创造上也颇有成就，
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中国军人形

象谱系。比如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就颇有突破性意义。
刘胜、石根东等基层指战员的形象也很有个性，他们既有英
雄人物的壮举，又不时流露出小农阶级的思想狭隘。就算是
对反面人物，虽然也存在脸谱化写作的问题，但也试图给他
们一个符合情节发展要求的性格特征，如张灵甫的骄横，李
仙洲的狡诈。另外，《红日》 在当代战争文学的艺术上也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吴强自小对中国传统小说，尤其是《三国
演义》《水浒传》等战争题材的小说非常钟情，《红日》采用
了先抑后扬、环环相扣，很有传奇色彩的叙事结构，按照线
性时空结构的顺序，完整地构建了一个战役文本，为当代长
篇战争小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此，从文学本身来
看，称 《红日》 是当代中国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并不为
过，尤其是在此之前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红日》
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当然，《红日》 作为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小说，必然涉
及到一些具体的历史，如何看待这些历史问题，不仅学术层
面有争议，就算是大众群体，也有很大的异议，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历史语境看待历史，都会有迥异
的认识，需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与认识。比如对张灵甫形
象的认识，在上世纪90年代后，就随着复杂的文化、社会因
素共同交织而出现变化。有人提出张灵甫是抗日英雄，张灵
甫其实是死于国民党派系斗争，张灵甫最后是自杀，张灵甫
英俊潇洒等等，由此认为小说 《红日》 丑化了张灵甫形象，
不符合历史真实。2008年播放的电视剧版《红日》就以这样
的观点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
议，许多老干部纷纷表示出了对电视剧版 《红日》 的不满。
吴强的战友、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的军旅诗人乐时鸣
认为：“这个电视剧出动了不少名角，用了很大力气。这些
演员虽然演技很好，可是他们演出来的后果，就使人搞不清
楚，究竟解放军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国民党究竟是怎么回
事。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很难受啊！我们打淮海战役多艰苦
啊，我们以少胜多，中外历史上都没有啊！”可以说，这是
1990年中期以来对红色经典的大众文化改造的一个非常明显
的例子，也是对传统高大上经典英雄形象的一种反叛，让好
人不好，坏人不坏，似乎才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如何认识
这种现象？其实，历史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有先才有后，我
们不能将一段历史割裂出来看，确实，《红日》 用大量的笔
触刻画了“战神”般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指战员，而将张灵甫
描绘为一个骄横狂妄之徒，但这也是作者在自己立场上的书
写，作者亲历过战争，即使对张灵甫再有好感的人也必须承
认一点，不论张灵甫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多么英勇善战，
而 《红日》 中对解放军指战员的刻画多么“不真实”，但从
连贯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在国共战争中确实
输给了力量比自己弱很多的共产党军队，《红日》 虽然存有
瑕疵，但却能正确地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会失败的部分
历史真相，而电视剧版 《红日》 就不能给我们这样的认知，
甚至会造成一种国民党军队失败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
也”的历史错觉。从历史的完整性去看问题我们就会明白，

《红日》 在历史大方向上没有错，因为这是胜利者所书写
的，从《红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胜利的印痕。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物，《红日》 有着一定的时代
局限，但是《红日》的升起毕竟是吴强创作人生中的一件大
事，它为当代中国战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应
当对它给予充分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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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与《红日》的升起
□房 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文艺政策的统
领与文学土壤的滋养之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
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用以缅怀和纪念刚刚
过去的战争历史岁月。这些作品包括人们耳熟能
详的《红岩》《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
之歌》等等，时至今日它们已被统称为“红色经
典”，共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到新中
国成立这段漫长艰辛的革命历史时期。作家吴强
初版于1957年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红日》正是
其中一个普通却又独特的存在。吴强像大多数

“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一样，曾热血从戎、久经沙
场，是革命历史战争的亲历者；同时，作为这段革
命历史的记录者，他又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
眼光和审美趣味，其作品本身也经历了被肯定、
被质疑又被经典化的曲折过程。

“历史”的建构

《红日》选取了解放战争初期在山东战场的
涟水、莱芜以及孟良崮三次连贯的战役作为小说
表现的主体和情节发展的主线，以对正面战场作
战的讲述为主，兼及对后方生活的描写，在将近
40 万字的篇幅内，以细腻质朴的笔触展现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整编王牌
军74师的精彩历史篇章。

这段历史发生在 1946 年底至 1947 年春，而
《红日》这部作品作者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酝酿
直至 1957 年出版，距离这段历史不过 10 年的时
间。历史的迫近使作者既怀有曾存在于历史之中
的鲜活感，又充满讲述、还原历史真实的兴奋性。
历史在这里缺乏由于时间的沉淀而生成的审美
观照与想象的可能，却有通过小说讲述在某种意
义上接近历史原貌、回归历史起点的真实感。因
而作家吴强选择了尊重历史的写法，其中对历史
资料的巧妙运用，使《红日》呈现出接近于历史卷
宗般的纪实小说色彩。这包括对战争的纪实与对
人物的纪实。从涟水失利、莱芜大捷到孟良崮全
歼国民党 74 师，这段解放战争初期的历史在小
说中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方式被再现出来，
大规模正面战场的两军激战成为小说叙写的主
要内容，占到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且上到师
部下到连营班，把战争的各个级别与团队没有遗
漏地容纳进来，呈现出史诗性的历史叙事方式。
解放军领导、指挥员陈毅司令与粟裕副司令，国
民党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也都在作品
中以真实姓名出现，并有大量篇幅对他们的生动
刻画。历史场景的铺排与历史人物的再现，无一
不体现着作者企图还原历史真实的叙事欲望。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家也表示：“我不是
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
史。”“写了战史”是还原历史真实场景与人物的
纪实描写；“不是写战史”，则是作家虚构历史的
那一部分。显然，作家的写作是穿行在历史真实
与艺术虚构之中的自由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如
果说对历史的还原来自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那
么对历史的文学虚构与文学想象又来自何方？讲
述历史离不开历史讲述的时空，但更重要的是讲
述历史的时空。吴强的《红日》，作为1957年的革
命战争小说，映射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历
史艺术观念。“十七年”的革命战争小说，讲述的

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记录的是中国共产党
的战争岁月，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并成立新中国
之后，更体现出这段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与正确
性。在全民狂欢庆祝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
缅怀革命先烈感叹峥嵘岁月的“十七年”，宏大叙
事与集体叙事成为文学创作基本的话语表达方
式，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则是对这一时期革
命历史小说风格的最好诠释。吴强在这部作品的
1959年修订版前言中说：“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
胜利的革命战争”，修订版是“为了纪念伟大的建
国十年”，这样的说法，使这部作品更带有了强烈
的政治魅影与官方色彩。因而在虚构的历史人物
与情感关系中，小说呈现出配合当时主流文艺观
念与文艺政策的理想化色彩与模式化表达。

对于这场战争的描写，作者运用了典型的战
争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我军与敌军做了
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基本划分，解放军
的英勇无畏、坚强果敢与国民党官兵的丑陋样
貌、恶劣性情形成鲜明对照。在情节的设置上，从
战争失利写到绝地反击再到大获全胜，也是大团
圆的封闭式小说结局。尽管最后团长刘胜不幸牺
牲，但这惟一一抹悲伤的色调也湮没在全军欢呼
雀跃的胜利呼喊中：“军首长们，许多指挥员们，
红旗排，红旗一班的英雄战士们，屹立在巍然独
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
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
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小说
最后的这个画面，正是对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
最好诠释。诚然，在刻画英雄群像的同时，作家也
有意做了人物性格的区分：粗线条的人物刘胜、
醉酒纵马的农民做派的石东根，果敢但却忧虑忡
忡的沈振新、内心世界细腻丰富的梁波等等。然
而，这些人物都还是统摄在正面光明的我军战士
的体系之中，显现出多样化描写的模糊性与虚假
性。惟有对敌军将领张灵甫的描写，脱开了描写
解放军战士正面形象的束缚，将其心思缜密、精
明强干却又狭隘自负的丰富内心刻画得入木三
分，成为“十七年”小说中对历史真实人物文学想
象的成功案例。

对于后方生活的描写体现出作者想要展现
全景历史画卷的写作愿望。人际关系的温暖、质
朴与融洽是小说在这方面的主旨，这与前方的激
烈战势相比，更凸显了渴望和平的心声，也符合

“十七年”文学观念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向
往。其中对爱情的描写作家着墨最多，比如沈振
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阿菊。缺少了任何
争吵与猜忌的战争中的纯美爱情纵然有些平淡

和乏味，但作家还是竭尽所能开掘人物的心路情
感，黎青面对孕育新生命的激动，华静面对未知
爱情的犹豫，还有阿菊追随爱情路上的坎坷，在
女性人物的身上，作家暂时抛开了冷酷无情的战
争和棱角分明的男性形象，部分地展现出人物纵
向的富有深度的内心世界。

“历史”的批评

“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文学
创作的顶峰，代表了“十七年”的文学成就，蕴含
了“十七年”文学叙述的可能与极限。这些曾辉煌
一时的作品，经历了打倒一切，一切文艺作品皆
是“毒草”的“文革”，经历了 1980 年代的思想解
放与文艺复苏之后，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与
排斥，不复当年的辉煌。作品的集体“遇冷”现象
体现了时代价值观念以及文艺观的变化，遇冷的
根源在于“十七年”文学艺术观的被质疑、被批
评。“十七年”文学艺术观的核心是文艺、历史与
政治的三位一体，表现为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宏大
式虚构与对人物的集体化塑造。在经历历史的变
故之后，这些观念都被扔到了历史的故纸篓里：
被遗弃与遗忘的角落。

革命历史的图景在《红日》中表现为大历史
的心胸与视野，尊重历史、记录历史、贴近历史、
与历史同步、与历史同构。“历史”与“小说”是一
而二，二而一的亲密关系。历史通过小说来还原
自己的本真面目，无论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掷地有
声的真实再现，小说通过描摹历史来支撑自己历
史的天空，作者相信历史从未因小说的虚构性而
被遮蔽或扭曲，相反历史除却陈列在档案馆中的
发黄卷宗，只有在小说中才能鲜活地复原。因而，
小说写作在这里承担着载重历史的强烈使命感
与责任感，不论是官方文艺政策的宣讲还是个人
内心的历史倾诉欲望，在某种程度上面对历史都
是趋同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事。表现在作品中，
这种大历史就具有双重的意蕴：一是宏大的战争
战役与阔大的作战场面，二是抛却了一切个人恩
怨情仇，惟有保家卫国的大愿望与大期盼。外在
的大场景与内在的大心思共同造就了以《红日》
为典型代表的“十七年”文学的大历史。然而，大
历史的平整性与条理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遭到质
疑并被慢慢切割与拆解，最终被碎片化、个人化、
多元化的小历史所取代。小历史是历史视野缩小
之后的必然结果，文学的历史视野由大的战役微
缩到小的个体与人生，哪怕在军事题材的作品
中，也再难见如《红日》般激情昂扬的战斗场面，

因为“历史”在纷繁的时代风云变幻中早已离我
们远去，它变得更像是一个符号和象征。上世纪
80年代末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小历史观之下
历史作品的集体发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
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尤凤
伟的《石门夜话》等等一系列新历史主义小说的
发行与畅销，正式宣布了“小历史”文学的成功，
以及“大历史”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

《红日》中无论官兵与妇孺，都内心澄澈、
质地清明。众多人物形象，并未沾染后来的所
谓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程式化
的描写套路，作者对他们进行了“集体洗礼”，
大部分的个人特质都被一一滤去，偶有跳出规
范的小情小性，比如战士流露出农民习性的不
良作风，比如年轻女孩子将所缴袖珍枪据为己
有的那点小心思，都是无伤大雅的小渣滓。在
作者眼中，人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历
史是堂皇之大历史，那么人物只有抛却自我、
内心如雪、光明磊落才能映衬着填充着所谓的
大历史。人物的内心是走出去的，在时代与历
史所给予的界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认真地
战斗下去、生活下去。这些界定的关键词正是
时代价值观的核心词汇，比如英勇、善良、
忠诚、勤劳等等。这些词汇在战争的色彩退
去之后也失去了它们的颜色，减轻了它们的
重量。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开始退守到自己的
小世界中，这个世界脱不开大的战争与历史
背景，但往往并不关乎战争，不关乎历史，
是流动的战事与多变的历史中恒定的个人内心
世界，它可以是澄明的色彩，也可以是灰色或
是黑色。战争的历史与个人的历史不再同步，
它们错位甚至互相抵牾、彼此扭曲。战争能将
人变得充满勇气和力量，但也有可能让人变得
猥琐而不堪。

大历史之下，个人构成集体，每个人只是
历史的配角，历史永恒博大，渺小的个人被淹
没在滚滚历史红尘中；小历史中，历史是布
景，个人的命运沉浮凸现出来，人性的善恶美
丑得以彰显，启蒙主义的话语伴着历史的回声
渐次走来。《红日》 这样的大历史作品，作为

“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的经典，被迫保持沉默

并被束之高阁。

“历史”的再经典化

21世纪初，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主，多家
出版媒体以“红色经典”为名，将“十七年”
的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重新包装推向市
场，在新世纪，古老的革命历史小说以全新的
姿态重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此同时，这些小
说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掀起了一股浓浓的怀
旧热潮。在文学批评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也一度成为显学，其所蕴含的历史学史料学等
价值被重新挖掘，并被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当
然，也有人对此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红色经
典”是“伪经典”，认为其叙事无技巧、人物平
面化以及语言粗糙等等问题使它们远远不及当
代的作品成熟和优秀，完全无法担起“经典”
二字。但无论怎样，热销、热评、热议让 《红
日》 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再次成为当代文
艺研究领域的“焦点”。

“红色经典”的出现与盛行得益于各方面因
素的影响与推动：时代主流文化观的肯定、消
费市场的利益驱动、道德真空与心灵苍白的补
给需要等等。在多元化与个性化的现代社会，

“红色经典”以“怀旧”的名义，打着“经典”
的旗号，找寻业已失去的以崇高、正义、勇
敢、真诚等命名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以资集结
共通的精神资源，探求长远的精神走向与人生
目标，并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更新并界定时代的
核心价值观。“红色经典”的现实效应不容小
觑。在这里，“红色经典”祛除政治口号与政治
话语的遮蔽，撇掉粗糙平庸的艺术技巧的外
衣，显露出理想化的纯真素朴的精神追求。将
其作为小说人物日常生活的标准是与时代的自
由精神相悖，但作为精神“经典”膜拜并心向
往之，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红
日》 作为特定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它最
大的价值还在于“红色经典”之“红色”二
字，其两重含义之一，正如上文所提之理想化
的人生价值观；之二，是作品所反映出的作家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悉心探索和作家想要建构现
代民族国家之历史的史诗性追求。透过 《红
日》 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写作时
的克制，感受到他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里有
敬畏有迷惘亦有热血沸腾，更有历史和时代政
治的强烈回声。历史的天空被染成“红色”，作
者是以“红色”的心情织就了“红色”的革命
经典，这是它永远带有的秘密符码。虽然其一
度被质疑被批评，但其再次被经典化的时代需
求，映射着它可以继续经典下去的时代命运。

《红日》 在半个世纪之前记录并描画出的“十
七年”文艺观之下的革命历史，半个世纪之
后，它所记录的历史连同它自身都将成为历史
事件。

历史视角下的《红日》
□刘婧婧

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吴强家之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