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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故事》

重温长征精神
■杨 美

《长征的故事》（人民出版社）是

根据纪录片《长征》改编而成的视频

书。全书共八章，包含了 40多位长

征亲历者的采访内容。围绕长征主

题，通过全景式再现、亲历者讲述、

数据量化解读，呈现出历史的真实

细节，重点阐述了长征精神的传播

和影响，揭示出长征精神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所具有的

重要现实意义。该书着力揭示了长

征精神的深刻内涵，使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感受到长征精神在当代的传

承和发展。

《高语罕传》

补充历史细节
■韩 震

王军著《高语罕传》（人民出版社）

是新文化运动健将高语罕的传记。高

语罕曾参与发起创办《新青年》，经李

大钊介绍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亲

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许多重大历

史事件。他一生撰有《辩证法经典》

《红楼梦宝藏》等著作 30余部、文章

500余篇，其中《白话书信》再版 39

次。《高语罕传》史料弥足珍贵，披露

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该书是研究

高语罕生平及思想的重要窗口，可以

补充中共党史研究中若干重大事件的

细节。

《雪域边关，我敬你》

致敬雪域老兵
■李贝贝

《雪域边关，我敬你》（四川民族出

版社）一书，收录了 92篇优秀原创作

品。这些作者大多是曾经在西藏边防

工作、战斗、生活过的老兵、军人家属

以及军旅作家，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耳闻目睹的故事，热情讴歌了雪

域边关，把边防军人爱国奉献、忠诚担

当、不辱使命的优秀品质，以及对雪域

边关这片热土的爱恋呈现给读者。该

书的出版，极大地凝聚了西藏转业、退

役军人的雪域军魂，不仅激发了老兵

们对西藏军旅生涯的美好回忆，而且

也激励他们在现在的工作、生活中继

续发扬“老西藏精神”，不忘初心，努力

拼搏，砥砺前行。

1949年，在北京南苑这个充满诗意
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驱逐机学
校（不久后改名为第六航空学校）孕育
诞生、蓄势待飞。在庆祝人民空军成立
70周年之际，军旅作家亦君创作的《鹰
起燕赵——“首都航校”创建往事》由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学校开学典礼的规格称得上是历史
之最。1949年 12月 11日，北京南苑西区
简陋的小礼堂，刘亚楼司令员陪同朱德总
司令、聂荣臻代总长及苏联驻华大使罗
申、驻空军顾问克托夫托瓦列基等，亲临

学校参加开学典礼……朱德按捺不住心
中的喜悦，对身边的刘亚楼说：“你们这么
快就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了人民空军的
壮丽蓝图，空军大有希望啊！”

翻开这本沉甸甸的作品，江河般浩
渺壮阔的往事扑面而来。这部历史佳
作立起时代坐标、展望军种目标、追寻
奋进航标，在作者细腻生动、在场般的
叙述里，时针仿佛被拨回到 70年前。随
着往事奔涌而来的，是经过 70年岁月沉
淀的思考和感悟。
《鹰起燕赵》凝练了一个闪亮的历史

坐标。不论一个团体还是个人，只有站
在时代的前列，用历史眼光审视，才能找
准自己的坐标，激发奋斗奋进的活力。
在 70 年的时间轴上，六航校孕育的雄
鹰，铸就了一个军种发展史上闪亮的标

记。作者深入研读整合大量史料，真实
再现被刘亚楼誉为“首都航校”的第六航
空学校的光辉创建历程、培育战斗英雄
和空天精英的感人故事，汇聚成一部表
现新中国首批航校创建历程的纪实文学
作品。全书客观严谨、表述生动、图文并
茂，每篇独立成文，但整体又环环相扣，
有较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鹰起燕赵》续写了一个清晰的奋

斗目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者截
取“首都航校”创建初期这一段珍贵历
史，进行了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辨
析、记录、再现和创作，既重视对史实的
记述，又融入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对历
史进行解读，描写的是那一代人的初心
使命，折射的却是自己的初心感悟。联
系作者近几年创作的优秀作品，字里行

间流露出一名军旅作家传承红色基因、
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光荣使命。这部作
品就是对空军建军先建校思想的佐证，
是部队续写红色家谱的重要补充，更是
激励官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勠力强
军的鲜活教材。
《鹰起燕赵》追寻了一段壮美的信念

航标。70年沧海桑田，从一个国家到一
个军种，再到一所航校，从编制构成到人
员装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
变的是一腔热血、一颗赤心，是为国家为
人民不懈奋斗的信念追求。作者以旁观
者、亲历者、审视者的多重视角，以英雄
模范和基层官兵为主要对象，以小见大、
以平凡见崇高，记述了各方面的往事，进
而对航校做了多维度、多角度审视，通过
一人一事的经历、点点滴滴的故事，展现
了“首都航校”创建初期的不凡历程，留
住了六七十年前那代人心中难忘的激情
岁月，勾勒出一代代“首都航校人”用忠
诚、信念书写壮美航迹的动人画卷。

往事如烟，航迹如虹。军旅作家亦
君用他思想的航标，为历史注入了鲜活
的血肉，让理性的历史认知生动起来，
从一所航校的创建史洞悉人民空军壮
美的发展航迹。

坐标·目标·航标
——品读《鹰起燕赵—“首都航校”创建往事》

■张 雷

读书伴茶，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的

雅事。茶汤就着墨香，轻抿一口，犹如

微风拂面，浮躁皆去。因此，有人讲：

“读书是一种乐趣，品茶是一种情趣。”

品茶，不只是解渴，更是茶韵的捕捉；读

书，不仅在于求知，更在于思想的洗

礼。读书领悟书意，品茶饮得茶香，二

者异曲同工。

好书如同好茶，去虚去浮，求淡求

真。好茶，振奋精神；好书，动人心扉。

茶之好，在形、在色、在味，用心泡制，始

得茶香扑鼻；书之好，在文、在理、在意，

仔细品读，亦能滋养身心。

读书如品茶，细啜慢饮方能得其滋

味。初读一本书犹如品头道茶，晦涩中

带点苦意，浅尝辄止，触动最难平复；再

读则如品二道茶，回甘中夹杂清香，沁

人心脾，久久不能忘怀。英国作家王尔

德说过：“把一页书好好地消化，胜过匆

忙地阅读一本书。”正如品茶需要试温

和闻香后才可以小口啜饮，读书同样也

要经历略读、粗读和精读三步。一是略

读，翻阅序言，记读目录，了解全书的大

概；二是粗读，从头到尾速读一遍，把握

全书的脉络；三是精读，逐字逐句，逐段

逐篇，抄录全书的精华，批注自身的见

解。“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茶要细品，书要精读，道理就

在其中。

读书如品茶，千挑万选方能得其

精华。茶有千百种，书海且无涯。选

茶需要观形察色闻味，挑书更要选择

最适合自己理解、对自己最有价值的

书。作家赵树理说过：“读书也像开矿

一样，‘沙里淘金’。”选书要有火眼金

睛，而不是跟风随大流，否则不仅容易

浪费宝贵的时间，还得不到营养。我

喜欢读大家的作品，犹如品名茶，一口

就能把味道铭记于心，或浓酽如普洱，

酣畅淋漓；或清冽如龙井，超凡脱俗；

或醇厚如乌龙，严肃深沉；或芳香如碧

螺春，馥郁淡雅……

读书如品茶，宁静平和方能得其真

谛。明人徐渭说过：“茶宜精舍、云林、

竹灶、幽人雅士。”可见品一壶香茗，不

在于水，不在于器，而在于环境。读书

亦讲究心境，心中浮躁时，即便是好书

趣书也读不进去。宁静的环境催发茶

香，平和的心境促进深思。纵使处于喧

嚣杂乱之中，守得心静如水，捧得好书

在手，亦可收获一二。清代文学批评家

金圣叹在评书中提到：“读《西厢记》，必

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

尘于胸中也。”读书扫地只是一种仪式，

重要的是读书之人要去除心中杂念。

心无旁骛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往往都

能觅得书中意境。

我喜欢在忙碌之余，摊开一本好

书，泡上一杯清茶，让心灵少一点浮躁，

多一丝静谧，以平常心走好军旅路的每

一步。

读书如品茶
■林 杰

军旅诗人、作家胡世宗对长征和
长征精神情有独钟。1975 年和 1986
年，他两走长征路，感受红军长征的千
辛万苦，汲取红色基因的充足养分。
此后的几十年里，他把传承长征精神
作为不可或缺的社会公益活动，创作
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通过一场连一
场鼓舞人心的报告，朗读宣讲这些作
品，传播长征精神。

胡世宗 15 岁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现已出版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评
论集等文学著作 66部，主编、选编文学
作品集 44部。出版了 17卷、972万字、
记录 55年历史长河岁月的《胡世宗日
记》。目前，年逾七旬的胡世宗正在撰
写《文化名人书系》，已经完成《我与臧
克家》《我与刘白羽》《我与浩然》《我与
李瑛》4部。

胡世宗第一次做关于长征的报告
是上世纪 90年代，至今已有 20多个年
头。他出版关于长征的诗集是在 1987
年，到今年 30多年过去了。透过胡世
宗的坚持，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一位军
旅诗人、作家的坚毅品格和坚强意志，
从中真切地读懂了他作为军队文化工
作者肩负传承革命精神和传统文化双
重使命的责任坚守。

胡世宗坚持几十年讲长征，宣讲超
百场，听众突破万人次。尤其当前，为
配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他更是不顾疲劳，四处奔走。有时一天
两场，一连多日，日程排得满满的。他
独具特色的报告揭示了长征精神的主
旨，赢得广大听众的高度赞誉，引起良
好的社会反响。

胡世宗讲长征，善于深入浅出，善
于联系实际，善于引申意义。他通过长
征沿途的访谈，激情创作的诗篇，内化
于心的感受，诠释红军用信仰、生命和
意志谱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精
神，做到了“二有”。一是有底蕴。胡世
宗掌握重走长征路的珍贵史料，熟悉当
今社会不同的思潮及影响，所以他具备
讲好长征、把长征讲“活”、把长征精神
讲透彻、把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讲到位
的文化底蕴。长征的历史背景、红军的
英雄事迹、漫长的艰难历程、闪光的思
想境界、高贵的无私美德、统一的步调
作风、严密的组织纪律、生动的感人故
事等等，他都烂熟于心，做到信手拈来；
二是有底气。胡世宗真心实意爱长征，
脚踏实地走长征，真情实感写长征，激
情如火忆长征。

胡世宗讲长征，通过鲜活的事例、
感人的故事让人认识到，无论时光如何
流逝，社会怎么变化，爱党爱国爱军队
爱人民的革命本色不能变，共产党人的
初心不能变，历史使命不能变。新时
代，面临的仍然是漫漫长征路，依然需
要阔步迈向新长征。

胡世宗关于长征的报告风格独
具匠心，特点鲜明。一是真情实感，以
自己的见闻为主体。通过两走长征路
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所记所写，豪
情满怀地讲述对长征的认知与理解、
歌颂与赞美、感悟与思考。二是注重

细节，以生动的故事为线索。他通过
“衣衫褴褛，须发蓬垢的刘排长”“带伤
追队伍的张铚秀”“雪山上一只紧攥银
元的手臂”“两位将军寻找救命恩人”
等细节，歌颂了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
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用鲜血乃至生命
支持红军长征的高风亮节。三是善于
诠释，以撰写的诗歌为注解。讲到动
情处，他声情并茂地背诵自己在长征
路上写的《沉马》《血葬》《寡妇村》《陵
园》等诗作，借以传递自己感悟长征的
万千情怀，诠释长征精神的伟大意
义。四是延伸升华，以感悟思考为借
鉴。他以史为鉴，拓展长征精神的内
涵，讲收获，谈体会。他说：“长征精神
不仅仅是红军战士用理想信仰铸就
的，也是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凝聚
的。”“现在社会普遍认知的长征精神
是后来者总结概括提炼的，更是革命
前辈用双腿丈量的，用顽强毅力和革
命意志书写的。”他的这些感悟，带有
生命的温度和时代的热度。

胡世宗两走长征路的非凡经历，是
用脚丈量、体会长征之艰难；他在长征
路上写的 6部书籍，是用笔歌颂、赞美
长征之壮举；他坚持数十年宣讲长征精
神，是用声音传承长征之传统。他之所
以讲长征得心应手、与众不同，离不开他
那颗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军队和人民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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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长篇传记《洪学智》（人民出版社）终
于出版了。对洪学智将军的认识和书写，
是我一次宝贵的、难得的体验；是创作手
法和写作水平的一次较大的突破；是智
慧、耐心、体力、技巧的考验，也是人生理
想、思想境界的道德洗礼和精神升华。自
2010年 4月 23日进入工作开始，直到厚
厚的三卷本成书放在案头，长达八年半的
时间，种种经历令我百感交集。

关于战争、命运、成长，关于军人的
使命、责任以及牺牲，一向是我最为关
注、最愿投入的选题。这一次为洪学智
将军作传，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投入几
乎全部的心力。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
间，循着洪学智将军的革命历程，前往
洪学智将军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北
京、安徽、河南、湖北、山西、江苏、黑龙
江、吉林、辽宁、四川、陕西、青海、内蒙
古等地的 24个市县，参观寻访各地纪念
馆、党史办、革命遗址或烈士陵园近 30
个，地面行程六千多公里，直接采访有
关人员 500余人次。还对在京的军地档
案馆等单位进行了走访及资料收集，不
仅收集到了最为真实、全面的第一手素
材，更有了在真实环境和情境下的切身
体验。直到我确认能游刃有余地构建
人物历史脉络，才开始动笔。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严
谨态度，本书中所有人物，只要有名有
姓的全部来自真实的人物，全部依据准
确真实的采访完成。

认真、持续的情感投入让我保持着
一种特殊状态，我常常会在迥然不同的
场景里，跟着主人公及其他周围的人物
角色跳进跳出。传主长达 78年的革命
历程，风云变幻，气象万千。我在此之
前的创作历程中，无论是小说、诗歌、戏
剧还是报告文学，都没有如此繁盛、丰
富的体验。

将帅传记类的作品在图书市场上
数量不少，国内外的人物传记我也读了
很多。部分作者用历史资料做背景，加
上一点文学化的描写就算完成。在文
本叙述方式上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体式
和腔调，往往强调严格忠于史实而疏于
文学的营造，这种虽然“安全”但平面、
单调、刻板的表达方式是有欠缺的。怎
样从这种一般的表达方式中突围，对我
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很
重要的因素是控制力与风格，后者更像
是一种标志。我要求自己给故事找到
最佳的展开方式，在众所周知的熟悉党
史军史背景下，同样的人群，同样的环
境，我希望做出独辟蹊径的表达。

穿过历史的尘烟向当年望去，一个
17岁的年轻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加入
革命队伍后，从此离开家乡离开亲人，
在完全陌生的战场上置身生死血火，他
会经历什么？

我想让传主为更多人所知，形象更
加立体丰满，于是我耐心地写，细致地
写，用了大量细节代入和还原情境，普
通、平凡，却精准、妥帖，动人心魄甚至
尖锐刺骨。叙述形式上，随心所欲自由
出入，细致入微地描摹人物情感的脉
络，让人物有自己说话的声音，这是小

说和戏剧写作训练中的基本功，对纪实
性的写作同样重要。

洪学智自 1928年加入革命队伍，到
2006年因病去世，78年的革命生涯，亲
身经历并见证了我党我军不断成长壮
大的历史。他曾经两次被授予上将军
衔，漫长的任职生涯也堪称传奇。洪学
智一生经历丰富，命运起伏蹉跎。他是
战将，又长期从事政治、教育工作，抗日
战争时期在陈毅领导下的抗大五分校
任职，并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盐阜军分
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跟随黄克诚到
了东北，任我军历史上第一位“铁道司
令”，在四野任“旋风六纵”司令员；作
为前线指挥员指挥了万山群岛战役；抗
美援朝时期作为彭德怀的副手，任志愿
军副司令员，以有力的后勤保障粉碎了
敌人的“绞杀战”，创造了“打不垮炸不
断”的后勤保障线，为战争的最终胜利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庐山会议”后受冲
击，“文革”中受牵连，下放到长春等地
前后长达 1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
邓小平提名复出，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
公室主任，主抓国防工业；他先后两次
出任原总后勤部部长，后任军委副秘书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以人物成长经历的时间先后为
顺序，通过一系列精选的故事事件，表
现人物性格发展，再现人物的特殊经历
和命运，展示人物的伟大情怀。军人品
质是他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他对党
对事业忠诚无畏，坦荡正义又富于谋
略；立场坚定，百折不挠；他经验丰富，
又不断创新；他品性高洁，律己厚人；他
是忠诚的战友、得力的干将、宽厚的领
导、风趣的师长，是慈爱严格的父亲，也

是深情的丈夫。
这样一部长篇作品，我面临写作上

的巨大难题是结构的严密性与行文的
连贯性，还有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人物
形象要清晰，必须做到思想性、艺术性、
可读性的有机结合；在写实的基础上，
还要赋予文本生动鲜活、跌宕起伏的叙
述风格；注重修辞语言、比兴的使用，强
调叙述节奏的疏密铺陈、缓急轻重，既
要气势磅礴又需娓娓道来；作品不仅要
有史料价值，更要有艺术生命力。

作品要深入人心，作家就必须对传
主的生活和生命进行深切体察和严谨
探索，积累、经验和耐心缺一不可。想
要写出好作品，作家必须用足够长的时
间俯下身来，专注甚至要达到入定的状
态。这部 120万字体量的长篇作品，我
前后修改了 15稿。无数个夜晚来临，我
守着这部作品直到东方发白，多少艰辛
不为人知。这部作品的写作，让我放
弃、调整了既有的写作计划，也让我的
人生因此而更加厚重。

我专注地写，一遍遍修改。不知疲
倦或者忍受疲倦的日子，总有激情和向
往，因为人物在我的文字中活着。

在这个高扬主旋律、呼唤真英雄的
时代，我相信这样一个真实有力的人物
可以唤起人们心中的激动、情感和正
义。这样有血有肉、有人情有精神有信
仰、有担当有情趣有作为更有贡献的传
主人物的出现，将在理想信念、价值理
念、道德观念上激励人们，坚定信仰，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如此说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因为壮丽的人生、精彩的故事可以
永远留存。

在红色历史中抒写精神之美
——长篇传记《洪学智》创作谈

■张子影

创作札记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