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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45年军龄的老海军黄传会，近 40年
的文学航线大致有两条。一是致力于反贫困
题材的报告文学书写，采写过《希望工程》
《中国山村教师》《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作
品；二是不忘初心和本分的“海军作家”写
作，推出了《中国海军三部曲》《中国海军：
1949—1955》《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追踪》等。这些作品的题材或关涉“让人们
最感焦虑和痛苦”的问题，或“包含着时代
重大”的主题。作者实录和存活了独具价值
的报告对象，而这些作品最终也建立起一个
作家坚实卓然无可忽视的文坛形象。

《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叙写
的基本内容，题目已经告示了读者。撤侨题
材，已经有影视作品和其他报告文学作品加
以表现。但黄传会的新作依然别具价值。这
部作品首次以非虚构的方式，将中国海军与
撤侨关联了起来，真实具体感人地展示了大
国力量、大国担当和大国情怀，同时通过对
作品主情节线的有机穿插，再现了人民海军
威武自强的光辉形象。作者在扉页上赫然标
注：“此书谨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
周年”，既表达了作者对人民海军深挚的初心
情怀，也正好给出了此作非比同类其他创作
的意义。

该作品以复线落实“大国行动”的叙
事。从首章“来自索科特拉岛的呼救”到

“临危受命”及至“回家”共七章，章节标题
明示了《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
撤侨救援的写作主线，主线清晰而曲折，扣
人心弦，引人入胜；另一条副线则是对内蕴
其间的人民海军成长史的摄取。由“黄水”

海军到“绿水”海军，再到“蓝水”海军，“我们的爱是
蓝色”“亚丁湾，我们来了”“真是海军来接我们”，这一
副线正是作品主线叙事展开的逻辑基线。“微山湖”舰舷
挂着的红底白字大标语“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就
是新中国发展史、人民海军建设史的特写和剪影。没有
祖国的繁荣，没有海军的强大，也就没有也门撤侨的可
能。诚如外交官所言，“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我国在海
外公民撤离行动，这次也门撤侨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
也是最扬眉吐气的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事件，同时它也
成为特殊的视窗，检验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彰显了人民
海军是一支使命必达的坚定力量。题材题旨的重大重
要，主线副线的交织相应，达成了也门撤侨这一行动中
大国的形象及其价值。

在作者黄传会看来，2015年春中国海军也门撤侨，
是“展现沉着理性和人间温情的历史事件”。这样的感觉
和判断，大致上确定了《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
侨》的叙事路向和基调。这里的“沉着理性和人间温
情”，既是作品报告对象的客观存在，也是报告文学创作
的一种基本风格，只是在这部新作中体现得更为鲜明。
黄传会的报告文学，虽为宏大叙事，但并不虚张声势、
高悬飞翔，而是一种紧贴对象、深入内核的纯朴写作，
因而显得更为踏实真切信然可感。“人间温情”在这里并
不是个体生命中的小情绪，而是有关祖国大爱、家国情
怀乃至人道博爱。作者特别设置“生活性叙事”，由此铺
展“行动”中普通人与祖国之间休戚与共的故事叙说，
即通过寻常百姓的命运遭际，表现作品的宏大主题。或
有言，“当个体的记忆，以喃喃自语的方式出现，一般是
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那部分”。黄传会在这部作品中，注
重的却是重拾“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那部分”。“我采访
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位叫阿美的姑娘。也门撤侨前一周，
她与闺蜜布蓝万里迢迢前往也门的索科特拉岛旅游。讵
料，战争突然爆发，她们惊慌失措。”“没有想到，两天
内，三位大使给她们来电话，询问情况，安抚情绪”，更
让她们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中国海军“紧急驰援，接
她们和岛上的7名中国医疗队员回国”。作品第一章“来
自索科特拉岛的呼救”和第七章“回家”，正以她们为故
事的主人公。其中的故事不是电影式的虚构，而是实际
的存在，但又具有非常态的故事性、传奇性。而正是在
普通公民这样的生活故事中，盈满了真真切切的祖国大
爱。“国家”“公民”这两个原来似乎只是政治化的词
语，在亲历了事件的主人公这里，“听起来却感到特别的
亲切，离自己很近很近”。这样的书写，对象曾有的新闻
性已经退去，而深蕴在其中的有意有情的真实故事，经
过作者的深入采访和智慧选择得以复现。报告文学的叙
事魅力正在这里生成。

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体。黄传会也坚持认为，“没
有采访的写作，不能称之为报告文学”。这位与共和国同
龄的海军作家，身体力行，年近七旬，重新踏上“现代
化军舰的甲板，再当一回水兵”。“那潮湿而又略带咸腥
味儿的海风，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那一张张充满青春
朝气的脸庞，忽然间，变得特别熟悉起来。”正是有了与
水兵打成一片的沉入式采访，才有了这样富有对象质感
的成功写作。黄传会的新作《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
门撤侨》，恰是一部真实描绘时代精神图谱、倾情讴歌祖
国强大的报告文学。作品为人民海军也门撤侨的大国行
动立传，抒发内蕴其中的祖国和人民深情厚爱的交响。

摘自《光明日报》 丁晓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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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
代的风气，“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
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承担记录新时代、书
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
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
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
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纵观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写剿匪的《林海雪原》、写土地改革
的《暴风骤雨》、写合作化运动的《创业记》、写
改革开放初期的《平凡的世界》，都很好地叙述
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并且最后都成为
了经典。

众所周知，脱贫攻坚是当前我们党和国家工
作的重中之重，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
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
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
伟大创举。面对如此宏大的时代主题，文艺应该

“在场”而不是“缺席”，文艺工作者应大有可
为，也必将大有所为。近年来，用文学记录新时
代，用创作践行新使命，已日益成为中国文艺界
创作的一个方向，特别是聚焦脱贫攻坚的题材十
分抢眼，很多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
作，仅广西就先后涌现了《驻村笔记》《阳光起
舞》等长篇小说，成为当下广西文艺界对脱贫攻
坚战的生动表达。

我们知道，任何文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根植于某种现实土壤或传统之中。对绝大部
分作家而言，其文学之路往往起步于自己“走过
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熟悉的一切不仅
会源源不断给自己提供创作素材，同时也会使作
品的真实感更强，可信度更高。《阳光起舞》是
广西瑶族作家班源泽继《市长秘书马苦龙》之后

“十年磨一剑”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不过，
这次班源泽并没有在官场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前
行，相反却是从宦海沉浮中抽身而出，大跨度转
向乡村，转向脱贫攻坚这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主
题。小说取材于作者十分熟悉的桂西北大石山
区，以返乡大学生村官阳光历经磨砺、破茧成长
的故事为主线，以光彩、光云絮、牛劲等土生土
长年轻人的故事为副线，生动呈现了扶贫开发如
火如荼的图景，展现了以阳光、光彩、光云絮等
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大石山区年轻人热爱家乡、建
设家乡，在脱贫攻坚广阔天地间“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风貌。

当然，要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光靠农村现
有的干部队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强化人才支
撑，特别是年轻血液的注入。因此，作者自然而
然地把目光聚焦在以阳光、光彩为代表的年轻村
官群体，他们有知识、有想法、有思路、有干
劲，而且还受过市场经济潮流的洗礼，他们进入
村“两委”班子后，实实在在为基层组织注入了
新的血液和活力，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思想
和理念，改变了基层组织的知识结构、年龄结
构，更能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真正
形成“鲶鱼效应”。作为年轻村官的代表，虽然
阳光和光彩性格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心理诉求
不同，但共同的责任、使命和担当，使他们最终
成为神牛山村“两委”的“最佳拍档”“梦幻组
合”，他们并肩作战，在工作中互相理解、互相
支持，排除万难共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
的大事，实现了对上一辈村“两委”班子的超
越，较好地展现了当代年轻村官群体胸怀理想、
敢于担当、砥砺奋进的形象。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
文艺创作，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
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桂西北大
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土”
之称，曾有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考察后认为这里

“是世界上除了沙漠以外，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
地方”。班源泽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怀
有深厚的感情，农村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境，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促使他不得不替农村思
考出路，并通过阳光、光彩、光云絮、黄林等年
轻人的思想和行动，勾勒出大石山区的未来。
《阳光起舞》故事接近尾声时，阳光与牛哥对话
时所唱的那首山歌，其实就是作者关于农村未来
出路的高度概括。虽然这首山歌是阳光关于神牛
山村未来的设想，但实际上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开展的，其核心就是
写好交通、产业、文化、班子四篇“文章”。

从总体上看，《阳光起舞》是一部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力作，在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该小说同样也
不可避免地留下一定的遗憾。比如，作品厚重感
稍显不足，特别是置身于脱贫攻坚这么宏大的叙
事背景，小说整体呈现出来还是相对平淡。主人
公阳光有知识、有文化、有朝气、有梦想，但面
对生活赋予的重重考验，作者在一些情节处理上
往往太过简单、粗糙，太过传奇、偶然，缺乏足
够的曲折度，使得主人公在事业和爱情、顺境和
逆境、生存和死亡中难以获得足够的启迪，读者
也难以感受到主人公那种劫波渡尽后“化蛹为
蝶”的人生蜕变。这些，都是作者今后创作要注
意的问题。

摘自《文艺报》容本镇黄灵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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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
史有没有一部“正史”？答案非《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
莫属。

完成此部鸿篇巨制的并非个别学
者，而是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机构，

或许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到底是什么来
头？

1990年，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向中央
报告，建议成立当代所，负责研究、编
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央批准
了报告。

这部被官方简称为《国史稿》的著
作，单从名字就能看出它的分量，前后
历经 22年，仅定稿本的审读就经历了 3
次，用了 3年时间，由 30个中央部委参
与修改打磨，最后由中央审定和批准，
2012年公开出版。可以说，《国史稿》
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中国
当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将国史嵌入历史语境

《国史稿》阐释共和国的历史，用
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中
华上下几千年，修“国史”不是头一

遭。一部“二十四史”，道尽天下兴
亡。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
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如果

“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
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了”。读史，一方面靠辨别，但另一方
面，如果修史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
它”，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国史稿》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阐述共和国的历史。一方
面，不同于其他国史研究，《国史稿》
力图将共和国的历史叙述还原到更大的
历史语境中，因而专设了一个“序
卷”，从历史文明、近代图存和新民主
主义革命等多个方面进行铺陈，表明新
中国成立70年来的探索，是从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
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由衰转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
的，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年的传承发展
中得来的。另一方面，《国史稿》的研
究是客观辩证的，如第二卷，对1956年
—1966年共和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
年，既充分肯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
括经济上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
础、农业上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不凡业
绩、文教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同时不讳言这个时期犯下的错误、经历
的挫折，包括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

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片面追求“一大
二公三纯”，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绝对
化、扩大化的错误等，都作了如实的叙
述和必要的评析。对于一部“正史”而
言，能够“董狐直笔”，舍去“帝王将
相”的拔高和“为尊者讳”的顾忌，是
不容易的。

万语千言只为突出主旨

《国史稿》 的一大特点是主旨鲜
明，可以用“三个一”来概括：突出一
个主题，即中国人民和代表人民意愿的
国家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遵循一条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并形
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把握一个主流，即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在成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社会主
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未完待续且听下回分解

对于共和国重大历史问题的梳理和
评价，《国史稿》贯彻《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有关文件和
领导同志重要论述的精神，用历史事实
证明：新中国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
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和发展不易，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全书所引文献注
释，除了毛刘邓陈选集文选或年谱外，
还有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重要文选选编选
集（如《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共中央文献选集》）、中央各专业部
门的文献文件汇编（如《民族问题文献
汇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等材料，论据本身可靠真实，进一步增
加了全书论证的严谨性。

令人称叹的是，《国史稿》只从共
和国成立写到 1984年 10月 20日中共十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 为止的 35 年，“这以后的国
史，将陆续分卷出版”。看来，这部

“正史”是未完待续。如果说曹雪芹
“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著成 《红楼
梦》，那么《国史稿》 22载耕耘，只为
撰写共和国35年春秋，从时间成本的耗
费上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正体
现了这部共和国“正史”非同一般的含
金量。相信它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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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共和国正史
（图书中的共和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