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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区走入新中国，之前和之后
都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革命作家，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并不多见，魏巍便是
其中之一。他说自己首先是一名战士，然
后才是一名作家，从他的革命经历和创
作实践来看，的确如此。

真诚拥抱生活的写作态度

魏巍从17岁参加八路军115师军政
干校起，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解放后又在 20世纪 50年代 3次奔赴
朝鲜战场，第二次入朝曾在阵地上住了
一个月，睡觉地点最近距美军仅仅 400
米；20世纪60年代奔赴越南战场进行实
地采访，见到了越南的最高军事领袖，也
接触到普通的战士；20 世纪 80 年代，为
写《地球的红飘带》，他实地寻访长征路，
第一次崴脚没有完成，第二年坚持寻访
完毕；20 世纪 90 年代，他用了两个多月
的时间遍访我国的各大油田，深入不毛
之地的荒漠腹地，登上浩瀚海洋的钻井
平台，为石油战线的工人们鼓与呼，进行
了一场“和平建设年代的战争”。

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使魏巍拥有了
丰厚的创作素材，而这些素材能不能生
发为创作资源，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
家如何看待和处理生活和文学之间关
系，他说：“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
我才写。”而且他认为，文学创作只能“有
中生无”，而不能“无中生有”。“有”即广
阔的现实生活，“无”是来源于现实生活
的文学想象。为写好《东方》第 25 章“城
市”，他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挂职任车间
党委副书记；为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这
一社会历史巨变，他到华北农村合作社
和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参加农业劳动；至
于战斗场面、战斗人物，则来自他在朝鲜
战场上的亲身感受。

除此之外，魏巍还非常重视采访。他
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说：

“深入的感受跟深入的采访也有关系。就
拿在战士中的采访来说吧，你跟他们谈
得深，你对他们了解得深，他们的气质、
思想、感情，就会感染你，使你也深入到
他们的情绪中。也就是说，使你感受得更
深些。”魏巍本人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战
士，他在晋察冀边区曾经战斗生活过 10
年左右的时间，在解放大西北行动中指
挥过剿匪战斗，本就具有的战士情怀和
时代热情通过实地采访抗美援朝战士们

的英雄事迹而被得以激发和高扬。在《谁
是最可爱的人》这部集子中，作者融具体
的史实、饱满的诗情、高昂的政论于一
炉，真实展现了二战之后发生在朝鲜半
岛的这场国际战争，热情赞美了中朝两
国人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强权入侵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
关注时代

魏巍作为一名战士作家，具有坚定
的革命立场和关注时代的精神追求，这
种精神境界从他的两篇日记中可以充分
感受到。20 世纪 50 年代，共和国刚刚建
立，经济建设和保家卫国成为当时的重
大事件，“祖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

“抗美援朝”、“赶走美帝国主义”等等成
为当时的流行语，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
语言当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但在
当时恰恰是一种“日常叙事”，是时代的
流行语，也是魏巍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另一篇日记记于同年的 11 月 2 日：
“以后又谈自己想做个绒上衣，我忽然想
起他们政委也是爱谈表、笔等，使我一下
想起许多事情。我们的干部不是不好，但
还有不少干部精神境界有些不广阔。钢
笔、手枪、衣被等等成为谈话内容。这些
东西当然也是应当改善的。”时代的政治
激情和战争文化共同铸就了魏巍对理想
人格的自觉追求、自我思想的严肃拷问
和精神世界的高度净化。

优秀的作家总能将自己的精神追求
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20世纪40年代
的《黎明风景》，20 世纪 50 年代的《战士
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前进
吧，祖国！》《这里是今天的东方》等系列
通讯报道，20 世纪 60 年代的《井冈山漫
游》《广平的夜》等作品回响着时代的强
音，充溢着震撼人心的革命激情、强烈的
爱国主义和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计
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不怕艰难困

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今天读来，依然
振奋人心。

更能体现魏巍的革命立场和现实关
怀的作品当属他的思想杂谈类散文，《幸
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夏日三题》《春天漫
笔》《路标》《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
翔》《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雷锋》创
作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关于得与
失、奉献与索取、集体与个人、劳动与享
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幸福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讨论既属于时代的宏大主
题，也关系普通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的日
常情感。魏巍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
选取身边的事例，运用亲切自然的语言，
或对比分析、或一疑一答、或真情讴歌、
或娓娓道来，既具诗人之情又带战士之
气地将一个个看来枯燥而又模糊的问题
呈现得生动活泼而又明确坚定。

革命战争三部曲《东方》《地球的红
飘带》和《火凤凰》分别出版于20世纪70
年代、20世纪 80年代和 20世纪 90年代，
或许有人会认为魏巍的创作与时代脱节
了，殊不知这三部作品正是他有感于当
时时代存在的问题才创作的。他在《诗与
时代》中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
时期，有的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关心
的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的诗人应该把
读者的眼光引向广阔的天地，而不要引
向个人的小圈子。是关心祖国、关心人民
的命运和前途，还是关心个人？是宣传集
体主义，还是宣传个人主义？这是诗人要
严肃考虑的。”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反
映时代主题，关注时代脉动，成为支撑魏
巍坚持创作长达六七十年的内在动力。

既具鲜明倾向性
又力求突破传统的美学追求

1951 年，魏巍在《我怎样写〈谁是最
可爱的人〉》中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入
感受，对写作的人是多么重要！你感受得
深了，写出来，也就必然有那么一股子

劲，人家谈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
浅，人家从你这儿受到的，也就浅；你根
本还没有感受呢，那就不用说了。”10年
之后，魏巍在广州军区的一次文艺讲座
上做了题为《我的文艺信条》，依然主张

“写自己感动的东西”。
魏巍的散文之所以感人，除了作品

内容、人物本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外，
作者因受感动而饱含的激情以与读者互
动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宣泄出来，运用排
比修辞以增强感情抒发的力度，也是很
重要的原因。身为作家的丁玲对魏巍作
品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魏巍是钻进了
这些可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而且同钻
进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以无穷的感动与
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
切感觉。因此，他所歌颂的人，就非常清
晰、亲切地贴在人心上，使人兴起，使人
上进，使人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
一步，向着这些最可爱的人靠近。”

阅读魏巍的散文的过程就是作品中
的人物、作者、读者三方在共同弹奏一曲
多声部的“复调”过程，是三方共同完成
文本的再创作过程。如果说魏巍散文的
重要美学特征是鲜明的倾向性的话，他
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东方》则体现了作家
可贵的艺术探索和大胆的艺术突破。小
说开头主人公郭祥的出场便可谓匠心独
运，作者非常巧妙地将自己作品中的人
物郭祥和另外一篇后来改编成电影的小
说《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焊接在一起，这
种二度虚构的手法，既强化《小兵张嘎》
中嘎子的真实性，也丰富了《东方》中郭
祥的传奇性，两个人物的“穿越”给人一
种亦真亦幻的审美感受，两个不同时代
的文本呼应扩大了彼此的叙述空间。

小说另外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彭总的刻画和塑造，则既还原了历史真
实，给读者以身临其境重回现场的历史
感，也适当加以虚构，不拔高、不虚美，
使人物形象变得亲切饱满，宛如生活在
我们身边。“我在湘军当兵，有一次派我
当侦探，被抓住了，刑法很厉害，有一次
实在受不住了，想承认，可是第二天又
坚持起来，到底让我挺住了，最后闹了
个取保释放。”小说中彭总对郭祥的谈
话，是非常巧妙而大胆的，既体现了彭
总的谦虚坦诚，也一改以往写英雄便毫
无缺点的呆板平面，更隐含了革命家和
作者对生命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深
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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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先生是我由衷敬仰的老作家。他的散文名作
《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上学时读过、背过，当老师时又无
数次给学生们讲过。那质朴无华的语言中蕴含的道德
精神高标宛若生命食粮，曾经同那些与它有着共同追求
的文学作品一起，滋养过我们的青春，熔铸过我们的理
想。这篇名作的底稿复制件连同《东方》《地球的红飘
带》《火凤凰》3部长篇手稿以及其他一批物件，都是魏巍
老人亲手交给我，由我接收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如今
它们安然无恙，魏巍老人却再也见不到了。每忆及此，
总是心潮翻卷，浮想联翩，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永远
记得初次见到魏老的情景。那是在1995年8月，抗日战
争胜利 50 周年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纪念大会，
当年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以笔为枪拼着身家
性命奔走呼号的老作家们能去的都去了，整个会场一片
华发。作为姚雪垠工作助手的我借光姚老，有幸目睹了
那一片璀璨无比的文曲星云。散会之后，魏巍老人用自
己的“坐骑”顺路把姚老送回寓所。汽车停在复外大街
22号大院门口，姚老下了车，魏老也下了车，两个人脸对
脸笑谈了几句，然后互道珍重，握手告别。当时的魏老，
神采奕奕，满面红光，雪白的衬衣下摆装进笔挺的绿色
军裤里，干净，利索，英武之气逼人。看着他刚毅的神情
和矫健而快捷的步履，可以想见当年他率领着他的骑兵
团在冀中平原上横枪跃马冲锋陷阵的勃勃英姿，想见他
在血火遍地的金刚山下蘸着心灵潮水抒写《谁是最可爱
的人》时的一腔激情。

后来，我调入了文学馆，因而有了多次拜望魏老的
机会。带一篮鲜花，捧一份祝福，满怀敬意叩开那扇常
年虚掩的大门，走进那间见识过热闹也遭遇过冷清的客
厅。客厅里永远是那样简朴那样纯净：一盆盛开的鲜
花，一碟时兴的水果，两小一大三只用棉印花布遮掩起
残破处的老式沙发。沙发正对着鲁迅先生的雕像，迎门
墙上是魏老手书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老作
家把他的志趣、他的信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全
都光明磊落地摆放在这里了。置身其间，不由得人不想
到那篇代表着一代人对于崇高道德的理解与追求的《谁
是最可爱的人》，不由得人不追怀那些高扬着理想主义
旗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间小客厅，一座大课堂，只
要走进去，就会感到天高地阔感到胸怀宽广，感到思想
被澄滤心胸被荡涤感到热血在沸腾情感在升华。

每次每次，魏老总是那么真诚，那么亲切。他会拉
你坐到他身边，把糖果塞到你手里；他会指着助听器告
诉你他的耳朵不好，提醒你说话大点儿声；他会用那双
充满了慈爱的目光一直看着你，神情专注地听着你说
话。他会像嘱咐小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嘱咐
你要爱祖国爱人民，嘱咐你要学习马列要追求真理要牢
记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话不
多，一般都是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可是当我告诉他文学

馆成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时，他却因为高兴而一
改平日里多听少说的习惯，滔滔不绝地对我谈起了教育
的责任，谈起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说“‘三好’德
为先”，要教育孩子们明是非知荣辱懂廉耻讲诚信，他说
青年是未来是希望“青年智则国智青年强则国强”……
我听着，情不自禁地为老人之忘我情怀而感动。都这把
年纪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仍然是国家前途是民族命
运是子孙万代的福祉。什么叫坚守信仰绝不动摇，什么
叫勇于牺牲义无反顾，从魏老的身体力行中，我找到了
滚滚红尘难掩其光辉的答案。

更难忘最后一次拜见魏老，那是带着单位里的几个
年轻人去接收他的捐赠。路上堵车，我们抵达时已近正
午。魏老早已让家人把东西收拾齐全，整整齐齐摆放在
走廊里。军壶、军帽、采访笔记、小说手稿……老人一一
指点着，手把手交给了我们。他的神情庄严而肃穆，仿
佛在送心爱的女儿出嫁送远行的将士出征。我理解他
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有多么贵重：《东
方》从构思到出版历时20余载，《地球的红飘带》是他从
17 岁参军时就开始向往的题材，《火凤凰》是他古稀之
年的力作，而《谁是最可爱的人》则是他一生的最大骄
傲和光荣——毛泽东主席曾批示“印发全军”，周恩来
总理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曾予以高度肯定……一生的
心血结晶，一生的历史见证，可以说都在这里了。把它
们全部拿出来，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该是这位为自己
的崇高理想奋斗了一生的老战士，亲手为自己的革命
生涯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吧？当我们满怀敬意离去
时，老人像往常一样，慢慢走出客厅，从走廊墙壁的挂
钩上慢慢取下帽子戴好，慢慢地提起手杖，一步一步走
下台阶，一步一步走到大门口，这才停住脚步，握手送
别……然后，慢慢举起右手挥动着，目送汽车远去。汽
车就要转弯时，我回过头去，见老人仍然在大门口伫立
着，像一尊雕塑般岿然不动。那一幅影像，深深镌进了
我的记忆中。

大约是在魏老仙逝的那年春天，我曾受邀到河北大
学去，与文学院的莘莘学子做了一次坦诚地交流。其间
我提到了丁玲、刘白羽、臧克家、周而复、姚雪垠、叶君健
等一大批我有幸熟识的老作家，我说我敬仰他们，因为
他们共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无比热爱、
无比忠诚。出于文人的良知，写作对于他们首先是一
种责任——传承我中华文化、弘扬我中华美德、卫我中
华、强我中华的责任。这种良知来自屈原，来自杜甫，
来自“亘古男儿”陆放翁……责任在肩，纤笔在手，他
们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他们把“文以载道”当作了毕生
的追求。这一切，是“左”是右是福是祸对于他们来说
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他们
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认定是自己应该去做的，因
而至真至诚至情至义，因而心怀坦荡因而正大光明。

他们为自己的追求奋斗了一生，最后又不约而同把自己
身后的所有都捐给了国家留给了后人……或许是因为
我讲的这些七七八八难登正规课堂的缘故吧，学子们因
为初次听因而都听得非常认真。从他们明亮的目光中，
我读出了疑惑，也读出了理解；读出了思考，更读出了感
动。很想把这一切都告诉魏老，相信他听说后一定会十
分高兴。谁知没等到我再去看他，魏老竟就去了。本想
送给老人的一份安慰，却从此变成了我心中一份永存的
遗憾。

2008年 8月 30日，是送别魏老的日子。天还没亮，
雨就来了，开始淅淅沥沥，后来刷刷啦啦。到9点钟，突
然就瓢泼似的一阵，同时还远远地滚过几声闷雷。站在
自家阳台上，看着雨水在窗玻璃上哗哗流淌，我想天也
有情，天也在哭。家人用手机从殡仪馆发回现场报告，
说八宝山的兰厅外，人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多，穿军装的
是有组织而来，但更多的是自行赶来的老百姓，是魏老
的普通读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根”们。
每一把小小的雨伞下，都站着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
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在这一刻都成了朋友，大家
相聚拢来，一起为魏老送行。9点整，人群变成了秩序井
然的两队，向着告别厅缓缓行进。一幅黑布挽幛高高挂
起，“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倔强地挣扎在烟雨
空濛中。

我知道，我该去送老人的，但我竟没有去，不是因为
下雨，也不是因为从顺义到石景山之间横亘着的那几十
公里路程，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再去亲证老人一去不返的
现实，不愿也不敢再去听那令人心碎的哀乐。就在老人
鹤归的次日上午，单位里派人吊唁，本没有安排我去，但
我执意跟着去了。走进西山八大处那所绿树掩映的院
落，只见满眼旧物依然，惟独不见了那位可亲可敬的老
人。一帧遗像披了黑纱挂在客厅北墙上，触景生情，心
里不觉訇然一颤：老人走了，再也不回头了！人民军队
痛失了一名伟大的战士！中国文坛痛失了一位伟大的
诗人！而我，则失去了一位从红领巾时代就敬重就尊崇
的人生导师。

如今，魏老赐赠我的墨宝就挂在我的寓所里，上面
“登高望远”几个大字，是嘱托，更是希望。看到它们，就
会想起那次如沐春风般的谈话，想起老人对我面对面的
谆谆教诲：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坚定信仰，
相信党有清除自身疮疖的勇气和智慧，相信前途一定光
明……而他对文学馆的所有捐赠则均已记入国家的文
物账目，珍藏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中。《谁是最
可爱的人》《东方》《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等手稿，是
魏老挥洒毕生的才情与汗水，用华夏文字为中国革命建
造的丰碑。呕心沥血的劳作中，他在毫不经意间把自己
的名字也镌刻在了上面。丰碑不倒，“魏巍”长存，千古
流芳，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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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与田间，诗友兼战友。深厚的友情，始于 1930年代中期。那时魏
巍才十五六岁，在中原大地却已小有诗名。其诗友周启祥从上海抱回一大
摞诗集，臧克家的《烙印》《运河》《罪恶的黑手》，田间的《未明集》《中国牧歌》

《中国农村的故事》等等都在其中。魏巍把每一本都“如饥似渴地读了”，尤
为喜欢的是田间“独创的新体”，“诗句以短句组成”。“田间”这个名字，从此
铭记不忘。心怡既久，终于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得以相识。那时丁玲率领
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线回到延安，正在“抗大”学习的魏巍得到消息，便迫
不及待地跑去拜访，在西战团的临时驻地西北旅社受到了田间、邵子南两位
诗人的亲切接待。一见如故，遂成良友。

1938年年底，魏巍“抗大”毕业，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恰好田间
等也随“西战团”同期前往，几位朋友不期而遇战地重逢。延安的诗人把延
安的诗风带到了晋察冀，田间、邵子南等放下背包就以“战地社”名义搞起了
街头诗。晋察冀军分区一分区“铁流社”积极配合，青年诗人们纷纷响应，魏
巍更是热情高涨诗兴勃发。他随部队四处征战，走到哪里就把诗写到哪
里。每到一个新的村庄驻扎，他都要“仔细观察，哪些墙壁适于写诗，就利用
老百姓锅底刮下的锅灰制成土墨汁，用麻刷子蘸着，登在高凳上忘情地写起
来”。1939年5月，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在晋察冀边区的东线打了一场有名的
大仗——大龙华歼灭战，全歼日军桑木师团的一个中队，打死敌人 400 余
名，缴获大量机密文件。为庆祝胜利，“战地社”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形
式——诗传单。诗歌写在红红绿绿的纸上，由欢迎凯旋的群众分发到战士
手中，为胜利的欢悦又增添了几分喜庆。为了扶植在抗敌斗争最前线涌现
出来的一大批青年诗人，“战地社”创刊了《诗建设》，先后由田间和邵子南担
任主编。那是一本油印诗刊，开始是32开本，后来又扩为16开本。除刊登
诗歌作品外，每期都会有一篇诗歌评论成为其亮点。刊物的最大特色是没
有门户之见，所以能把各种风格的诗人都团结在一起，从而“培养了、锻炼了
一大批富有战斗力的诗人”。

从1939年到1942年，魏巍在战斗的间隙中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大部
分都刊登在《诗建设》和“铁流社”主编的《诗战线》上。全国解放以后，他一
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要编一本《晋察冀诗抄》，把众多富有生命力的诗作集中
起来，把这个伟大时代活生生的脚步作为艺术形象留下来，作为我们子孙不
朽的纪念”。只是由于工作太忙分身无术，他的这个心愿直到1950年代后
期才得以付诸实施。在写给田间的一封信中，他专门谈到了“诗抄”的编辑
工作进程，同时很诚挚地敦请田间为该书作序：

田间同志：
《蜜蜂》的约稿信已看到了，因没有回信，又劳你催促。我仍在忙于志愿

军抗美援朝政治工作总结。打算在月底告一段落，去十三陵参加几天劳动，

如能写出一点东西，一定给《蜜蜂》寄去。

另外有一件事，还想拜托您。柳杞同志将要分配到保定或石家庄分区

工作。他的妻子齐惠平同志，也想在保定或石家庄音乐部门找个工作。不

知是否可以安插。她过去在六十四军文工团搞音乐创作，这几年来在新影

搞音乐编辑兼搞创作，她是平山人，很小参军的，是党员。柳杞在这方面很

着急。我也想很快能收到你的回信。

关于《晋察冀诗钞》的事，方冰、丹辉都认为人多些，把大家的东西都摆

进去一些，才更有意义。你对这件事的关心，显得不够，也不愿写序言，我感

到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收到的有曼晴、徐明、丹辉、商展思几个同志的诗作，

方冰要我们从他的诗集中去选。林采的也答应寄来。邵子南同志的也可寄

来。史轮和其它人的（如劳森等）还找不到。现在我仍然希望你能写篇序

言。其它工作，我们可以多做些。本来要给你去信，可是不知你的地址，现

在又找到你了。请不要再推托吧。

致亲切的敬礼。

魏 巍
五月十八日

依信文分析，这封信应该写于 1958年。两三年前，魏巍曾再返滹沱河
两岸农村深入生活，以为创作长篇《东方》做准备。故地重游，情不可抑，《晋
察冀诗抄》的编选，遂终于由“想”而成“做”——联系诗友收集资料的工作，
从那时就已经开始。到写信时已基本齐备。又几个月后——1958年12月
31日，魏巍作《〈晋察冀诗抄〉序》，宣告编选工作竣工。1959年3月，《晋察冀
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84年又增编再版。书中有诗200首，除12
首民歌外，188首为信中提到的曼晴、徐明、丹辉、方冰等38位诗人所作。这
些作者中，有不少人是新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的著名作家、诗人，如孙犁、田
间、魏巍、管桦等等。编辑中再读战友们的诗作，当年情景如现眼前，他为晋
察冀诗歌战线的成就而自豪。

正是出于这种难得的亲密情感，魏巍在田间逝世后写诗送别：“诗人乘
风归去，鼓声留在人间。延河今日呜咽，北岳热泪潸潸……”又在田间九十
诞辰时，偕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诸友发起隆重纪念。在他心目中，田间

“是晋察冀壮丽诗群的领军人物”，他“最终实地刻苦地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
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路线”而“在诗歌大众化方面进行了开拓”。也是因为
这种难得的亲密情感，田间生前一直宝藏着魏巍写给他的信，直到去世后由
家人捐赠给了国家。这封信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最为珍贵藏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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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的时代之歌
——读魏巍作品札记 □张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