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巍是位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在诗歌、报告文

学、小说、散文、杂文和电影剧本等几乎所有的文学领域都有

不俗的成绩。这之中，《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是最耀眼的，浓

缩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表情。“最可爱的人”从纸上世界回到社

会生活，被人们在各种话语空间频繁使用，成为社会公众话语

的河流中一朵激昂透亮的浪花。作家肖复兴称“可爱的人”是

魏巍的一个贡献。评论家陈子善更是将此作品提升至一个很

高的文学地位：“《谁是最可爱的人》堪比历史文献，写出了真

正的红色经典。”

《谁是最可爱的人》堪称经典

擅长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语言朴实

优美，这是对魏巍创作的公认评价。但这样的评价是从创作力

的层面进入的，很难让我们对魏巍有精到而深刻的认识。真

诚，应该是魏巍创作最为显著和明亮的特点。真诚，是一种态

度，也是一种能力。作家只有深度地参与生活，才能为生活所

触动、感动。在产生强烈的书写冲动后，能够艺术性叙述，才可

能把态度上的真诚转化为写作上的真诚，最终让我们读到作

品中的真诚和真诚的文学。在这方面，魏巍无疑是典范。正如

他所说，“亲身经历、感性知识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也要善于

运用群众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尤其是在

散文和报告文学中，他追求最大限度地呈现历史原生态，以大

量的资料和亲历者的记忆将支离破碎的历史复合，做到了理

性地尊重历史的真实，感性地进入和阅读历史情境，尔后激情

飞扬地再整合再叙述。他以个性化的创作，竭力还原历史片段

的全貌，捡拾生活的细节。在历史事实的从容叙述中迸发一种

逻辑力量，张扬一股浩然正气，鲜明地吟唱历史赐予我们的精

神力量。”

《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3个事例，朴素而真实，由不得我

们不感动。，现在读来，魏巍在文末的这段话更具现实意义：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

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

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

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

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

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

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

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

奋不顾身的原因。”

当我们持有所谓的某种立场，抑或进行所谓的零度阅读

时，那么再好的作品也难以与我们的灵魂同频共振。这不是作

品的力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灵有了沙漠化的倾向，我们

对善产生了不该有的淡漠和不信任。

战场作为一个极端化的生活场，人面临最大困境，经受最

大的挑战。自然也会集聚人类所有的情感与人性，或英勇或恐

惧，或抗争或避让等等。英雄也是如此，他们有着人类最高的

精神行为的同时，也一定是有缺点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英

雄。英雄的叙事，也不一定就要个体的英雄进行所谓的全方位

叙述，在书写英雄行为的同时又偏执地将其拉到普通的人群

里。同理，战争叙事也无需都无死角地呈现战争的全貌或战场

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灵魂的每一个细微颤动。

近年来，我们在对红色经典尤其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英雄叙事进行重新评价，并在文学史的层面进行重新的定

位。提出了“神性英雄”、“人的缺失”、“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等

等观点和话题。但这样的行为，不能离开生活的情境、历史的

语境和作家的真情实感，或者说，不能将文学与生活割裂，只

谈文学的文学。文学史不应该是物理性的学术，应当是有生命

体温的学术。这其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作家的创作态度是

否真诚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亲历，就无法理解他们的

行为，感知他们的内心。所以，当我们指责英雄叙事过于高、

大、全，指责英雄叙事违背人之常情时，或许我们要做的不是

学理上的推理和想象，而应努力回到生活的现场，体会非常态

下人性力量的迸发和情感的喷涌。

就像魏巍等众多的作家，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在战场上

经历着炮火硝烟，看着身边的战友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在生

死考验中自然地挥洒人性、情感和精神。这种现场的体验，是

无法抗拒的，也会成为创作的持久的动力。魏巍在谈起当年创

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时说，他是在1950年调入解放军总政治

部工作的，半年后便接到去了解美军战俘政治思想情况的任

务，告别妻儿，踏上朝鲜土地。在志愿军里，魏巍耳闻目睹了许

多撼人心魄的事情，决心留下来。此次在部队采访历时3个月，

在朝鲜前线的日子里，魏巍被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所吸引，

被英雄们可歌可泣的行为所感动。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的、神圣

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认为自己应当立即把志愿军在朝鲜抗

击侵略者的情况告诉给祖国各族人民。访朝归来已是1951年

2月，他调到《解放军文艺》担任副主编，便抓紧一切时间赶写

朝鲜见闻和感受。《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在20多个最为生

动的故事中，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3个最能表现本质的典

型事例写成的。它们既有独立性又互有内在的联系，互为表

里、相辅相成地表现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魏巍说：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

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

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战士的英魂、英雄事迹是这样伟

大，这样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

结合文本和创作谈，以及大量的有关战争、战场的历史资

料，我们可以看到，魏巍没有做渲染和故弄玄虚的操作，没有

对生活指手画脚和自以为是的涂抹，只是将生活进行断面的

截取和细节的分拣。他在深度参与生活的同时，努力地对生活

进行审美性的感知和解读。应当说他将生活者与创作者智性

而艺术地融合，以普通人的方式坚守于生活，以作家的个性关

注和解析生活。那么他在熟悉掌握大量新鲜生动生活的同时，

又在进行心灵的内化和审美的读解。他是在如实地讲述，最大

限度地还原生活的种种。他的讲述和还原让他由写作者转变

为引领者，带着我们走进他想让我们走进的生活。如此的还原

是艺术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真实和亲切。

对此，评论家陈子善有很中肯的评价：

《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很大，按照现在的说法，作品真实

反映了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战斗生活，在当代文学史上，其作

用相当于历史文献。这部报告文学在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作为

左翼报告文学进行研究的，属于红色经典。而且，我认为的红

色经典，只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才能算是，它当时

产生过正面的影响。现在回过头看，当然也存在时代的局限，

因为写抗美援朝时有一定的表现手法，我们今天来看，它只反

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全部真实，总会

有局限，它当时能产生那么大影响，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恰当

的历史地位。

……《谁是最可爱的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很感

人，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就是在今天看还是很感人，这个题目

就非常有感情。当时写抗美援朝出了相当多一批作品，例如巴

金的《团圆》，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最

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它读起来很亲切，教条的东西比较少。

作品中的某些词语和表述的确有着那个时代特殊的印

记。但如今我们阅读《谁是最可爱的人》，依然是那样的激情澎

湃，那样的激荡我们的心魂，那些闪光的坚硬的精神力量依然

在滋养我们。

对《东方》的重新考量

或许是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内外的影响过于强

盛，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东方》的光芒，尽管这部作品曾斩获

“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

民文学奖”等诸多大奖。的确，《东方》与当下的众多战争文学

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有巨大的陌生感。我们操纵着各种式样

的理论话语对其进行肢解和再阐释，以基于资料式的想象表

现自身的好恶，极端地用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或所谓的战争再

发现等视角去再评价。我们常常以非文学的方式去面对文学，

但偏偏又无法立于生活的大地。如此一来，这样的评价只能在

文学和生活之外的某个空间晃荡。无论是研究性的阅读和欣

赏性的阅读，还是要回到文本本身，回到“人”的生存状态。那

种以理论套现作品，擎着某种固化的观念进入作品，带着无体

验式的想象阅读时，都将难以进行有效的研究与阅读。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阅读《东方》（当然，不仅仅是《东方》），其

实是考量我们的文学思想、阅读态度以及体味文本的能力。

在战争文学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的战争文学，《东方》的

价值是独特而长久的。辽阔的视野、史诗性的叙事、对人物的

传神刻画、张扬人处于困境中的正能量精神以及生活本真的

现场感，在文学史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向度上都具有很高的品

质。魏巍将后方生活与前方战场的叙事进行了无缝融合，形成

一个完整生命体式的叙事，让日常生活与极致化状态产生双

向性的有意味的流动和观照。对于战场的书写，他不只是在写

战斗，而是将战场真正还原为人生存的一个场域。是的，军人

已经不只是战士，还是战场上的生活者，战斗只是他们生活的

一部分，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有着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是在战场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活

现场。在他的笔下，军人的性情是那样的真实而可爱。他在塑

造人物的性格，但并没有前置某种观念，而是让人物在不同的

情境表现出不同的性情。这让我看到了战场上军人的真实，看

到了军人作为战士和作为人的复合体。魏巍在《东方》中为我

们构建了一个异常丰富的人物形象谱系，这一群人，如果粗略

统计，其数量之全、类型之丰，可能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所

有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郭祥、邓军、周仆、杨雪、杨大妈、洪

川……有我军师团一级的将领，连排一级的指挥员，普通的共

产党员和战士；有“革命的母亲”，有普通的革命农民；有朝鲜

的将领、战士及人民军的母亲及天真活泼的孩童；有无产阶级

的蜕变分子，地主阶级的典型，也有在西方“人文民主”精神熏

陶下的士兵，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连着一个丰富复杂的

世界和成长历程，都有其必然的政治背景和个性化的人格，都

有一连串具体、生动、形象的故事。这些人物，或许有些让我们

觉得不可信，或许感觉有面具之嫌，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在那

个年代，这些人物的确鲜活过。

细细读来，《东方》的语言也相当有特色，真正应合了战场

上军人的气质和特性。刘大顺被敌军包围，眼看要被活捉，心

想，“我是共产党的兵，决不能当俘虏。今天就是死了，也要找

几个垫背的！”这样的心理活动，既有英雄的气概，又有人的平

常，当然也有政治性的浸染。类似这样的人物语言，在《东方》

中比比皆是。总体而言，这样的语言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来自

于家乡的原生态语言、战场上军事化的话语和带有时代政治

色彩的言辞。这三部分语言，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在不同性格

的人身上，以及语言指向对象上，随机而变，表现出极强的语

言功能性。因为时代的变化，我们对《东方》中的一些语言出现

间离性的不解，甚至认为是魏巍脱离生活的再造。这真是一种

误读。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对象面前，语言总

是有着特定的表情，有着特定的表述形式和内容。时代性，不

应该成为贬义词，浓重的时代印记和政治色彩，正是通向人物

内心的最好钥匙，而不是成为我们或嘲笑或误解的理由。

《东方》最具价值之处在于魏巍对于生活的真诚以及将真

诚落到叙事的能力。与一些军事文学的作家不同的是，魏巍是

战场的亲历者，又能以采访者的身份去体察战场中的军人，回

访从战场归来的军人，并用心查阅大量的战争资料。他将感性

和理性统一在文学叙事这一行为之中，艺术地再现战争、战

场、战斗和那些勇敢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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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提及魏巍，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作品

《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流露出的真挚的爱国主

义情怀曾经激励、鼓舞了几代人。作为一名作

家，魏巍也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除了文艺通讯

外，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论等领域创作也颇

丰。他的“革命三部曲”之一《东方》曾经获得1983

年茅盾文学奖。耐人寻味的是，时隔二十几年，当

我们重新阅读魏巍的作品时，发现其中值得回味

与深思的东西少了许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这种前后阅读的巨大反差？笔者以为从文学经典

的生成这一问题出发或许能得到索解。

关于“经典”，古今中外对其启含义的阐释，

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其恒久的权威性与典范

性。文学经典，一方面指称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作

品，另一方面又集中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正

是这种本质特征让文学经典获得了无限阐释的

可能，也使其保持了经久不衰的魅力。那么，经

典是如何确立的呢？除了丛书的出版、文学史的

撰写、文学评奖之外，学校的人文教育也是文学

经典确立的重要一环。入选人文教科书不仅是

对一部作品经典性的认证，而且也意味着它必将

对读者的阅读与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需要在教育的普及中不断对其经典地位进行固

化。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

情》《我的老师》先后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特别

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被收录的时间最长，影响最

大，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本。此外，翻

开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谈及20世纪50-70年代

中国革命战争题材作品时，魏巍是无论如何也无

法忽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巍的一些作品具

备了经典性。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文学作品以独立

的生命，那么，当这部作品进入社会层面之后，它

的命运走向便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事实上，

绝大多数作品都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极

少数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与舆论的关注，进

而有可能迈入经典的行列。这些令人瞩目的极

少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其中所涉及的正是经

典的标准问题。关于经典标准却众说纷纭，因人

而异。有的学者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

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

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还有人

从作品的“审美价值”、“原创性”、“民族文化特

征”等层面评判经典。布鲁姆则从文学的审美价

值出发，强调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

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些说法虽不尽

相同，却揭示了经典的某些本质性特征。但是，

当我们以这些标准为准绳去衡量文学作品时，就

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作品符合经典的某

些标准，却被剔除在外？而有些作品似乎差强人

意，却被列入了经典？这难道仅仅是标准的差

异？在论者看来，这里面其实涉及了经典与经典

的生成问题。当我们谈及经典的时候，更多的是

在讲经典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其实是关于经典

的本质特征，或者可以将之称为“经典性”。它是

一个静态的、共识性的东西。当我们以这样一个

常识性的标准去衡量身处变动不居的历史中的

文学作品时，自然会对其中的变异与错位产生种

种匪夷所思的感觉。相对于经典性这一静态的

参照而言，经典的生成则是一个动态的、充满着

话语博弈的结果。正如杜卫·佛克马在《所有的

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他更平等》中指

出的，“所有的经典都由一组知名的文本构

成——一些在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有影响的个人

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选择是建立

在由特定的世界观、哲学观和社会政治实践而产

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经典的

生成不仅与经典本身的标准与规范有关，而且也

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系统的制约，是不同话语之

间的相互纠葛、渗透与调和的过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魏巍作为部队的文

化工作者赶赴朝鲜进行采访。1951年回国后，魏

巍根据在朝鲜的采访开始创作《谁是最可爱的

人》。1951年4 月 1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

刊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3500字的通讯特

写。毛泽东做出了“印发全军”的批示。1953年

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曾指出“它感

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此后，

“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

词，这部作品和魏巍其他的朝鲜通讯开始大量出

版发行。先是解放军文艺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将之结集出版，盲文出版社又将之作为该社成立

后第一本盲文书出版，随后《谁是最可爱的人》入

选了语文教材。《魏巍纪事》中，作者记述了这本

书的发行情况：“‘解放军文艺丛书’《谁是最可爱

的人》初版于 1951 年 10 月，1954 年重印时增加

了《这里是今天的东方》一文，成为第二版。1958

年9月重印时又增加了《勇士镇守在东方》和《写

在凯歌声里》两文，成为第三版。1963 年 7 月版

又增加了《依依惜别的深情》和《我怎样写“谁是

最可爱的人”》两文，成为第四版，此后的版本就

再未更动。这本书仅解放军文艺社印数累计就

多达 462000 册。”透过这段回忆性材料，我们一

方面看到这部作品所经历的“特殊待遇”，另一方

面也看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指示、肯定、推广

阅读，对这部作品的经典化生成起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它们为作品的流传与阐释提供了充分的舆

论空间。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指

出，“从道德到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从头脑的统治

到心灵的统治的转变，从抽象的决定到肉体倾向

的转变。诚如我们所知，‘完整的’人类主体必须

把必然性转化成自由，把道德责任转化成本能的

习惯，这样主体就会如审美艺术品一样起作用。”

魏巍的战地通讯，以史实、抒情、政论有机融合的

方式改变了关于革命理性法则的枯燥说教，将革

命意识态的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审美需要与

情感认同。

其次，《谁是最可爱的人》经典化的生成还与

这个时期对文学认知与教育功能的突出与强化

有关。情感、审美、认知、规训等无疑都是文学的

功能，20 世纪中国文学因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

实生活本质与历史的必然规律而具有的认知与

规训功能不断被强化，导致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

的紧紧缠绕。从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小说

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世道人心”，小说被放置神

坛，到 20世纪 20年代末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与

传播，再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发表，文学对时代政治的感应与反映一直被反

复强调。及至 20世纪 5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遍地开花，如何借助文学进行政治动

员、形塑人民的道德与灵魂，进而维护新生的政

权，便成为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旨。与之相对

应，文学经典的确立同样要基于作品所体现的历

史价值观与政治立场进行裁定。《谁是最可爱的

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为歌颂以中国、朝鲜

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抗击帝国主义强权斗争的

作品，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与教育意义。作品通

过战争生活中的几个侧面让读者结识了一大批

可歌可泣的英雄，借助对英雄与凡人、生与死、战

争与和平问题的对比与追问，展现了战争带给人

们的“幸福感”。这些作品的结构并不复杂，它们

往往从一个具体问题出发，通过人物故事的讲述

去印证某种观点，最后在充满政论化的抒情中进

一步升华作品的主题。正是凭借这种巧妙的形

式建构、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朗朗上口的语

言，让读者接受了灵魂的洗礼。长篇小说《东方》

中，作家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作了全景式的描

写。无论是战争规模还是对国内革命生活的描

写，在当时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创作中可以说

是空前的。但这依然是一篇“战歌式”的作品，二

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制约了作家对战争与历

史的深度反思。因此，我觉得从总体上说，这是

一部时代性大于文学性，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

的作品。

再次，文学经典的生成还与它的体裁有很大

关系。结合弗勒在“文学经典和体裁等级”中指

出的文学趣味的变化总是与重估经典作品所代

表的体裁有关，布鲁姆进而指出每一时代里都有

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就《谁是最可

爱的人》等作品而言，它们的经典化生成与其采

用的通讯报告体裁也是分不开的。作品发表后，

虽然影响深远，但是有些人也对它的文学性表示

了质疑，丁玲反驳说，“现在的确有不少的人，以

为只有长篇才是伟大作品，才值得辛辛苦苦地去

写它，或去读它。这完全是错误的。文学的价值

不是以长短来计算的。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

看它是否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

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

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

业。因此我以为魏巍这两篇短文不只是通讯，而

且是文学，是好的文学作品。”丁玲的回答一方面

阐明了文学价值的标准，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

通讯这一体裁在反映现实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与小说、诗歌等体裁相比，散文这一体裁的边界

在20世纪50年代不甚清晰。原因在于它的创作

路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从个体精神态度的显

示、自我心灵的书写逐渐向反映时代、汇报时政

的代言式写作转化。其中，文艺通讯因反映生活

真实、迅速且又有一定的艺术观照而备受作家青

睐。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为

代表的文艺通讯正是凭借这种体裁优势，以最快

的速度呈现了在那场神圣的保家卫国战争中，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主义精神，并

在抒情与议论中将之转化为一代人的精神资源，

进而对读者的世界观与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文学经典虽没有一个通约的标准，但是文学

经典化的脚步却从未停止。文学作品在诞生的

瞬间就已身处经典化的途中，不断地经受着历

史的淘洗与筛选。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文学

经典的试金石。与此同时，文学经典的生成也不

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作用的结果，它是社会

文化系统中诸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对文学经典

化的过程，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它的阶段性与历史

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今天，《谁是

最可爱的人》我们依然无法否认对一代人精神成

长的巨大意义。经典秩序的变动证明了经典的流

动性与开放性，也为文学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了

必要的制衡。

魏巍作品经典性的生成魏巍作品经典性的生成
□□孙孙 谦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