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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1 岁当战士时就和魏巍同志认识了，

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参军不久，因试着写
一些反映连队生活的小诗而引起注意，被部队驻
地天津市文化局（那时叫文化组）借去帮助编辑
一张《文艺与革命》小报。文化局院里有一座小
楼，楼顶有一间布满灰尘和蛛网的大房子，里面
堆满书籍。小楼无人问津，却成了我的乐园。在
借调的半年多里，我利用闲暇在那里面阅读了

“文革”前众多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魏巍在战争
中写下的诗集《黎明的风景》。那是我第一次知
道，魏巍在他的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散
文作品名扬四海之前，就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诗人
了；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魏巍在战争年代写诗时，
用的笔名叫“红杨树”。

谈及魏巍同志的作品与人品，首先还应从他
的诗歌说起。他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在家乡的报
刊上发表抨击旧社会、同情劳苦大众的诗歌、散
文和小说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 1937 年秋，17
岁的他，在家乡黄河畔写下直舒胸臆的长诗《黄
河行》。正如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去吧，黄河哟/

趁着大堤的劲风/载着我们/快快出征”。诗成后
几天，他即胸怀救国大志，沿着黄河，辗转到山
西，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有机会进入延安抗大，
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块热土上，他真正实
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诗的梦想。在这硝烟弥漫
的战场和军民诚挚情感的氛围中，他诗情勃发，
在战斗的间隙，写出以《黎明的风景》为代表的大
量诗作。正如这首长诗的小引所写：“有一种鸟/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我听到她的鸣声/大地就

降落了黎明/苦战的人们呵/你来听听/她此刻正

放出快活的鸣声……”而此时的诗人，正如那只
鸟，自由地展翅翱翔在血与火的战场，一边战斗，
一边吟唱。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抒情与叙事既
交错又融合的写法，生动地展现出战地一个连队
的诸多画面，诗意地描述了战争的苦难与在苦难
中战士们坚定昂扬的斗志。全诗韵律自然，节奏
明快，明快中蕴含着悲壮，坚定中又略带忧伤，而
诗的主题则是对最终胜利的必信。《黎明的风景》
之外，诗人有大量的短诗发表，都是对根据地生
活的描写。有对战地极富诗意描绘的《游击队之
夜》《蝈蝈，你喊起他们吧》，有表述对战斗热切渴
望的《高粱长起来吧》，以及对战士英勇无畏精神
的张扬、对军民鱼水深情的歌颂。他的诗，既没
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技巧的炫耀，大都是直抒
胸意，是战士情感的真实流露，其文字浅显、平
实、自然、流畅，看似直白，但却诗意盎然，既大众
化又极具艺术性，意境深沉悠远。他的诗，体现
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也
是政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他这大量的诗章，构
成了他对那场硝烟弥漫的伟大战争全方位的诗
的认识和解读。

魏巍原名叫魏鸿杰，参加八路军后改名叫魏
巍，到晋察冀战场后，他又为自己起了一个极有
特点、极具诗意的笔名“红杨树”。他在晋察冀的

诗作都是以这个笔名发表的。在他的诗篇中，有
的诗句是明确写给自己、激励自己——“红杨树”
的，如《诗，游击去吧》《诗没有死》中有这样的诗
句：“战争，难解难分的复杂的风暴/红杨树呵，司

令员说/给你十几个同志/带着你的诗游击去吧/

呵，在这样的时候/连山里的石头/也难忘今天的

苦难/你们还忘不了红杨树/你们还要他的诗/诗

呵，游击去吧/永远不要叛变/游击去吧，诗呵/时

时刻刻想着/怎样去报答人民。”“红杨树呵，报答

人民/记清楚/人民不仅养育你的诗/人民在饥饿

里也养育了你/记清楚/在这苦难的年代/你应当

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而假若

面对着刺刀/我的意志堕落了/诗，我的诗呵/你

不过像一片败叶/死于污泥/你叫谁人去哭你！”

这是红杨树怎样钢铁般的决心呵！这是怎样的
真挚的、让人感动的诗句呵！“叛徒”这两个字，从
革命开始直到现今，都是沉重的，让人遗憾和愤
恨的，但它不可能绝迹，这就需我们时时警惕。
现在揪出的那些“大老虎”们，不就是革命队伍的
叛徒吗？

谈起晋察冀根据地时，魏巍曾说过：“晋察冀
那鲜血与战火浸染的土地与生活，是我们这些年
轻人成长、成熟的摇篮，也是我们共和国的摇篮，
同时又是我们那些写诗的青年成为诗人的诗歌
的摇篮。”魏巍正是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这 10年
的战斗生活，在革命队伍中血与火的锤炼，在与
人民群众在生死面前的血肉联系中，一步步确
立并坚定了他崇高的理想与信仰，奠定了他一
生不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铸就了他的
文学观，确保了他的作品始终不变的导向与风
格。到解放战争后期，魏巍已成长为骑兵团的
政委，他骑马率部挺进大西北，一路上依然与诗
神同行。

新中国成立后，魏巍调京工作，但他的写作
依然是业余的，笔下的文字依然与党和国家与民
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后，他几次奔赴朝鲜，冒着炮火在前线采访，
又一次次被战士们的行为与情感深深打动，写
下以 《谁是最可爱的人》 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
作品。当时，《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坛与整个
社会引起的轰动可谓空前。《人民日报》特别将
一篇文学作品刊登在第一版。随即，毛主席看
过后，指示印发全军。朱总司令读后，连呼

“写得好！很好！”在其后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
上，周总理专门提起《谁是最可爱的人》，并以此

号召文艺工作者“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周
总理还特意提出要认识一下魏巍这位朋友。这
篇散文对志愿军的鼓舞和在人们群众中的反响
同样强烈。当时，“最可爱的人”几乎成了志愿军
的代名词。而在日后漫长的时间中，“最可爱的
人”也成为解放军中英模人物的称谓。这篇散文
也一直在中学的课本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
人。后被全文镌刻在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
念馆的石碑上。

在魏巍成为团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
后，又写出一大批青年题材的思想政论式的散
文，这些作品像“最可爱的人”一样，在当时引起
了轰动——《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就是一例。
这篇文章是1955年他在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送别
毕业班同学石油地质前线的讲演。正是这次讲
演、这篇散文，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那些热血青
年，他们满怀激情地奔赴祖国四面八方的艰苦荒
凉的石油前线。直到 30 年后的 1985 年，当年魏
巍送行的同学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北京，
举行毕业 30 周年聚会，他们特别邀请魏巍同志
参加。这群现今已年过半百的人，激动地对他述
说着 30 年不忘的心迹，畅谈当年受他作品的激
励鼓舞，毅然奔赴祖国最荒凉、最艰苦的石油前
线，成就了 30 年的奋斗经历与业绩。当时的热
血青年，现在都是石油战线的工程技术骨干或中
上层干部。但他们的情怀一如既往。他们争相
把自己获得的石油大会战纪念章、各种立功奖章
送给魏巍同志。一位女同学还拿出珍藏30年的
刊登《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的 1955 年第 11 期

《中国青年》回赠魏巍。那场景的真挚、热烈，让
魏巍激动不已，很快写出散文《这就是我们的哲
学》予以回报。其后他们每10年聚会一次，都请
魏巍同志参加。笔者有幸陪同魏巍同志参加过
一次，那次魏巍同志生病了，是带着氧气去的。
那真挚热烈的场面，令笔者唏嘘不已。当年，魏
巍发表这一批散文后，曾收到全国各地青年雪片
般的来信，想每一封来信的后面，都有一个激昂
奋发的故事吧。就连《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
宜，在 2003 年 9 月的一次会议上偶然见到魏巍
时，亦难掩如小青年一般激动不已的心情。尽管
那时范敬宜已 72岁，而魏巍已 83岁了。范敬宜
其后专门著文说，半个世纪来，我一直想能见到
魏巍，是他上世纪50年代的文章，激励我大学毕
业时主动放弃在上海工作的机会，而毅然奔赴东
北的白山黑水间。范敬宜在东北虽也受了不少

苦难，但他从不言悔，终于成就了他的事业，为国
家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说：在我青年
时期“是魏巍的文章使我懂得人应该追求什么
样的幸福”。他最后写下一句极富诗意的话：

“燃烧的激情已经变为悠长的恒温”。这就是魏
巍作品的影响与力量。

魏巍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特点，是与自己作
品中的人物长久交往并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上
世纪 90 年代初，当得到《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
述的李玉安“烈士”没有死的消息时，魏巍激动不
已，急切地写信联系并与之相见，很快成为真挚
的朋友，其后又满怀深情写出散文 《他还活
着》，记述李玉安几十年隐姓埋名、坚守本色的
可敬行为。而在此前，魏巍与 《谁是最可爱的
人》 中记述的马玉祥、井玉琢及当年的营长王
宿启已交往几十年。在 《年轻人，让你的青春
更美丽吧》 中，他记述了志愿军连队文化教员
戴笃伯，其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是朋友，戴
笃伯转业回湖南后，魏巍还不远千里去探访
他。与烈士胡鄂生的女儿胡继红的来往，则是情
同父女。在他晋察冀的诗歌中，曾记述过的一位
在解放战争战场英勇无畏的战士徐清华，到上世
纪90年代，回乡务农的徐清华因生活极其困难，
辗转找到魏巍。魏巍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给
当地政府写信，介绍情况，并自己资助徐清华同
志，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

魏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又不仅仅是他笔下
的人物。他可以为可敬的王震将军撰写碑文，也
心甘情愿的为一个乡村党支部书记张振山树碑
立传。在“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有生之年，他
几十年坚持去探望，给老人过生日。而对冀中
的另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刘大娟，她虽没有戎
冠秀显赫的名声与贡献，但她在战争年代一样
无私地支援八路军，长期烧水做饭、缝缝补补、
传递消息，魏巍依然像对母亲一样敬重她。一
直保持着与老人的亲密联系，半个世纪间，常常
专程去看望她，坐在老人的土炕上，与她拉家
常。甚至在他儿子结婚时，还专门带着儿子、儿
媳到老人处“认亲”。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在魏巍作
品中出现的诸多英模人物中，几十年，无论时事
怎样变迁，没有一个变得或落后，或颓唐、变质
了，或成为腐败分子了。没有，一个也没有。倒
是有个别生活困难的，有为了不给国家找麻烦，
甘愿去做修鞋匠的。他们一生都在默默奉献。

这与现实中的另一种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笔者
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到青岛双星集团采访，集团
总经理汪海先生曾对我们说，80 年代他获全国
劳动模范时，与他一起获“全国五一劳动奖”奖章
的10人中，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部分要么企
业倒闭了，要么自己腐败了，有的甚至进监狱
了。不知当初为他们歌功颂德的写作者们作何
感想。

魏巍创作历程的后期，在不断有诗歌与散文
作品问世的同时，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
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东方.》与《地球的红
飘带》《火凤凰》，组成了他笔下的战争三部曲，完
成了他对革命战争完整描述的宿愿。与此同时，
他在晚年，特别关注思想战线的斗争，写出一大
批触及社会尖锐矛盾，文笔犀利、思想性极强的
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杂文作品。然而，就是这样
一位受人尊重的作家与他影响力极大的作品，却
受到了某些方面的非议，甚至是批判与攻击。也
有人把他归于“御用作家”，这更让人不可理
解。其实他应是“国用作家”，是人民的作家。
也有人指责他是“极左”。这当然也是对他的曲
解。难道能把坚持真理、弘扬公平正义说成是

“极左”吗？能把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
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叫“极左”
吗？难道呼吁反腐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

“极左”吗？常言正直的人无正直的路可走，而
高尚更是极难被普遍认同，此之谓也！所以如
此，大概更多缘于他作品之外的东西。魏巍性
格刚强，为人坦荡，刚正不阿，坚持原则，“爱
憎分明、嫉恶如仇”（丁玲、陈明语）。他绝不
见风使舵，绝不投机钻营。面对谬误和邪恶，
他就像战士一样，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宁可
牺牲自己，也要守住阵地。对别人的非议，他
不辩解、不理睬、不低头。他在意的，是要求
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作品时时与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保持一致。新时期以来，他在不同的场合，
多次呼吁惩治腐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位
真正的战士、诗人，共和国合格的公民、人民的作
家，心情一直被忧国忧民的情思笼罩着。令人
欣慰的是，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
央，正在大力反腐败、反“四风”，弘扬正气，坚持
公平正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是美好的。

又想起诗人的笔名“红杨树”这三个字。杨
树是我国北方分布极广的树种。常被赋予许多
美好的寓意。据说生长在西北大漠的胡杨树，
生一百年不倒，倒下一百年不腐。而在我的家
乡张家口坝上，解放前是没有树的，因为气候恶
劣。解放后种过不少树种，惟有杨树可以长
大。每年深秋，在风霜的侵蚀下，树叶变成金黄
色，极其壮观。剖开其主干，那树心竟是红色
的。不知魏巍同志当年以“红杨树”做笔名，其
寓意是否正源于此？今天，诗人与他的名字已
成为永恒，愿这株千古不朽的红杨树，永远“巍
然于天地之间”（刘白羽 2000 年 5 月为《魏巍文
集》研讨会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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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影响
最大、最广、最持久”的了。事实上，“抗美援朝”题材也确实
是魏巍一生文学创作中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创作内容，它
不仅在魏巍的报告文学中成就斐然，在其诗歌、小说领域也
独具特色。

抗美援朝街头诗：战争诗歌的鼓动性

1950年 11月初，抗美援朝甫一爆发，魏巍便写作了 10多
首街头诗（另有一首《蝗虫》当时并没有以“街头诗”的名义发
表，但实际上是篇幅略长的街头诗），这些诗歌如同新中国成
立前魏巍的很多诗作一样，极具战争鼓动性。启发民众让他
们认清敌人的面目，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动人们勇敢
斗争、打败敌人，激发人们的爱国、保家卫国的热情等，是这
些诗歌的主题。作者告诫走向新社会的青年人们，听到炮声
后“不要光知道幸福/不知道仇恨”（《你》），面对敌人，“可怕

的/是我们的枪连同自己的思想/长满了红锈！”（《锈》）；他讽
刺美国帝国主义像蝗虫一样“又在一块谷地里落下”，“咀嚼

着，跳着”，“还不断把自己歌颂：‘你看我们多么神圣，/我们

是上帝那儿派来的神虫。’”面对这样猖狂的敌人，作者鼓励人
们“快准备壕沟跟火种”（《蝗虫》）；因为对这些“得寸进尺的野
兽”，“只有它自己的血/才能教训它自己”（《只有》），所以他
鼓励人们“去！/把美国鬼子/狠狠地打死吧！”（《去》），激发
人们“瞄准”这些“下流无耻的流氓们”，因为他们残忍地“把
火把举向房檐”、他们的“刀上滴着我们邻邦的血”（《瞄
准》）。对于那些勇敢的、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们，作者
则赞美他们“是一个爱祖国、爱朋友的中国人！”（《歌颂》），并
希望他们“多抓几个美国鬼子”，因为“这是最珍贵/也是朝鲜
朋友/最欢喜的礼品！”（《礼品》）。

这些诗作明快、凝练、通俗易懂、情感饱满，鼓动性极强，
让人读来激情澎湃，它们都短小精悍，这在战争时期对于让人
民大众了解战争真相、认识战争形势、激发人民大众的战斗热
情与爱国热情，无疑起着很好的作用。在此之前，魏巍是以诗
歌步入文学殿堂的，而且作为一个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诗人，
他深知“作为部队作者，我们还要多写一些鼓舞士气，加强战
备，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的作品，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
务。”（魏巍《牢记周总理遗训》），因此他早期以“红杨树”为笔
名发表的较有成就的诗作，无论是长诗《黄河行》《黎明风景》，
还是短诗《好夫妻歌》《诗，游击去吧》《一个战士的赞歌》等，都
通俗、凝练而富有鼓动性、战斗性。街头诗是1930年代文学大
众化观念在延安等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践的产物，它短小、
凝练、情感丰富的特点对于激发大众的热情起着良好效果，它
像魏巍所说的部队中的“快板诗”、“枪杆诗”等“战士诗”一样，

“是我国革命文学中最富有战斗性、群众性的一个部分”，“它
在革命战争中，在鼓舞斗志方面，作用很大。”（《战士诗——革
命英雄主义的战鼓》）

魏巍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创作的这些街头诗，在激发民
众报名参加志愿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斗志、鼓舞人们战
胜敌人、取得胜利，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这些诗作虽然数量不
多，但是其涉及到的内容，已经包含了鼓舞士气、赞美志愿军
美好品质、歌颂中朝友谊、诅咒敌人等后来的抗美援朝文学中
常表现的主题，魏巍此后已很少再写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作
了，所以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对他过去战斗性诗歌创作的总

结。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诗作，对于让人们“更加珍重我们
的斗争成果，热爱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祖国”（《〈两年〉后
记》）还是有启示作用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战争中的亲身体验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文学创作中影响和成就最大
者，恐怕也是抗美援朝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抗美援朝
战争爆发后，魏巍在第一时间写作了上述的街头诗作，也在第
一时间被派到抗美援朝前线了解美军思想政治情况，任务完
成后，好奇心驱使他深入到战斗前线进行访问达三个月之
久。回国后根据其感触，魏巍写作了十来篇通讯报告。这些
通讯及时反映了奋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的生活状况与思想
状况，尤其是对他们在战争中热爱朝鲜人民、面对斗争奋不顾
身、同志之间相互关爱的深厚友谊，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的
表现，在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
最大，当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该篇为名将这些作品结
集出版。几个月后，魏巍再次赴朝鲜前线采访半年多时间，又
写了部分通讯，1954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增入；1958年，志
愿军回国前后，魏巍再次到朝鲜采访后又写了几篇抗美援朝
通讯报告，又收入1959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到此，该书
中收录的抗美援朝通讯共17篇。这一系列报告文学确立了志
愿军是“最可爱的人”的时代形象，及时宣传和赞美了他们的
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让作者极力赞赏和主张的

“革命英雄主义”在文学中得到广泛关注。作品中既有家人惨
烈被害却坚强活着并积极为打击敌人贡献微薄力量的朝鲜老
人和小孩，也有奋不顾身救助朝鲜灾民的志愿军，更有在前线
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不怕牺牲的士兵，也有不怕艰苦、坚韧、
富于奉献精神的女战士；它们既表现出了中朝人民互相爱护和
帮助的深厚友谊，也表现出战士们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还表
现出了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在艰苦的前线不忘记祖国人民幸
福的高尚情操，以及在战争生活中凝结成的中朝军民之间的深
厚感情。

《谁是最可爱的人》系列报告文学中表现出的“朝气蓬勃
的革命精神，激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
死，任何敌人也压不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魏巍《青春的诗
篇》），正是1950年代刚刚从几十年的战争中解放过来的人们
所拥有、也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这些“革命英雄主义文
学”，是作者几次深入战争中深刻体会出来的，是“部队生活活
生生的写照”，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魏巍《谈谈报告文
学》）。据说，当时战斗在前线的士兵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
后，觉得“浑身是力量，即使横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国鬼子设下
的二十公里宽的火墙，我们也会毫不扰豫地一冲而过的。”而
另一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的篇名，被很多青年当

作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可见魏巍确实说出了那个时代广大人
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心声。深入体验生活，表达出自己
的真实感受，同时又能够很强地把握住时代情感并完美地融
合到文学作品中，正是魏巍的报告文学的特色所在，早在抗战
时期，魏巍的报告文学名篇《雁宿崖战斗小景》《燕嘎子》等中
就表现出了这种特色，到了抗美援朝通讯中表现得更加圆熟
有力。魏巍的文学把握能力很强，除了深入感受生活并将“谁
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内心情感的长期积累”表现出来，他还懂
得利用精湛、凝练的语言，在讲述故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中，
在“朋友们”的亲切的称呼中，在最能打动人们的故事的选取
中，抓住读者心理特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
他深刻把握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的时效性、及时性、新闻
性特点，懂得“这样伟大的斗争和伟大的战士必须要很快写出
来呵，如果慢慢在那儿钻长的、刻细的，最后又弄不成，怎么对
得起战士们呢？”（《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懂得及时
性写作的“简单明确”的“目的性”，懂得不仅要写志愿军的“英
雄行为”，还需要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更应该结合“不断改
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所以他才创作出了这一系列形象生
动的、影响了几代人的作品。

《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进入语文教材，影响更为广泛，
该书出版不久，就有人出书对其中的每一篇文章从思想内容
到写作手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吴调公《魏巍的朝鲜通
讯》），此后对该文进行文学性、写作手法等方面的解读经久
不衰，足见作品的魅力所在。这些“与时代生活的‘相关性’
很强的作品”（李建军《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所表达的某
些观念与情感，因其“时效性”在今天也许过时了，但是作者
把握时代情感的能力、所表现的人物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精
干凝练的写作手法，对今天及以后的文学，恐怕仍具有持久
的借鉴价值。

《东方》：时过境迁的沉淀与总结

魏巍在抗美援朝时期曾与白艾合作写过反映抗美援朝中
的空军形象的中篇小说《长空怒风》，其后又于1962年发表
过短篇小说 《江水流不尽》，但也许是那个时候他的报告文
学影响力太大了，相比较来说小说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显得
较为薄弱。“文革”结束以后，魏巍计划于1952年、1959年
开始动笔，历时近2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东方》却再一次将
抗美援朝文学推向另一个成熟的维度。小说延续和拓展了魏
巍此前抗美援朝文学创作的主题，表现了抗战前线的志愿军
英勇奋战及其与朝鲜人民的友谊，也表现了国内广大人民，
尤其是志愿军家属积极响应志愿军作战的热情以及投身社会
主义建设的热情，同时作者加入了对敌人的描写、对志愿军
内部蜕化人物以及国内建设中的反面人物的描摹，使得作品

反映的内容广博深厚，具有全面反映和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
效果。作品涉及了战争、中朝友谊、国内的合作化运动、爱
情等主题，英雄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是魏
巍抗美援朝作品中一如既往表现的内容，所以小说不仅塑造
了以郭祥为主的英勇战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形象，
还塑造了邓军、周仆以至彭德怀 （虽然与其相关的内容是
1985 年重版时增加） 等军队领导的形象，朝鲜人民军金铁
银、朴淑贞等的形象也塑造得很丰满。更有特色的是作品
塑造了杨大妈、小契等大后方、祖国建设中的农村领导者
形象，以及陆希荣、李能这样曾经积极参与革命，革命胜
利后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引诱而蜕变了的
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长廊综合反映出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社
会面貌的复杂性。

魏巍在谈及他创作《东方》时说，因其“光写几篇通讯不
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也
没有表现出来，前后方的连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上的、
政治工作上的斗争经验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很自然地想
写这么一个长篇。”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有二：第一是为
了激发人们的革命战斗性，发扬革命精神；二是为将来的反侵
略战争做准备。（《我是怎样写〈东方〉的》）可见作者将小说放
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同时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写出
人物的“共性”更注意写人物的“个性”，是想要从各个方面艺
术地反映抗美援朝这件事，以达到对其进行总结的目的。如
果对照着作者的朝鲜通讯和当时的战地采访日记，可以看出，
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抗美
援朝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是作者力图表现的内容，因此，小
说中不仅大胆反映了爱情，人物形象塑造也真实而不片面，小
说情节也较为逼真、有生活气息。

有评论家曾总结道，“《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不仅描
绘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
把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
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
全局，精心结构，纵横开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

（马蓥伯《魏巍创作谈》）丁玲也曾评价这部作品“几乎写到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它“表现了
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我读〈东方〉》）这些评
论都是中肯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看作是抗美援朝的一种“全
景图”，它不仅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史诗”，也是几十年来抗美
援朝文学的沉淀和总结。

魏巍一生都在坚持文学中的“党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他
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忠实实践者，为了写《东方》，他曾经
到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过广泛调查研究，因此强烈的时代特
色、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动人心弦的时代感情，是魏巍文学
创作的最有力的特点。魏巍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尤其是抗美
援朝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谁是最可爱的人》赢
得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内的国家领袖的喝彩和赞
赏，丁玲则称“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
读《东方》”。魏巍是一个写作的“多面手”，其一生创作绝不仅
仅局限于抗美援朝题材，但是其抗美援朝文学创作之所以有
这么大的影响力，正在于他深入体验了这场战争，对它有着深
刻的理解，并以极强的文字能力表现出了这场战争的时代特
点，时至今日，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抗美援朝，恐怕也得阅读魏
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

魏巍的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抗美援朝文学””创作创作
□□张自春张自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