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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窗前灯下，断续读东坡传记。时闻风声，与风翻竹的沙沙

声，许还有风动蔷薇叶的、紫藤花的声响。
蔷薇叶已然丰茂，大蓬的翠绿，几将枝条全然淹没，前几

日高温，绿叶间竟见有三朵小红花儿开出来，颇令人惊异。按
正常节律，这里的蔷薇，花多放于五月。可是，持续三四个午
时几达 30℃的高温天气吧，牡丹也乱了方寸，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似的，急匆匆地就将花开出来，又急匆匆地谢落退场，甚
是潦草的一个花期。办公楼前两片垂丝海棠林，不过两日不
见，就由繁花满枝变而为绿叶满目。紫藤花本是差不多可从
四月初直开至四月末的，也在那几个高温天气里忽地就争先
恐后开起来，不几天的工夫，眼看就要开到花穗的末梢，连最
爱它的个大腰细的熊蜂好像还没怎么反应过来，不似往年那
般得了号令似的结着伙儿寻摸到花前疯了般欢唱狂舞。

春还是春，可总有些什么不一样。可恶的疫情，仿佛一并
也搅扰着自然的、草木的节律。

恰读至东坡与夫人王闰之关于春夜的一段颇有情致的
对话。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里都

有提及。对话发生在东坡知颍州之年的二月十五夜。聚星堂
前梅花开得正盛，满月的光色也正好，东坡独坐无聊，深谙天
才丈夫秉性的王夫人见状，出言以劝：“春月胜于秋月，秋月
令人有凄惨的感觉，春月却令人和悦。何不召赵德麟这些人
来，饮酒花下？”

苏轼闻之大喜，喜中有讶，因不曾想到夫人竟能说出如
此诗家说的话来。于是依言邀人共饮花下，饮时，依夫人语意
作以下词：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婉
香。轻烟薄雾，怎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东坡以词记录自己赏月闻香、识得妻之诗性一面的欢
喜，抒发岁月不居时空变迁的感慨，教人领略悟知春阴之美
好与可珍贵。今夜，十三，月快圆了吧，亦值春时。可是，阴的
夜，不见月。摇荡的是夜风，携着花的、叶的淡香，以及它们的
密语。纷纷开出的紫藤花密簇于穗，风必也使瓣儿相互摩触。
以及密聚着的竹叶、蔷薇叶。夜风颇冷。昨晚温度降下来。原
以为会有一场大雨的，可解却农田的干渴，却只在今晨略湿
了地皮而已，雨都下到江南去了。天气一整日地阴着，也一整
日地冷着，至夜尤甚。那么，花开的速度也是要放缓一些么。
美的物事，从容和缓些铺排更好。那么，姑且就着这似乎慢下
来一些的节拍，将书里书外这纵贯千年的春夜，细做清赏。

二
夜窗前，小桌边，一灯烛照方寸地。有半透明的小蜘蛛伶

俐爬来纸页，缘侧边匆匆逡巡好一番，又顾自遁去。

读书。仍东坡传记。试图了解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人，一个元气饱满、才气纵横、经历坎坷、阅历丰富、秉性真
纯、意趣盎然的人，远比虚构的文学形象更有意思。而况，借
他，还可一并触知文学艺术与历史。断续翻读，不求甚解，且
常过目辄忘，姑且满足于即时之豁然与欣悦。

窗外断续有人语、犬吠、鞭鸣，间或可闻藤花坠地的轻轻
声响。牡丹已尽落。芍药是有朵儿的，终究为近侧牡丹所欺
压，必是开不出花儿来了。而那片氤氲数日的紫雾，亦是将尽
散了。昨日谷雨。疫情缠困，来不及、不能够好好地赏看，转眼
时已春暮。春事，犹如一场缥缈的梦。

春梦。因东坡诗作，而使后代人知道，如尘埃草芥般存在
过的生命里，还曾有过一个叫“春梦婆”的人。“仕至从官、出
长八州”，担任过帝王老师、做过八州太守的东坡，于花甲之
年，远谪当时还是蛮荒地的遥远的海南儋州。老迈的东坡，于
贫困凄苦之中，努力发现、寻找着生命的乐趣。与黄州、惠州
贬放时一样，到儋州不久，他也颇识得几个当地土著。中有一
七十多岁老妇，人皆称之为“春梦婆”，因她曾对路遇的东坡
这么打趣：“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她的话，令苏公顿
然诚服。双足紧贴泥土一生的老妇，却有洞悉人生奥秘的哲
人般的通透。

于深长冬寂之后到来人间的春，蓬勃，缤纷，美得令人心
旌摇动，可是，短暂，无法遮挽。藤花将尽，然而蔷薇始有花
发，蛙鼓的日子亦将不远。放过去的过去，迎将来的到来，夏
亦自有其妙处。

遥叩东坡
鲁声娜

每当我路过席地而设的旧书摊前，面对那被寒风“翻
动”的旧册，心中便顿时联想起画家张乐平先生笔下那露
宿街头、瑟瑟发抖的流浪儿三毛，而恻隐之心总是驱使我
义不容辞，将其“收留”。

与蓬首垢面的流浪儿一样，这些曾被人作为“废品”
对待的“流浪书”大多也是异常“龌龊”，有的甚至面目全
非!所以，“流浪书”一旦被我收留，首先要为其“洗尘”，掸
去浮灰，清除污垢；对于油渍、虫蛀则须用药液特别处理，
有时还要对破损书页做裱糊“大手术”，最后再经曝晒消
毒，方可上架。

“流浪书”来自“五湖四海”，它们各自因为不同的原
因颠沛流离，辗转到我的手中。它们的原主人我无从知
晓，但从扉页的签名上尚可猜出一二，如签名字迹古朴而
苍劲，原主可能是位资深长者，反之，字迹稚嫩原主则可
能是位青年后生；娟秀的题款展现大家闺秀的才学，而破
损、涂鸦的书册必是厌学顽童所为……

而这些“幸存者”多为经典名著，我备加怜惜，一旦得
到，总是竭尽全力为其“整容”，一经治愈，便将其安放在
书架最显著的位置。

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书”，是我受家兄影响，自幼养
成的习惯，如今退休，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此项“公益
活动”并乐此不疲。如此日积月累，几个书橱业已“满员”，
粗略估计，恐已“破万卷”矣!

其实，我对“流浪书”们的“乐善好施”不只是出于对
其同情与怜悯，实在是竭力寻找和延续青年时代的精神
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浪书”则是我早年失散，今又
重逢的“密友”。当秉烛夜读，仿佛与老友彻夜话旧，当旭
日临窗，我面对书橱，默念书名，追忆学生时代互相传阅
的情景……

岁月飞逝，我已近耄耋之年，如何让藏书不再“流
浪”，成为我身后一大要事。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居住的城市近年来扩建、新建了
多座公益性图书馆，就连街道、社区，甚至郊县农村都纷
纷增设了图书阅览室，足见国家对文教事业的重视。“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名言得以普遍认同，早年“先睹
为快”的阅读氛围得以恢复发扬，学校也将阅读设为必修
课。人们读书爱书，必然善待每一本书，与之朝夕相伴，手
不释卷，而广大读者的家庭正是万千书类的安身之所。

如此看来，我对藏书最后归宿的担忧是多余的了。

善待“流浪书”
江正

《中国文化导读》由香港城市大学组
织两岸三地学者编撰而成，是一部可供
广大青年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读
本。全书分为《中国历史概要》和《中国文
化导论》两大部分，今天我就中国文化中
的“儒释道，道儒墨”，谈点读书体会。

现在，不少人一谈中国文化就讲儒
释道，而讲儒释道又基本上只讲修身修
养，这给人一个错误文化认知，好像中国
文化是内向的，甚至哲学大师冯友兰都
讲中国传统哲学是内向的，追求内心的
和平与幸福。这就是过多关注儒释道，没
有真正了解中国原生文化的架构造成的
错误认知。

诸子文化是中国原生文化的经典体
现，显然诸子文化包括了天道、修身、礼
乐、法制、纵横、阴阳、兵学、医道、名辩、
科技、百工，是内修道德、外治家国、参赞
天地完整的合外内之道。其中有代表性
的三家道儒墨，都是天道文化贯通到术
用器用的，只是道儒两家天道论述更精
深有体系，墨家在天道上论述薄弱一些，
而儒家又有丰富的礼乐、历史、九数、百
工内容，内圣外王体现更有代表性，墨家
则在科技、名辩上更有特色，如此道儒墨
三家完整体现了内圣外王，法、纵横、兵
者只是具体的专科，外王的具体体现领
域。所以，中国文化的经典代表应该是道
儒墨三家。三家文化内圣如根，外王如枝
叶花果。所以，在汉代完整体现于帝国，实现了帝国对东
方的文明秩序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实现。

佛教传入在内修方面增加了内容。而道教也发展了
两千年，儒家则在唐末宋明展开了理学、心学的深入探究
和修身实践，于是，这个时代体现出儒释道三家的争鸣，
比之一神教的独霸，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与活跃
竞放。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没有破坏
中国文化的内圣外王一体性。宋明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是
新儒家，新儒家在宋明时代除理学、心学进一步开掘了内
圣，更在制度、科技、兵学、工商业等方面发展了外王。所
以，除了理学、心学，中国人还要注意宋代经世之学和事
功之学，注意鹅湖之会理学与事功的争论。宋代《大学衍
义》重在内圣，明代《大学·义补》则重在补治平外王，开明
代实学之风，所以，明朝中后期研究制度研究科技形成热
潮，有很多科技成果，如本草纲目、算法统宗、乐律全书、
农政全书、广志绎、徐霞客游记、闽中海错疏、勾股义、测
量异同、新制诸器图说、神器谱、外科正宗、瘟疫论、物理
小识、天工开物、农说、种树书、针灸大成、东西洋考……
而明朝实学中有两派曰明体适用、王霸并行，新儒家的实
学实际上在文化逻辑上主动复兴了包括墨家的诸子之
学，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一贯内圣外王性格。

宋、明时代文化、科技在元明时代传播西方，引动西
方近代发展，才有西方科学主义发展与回传。

现在，中国人应该注意宋明儒家的文化成果与文化
逻辑，在吸收西方近代科技成果时，不忘内圣修身，也将
宋明时代的教法、科技成果与西方大学教育、科技成果融
合，使中国文化螺旋上升，贡献世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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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喜爱宋词，就不会不知道唐圭璋。唐圭璋先生是
南京师范大学已故的老学者，《全宋词》是唐先生编写的，
另外他还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宋词简释》等通俗读物。

唐圭璋四十五岁前后丧妻，从此没再续弦。每逢清明，
先生就会带上一支笛子一壶酒到亡妻坟前，吹笛饮酒，酒
尽而归。数十年始终如此，直到年迈力竭。先生每次上坟，
不烧纸钱，仅备浊酒而对魂相劝，然后吹笛一曲，吟词数
阙，黯然流泪而已。据唐先生的学生云：先生所吟之苏轼的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常令人肝肠寸断，闻者无
不落泪：“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
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
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
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乙卯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
年），这年苏轼正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作知州，这首词是本
年正月为悼念亡妻王弗写的。王弗十六岁与苏轼结婚，她
聪颖贤惠，又有识见，夫妻感情一向笃厚，但她不幸于宋英
宗治平二年（1065 年）二十七岁时便在开封谢世，次年归
葬于四川祖茔。经过十年宦海沉浮的苏轼，在这首词中表
达了对亡妻的深挚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写梦前，在对亡
妻的哀思中糅进了自己的身世感慨；下阙转入梦境，迷离
恍惚，再现了青年时代夫妻生活的实际情形，虚中带实；结
尾三句，写梦醒后的感慨：作者想象，在千里之外的荒郊月
夜，那长着小松树的冈垄上，妻子定会年复一年地为思念
丈夫而伤悲，以景结情，余音袅袅。唐圭璋先生说：“此首为
公悼亡之作。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
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

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开拓了词的创作内容，扩
大了词的意境。苏轼之后，与苏轼类似的悼亡词还有贺铸
的《半死桐·鹧鸪天》及纳兰性德的《金镂曲·亡妇忌日有
感》。

《半死桐·鹧鸪天》被认为艺术成就不在《江城子》之
下。“万事非”写出不堪回首的慨叹，“挑灯夜补衣”，再现了
亡妻日夜辛劳，甘于过清苦生活的场面，突出表现了诗人
对亡妻深沉的悼念之情。《金镂曲·亡妇忌日有感》对生活
细节的追忆、对来世结缘的期待，悲戚入骨，沉迷自伤的感
觉与李后主亡国后的词相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
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

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首人人熟诵
的词作，是毛泽东于 1957 年 5 月答李淑一时所作的《蝶
恋花》。词中“骄杨”，指的是其亡妻杨开慧烈士，而“柳”指
的是李淑一早年冤死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亡夫、同为
毛泽东战友的柳直荀烈士。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上阙起句
虽平静轻缓，但已显词人的非凡，他一扫历来对爱妻惯用
的“娇”，以“骄”替代，使读者感受到作者为献身正义事业
的妻子骄傲。两位烈士的忠魂成仙升天，稳稳地向上扬升，
直入九重天。“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描写忠
魂来到月宫，向传说中砍桂树的吴刚问候，吴刚敬重忠魂，
献出自酿的桂花仙酒来招待客人。此中“捧”字突出了吴刚
对烈士的仰慕之意。

下阙先写忠魂为月宫带去生气，让天堂生辉。长期遭
冷落的嫦娥见有贵宾自人间来，便跨出广寒宫，在万里长
空为客人表演霓裳羽衣舞，以示由衷的欢迎。正当忠魂在
天堂观赏舞蹈时，“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词
人在尾句运用了突然高潮再起的表现手法，烈士们正沉浸
欢娱仙境之时，忽闻活着的同志已在人间打败敌人、夺取
政权的好消息，振奋得热泪化作倾盆雨。以此再现忠魂虽
身在天上，但心留人间，仍时刻关注革命成败的情操。

毛泽东的悼亡词境界超群，在表现手法上有明显突
破，他将亡妻、同志、烈士、忠魂融为一体，使哀悼的情感在
崇高事业的大背景中升华，让人耳目一新。

我孤陋寡闻，原以为古来唯女子才情痴，如“上邪,吾
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
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多么坚贞感人的爱情表白！而
男儿却多负心，从《古风》到《氓》，“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诸如此类，见异思迁始乱终弃让人
痛恨的都是些男子。读这几首词，方感动于男儿的情深义
重，“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爱，当是这样的
一种情感：她不是朝三暮四的情感冲动，而是“执手一生，
相看两不厌”的不离不弃；她不是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而
是平淡中见真情的相濡以沫。当所有曾经炽热如火的感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平淡时，维系两人的应是由最初的
真爱转化而来的亲情，这份浓浓的亲情就像我们所依赖的
空气与水一样，成了我们生活的习惯与依赖，有了她们的
营养与滋润我们才活得更为踏实而宁静。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漫谈古往今来悼亡词

吴杰明

每个识得文字的人，都会有过阅读的经历，多多少少
留下遨游书海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畅快，一些美好的记忆
也会伴随一生。

像我们生长的年代，书还是个奢侈品，上学也随意得
很，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时，是我大伯把我从玩耍的门口小
河里叫上岸的，领着我去设在大队房里的村小学报了名，
开学后发现好多的同学人高马大，比我大了六七岁。初
识字开始关注父亲的书籍，看到他们看得津津有味，舅舅
喜欢阅读时唱书，连哼带唱很有吸引力，一张薄薄的纸上
竟有天大的魔力，让他们闲下来又读又唱。直到母亲把
一块钱让我上街，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供销社的书柜前，
隔着玻璃看着书名，觉得几十本都好，真想拥有这些书，
可手里只有一块钱，最后选择了《唐宋诗词简析》《阅读与
欣赏》，这两本长条形小册子，才开启了我的阅读。碰到
很多生冷字，就去问人求教，或查找字典。有了一书在手，
一连好几个钟头品读闲书，静听流莺的巧啭，细看花影的
慢移。现在想来，童年那段阅读时光，或许在我的心田已
经悄然种下了阅读的种子。

父亲的书桌是很破旧的，一些书籍锁在小木箱子中，
可那里却曾经是我的无限天地。这种无限来自翻烂了的
书刊和父亲的水利日记，以及那些可以无所事事不被任
何人打扰的、静止的光阴。每当打开我的小书橱，看到四
十多年前不同年代的书刊，不晓得当时怎么购买的，简简
单单的白纸书面，平平实实的素描插图，和今天豪华精美
的装帧不可比，但那些“旧书”我都认认真真地阅读过，书
中还有我用红墨水笔画的杠杠，也留有歪歪扭扭的“点
评”，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笑，一个充满激情的鲁莽幻
想的青年却跃然纸上。重新翻开泛黄的日记，好像那些
遗忘许久的记忆和习惯已经悄悄成为生命的底色。

父亲早就自费订了 2 份报纸、2 份杂志。高中毕业
时，我在买了不少书籍的基础上，也订阅了自己喜欢 3
本杂志，特喜欢其中《阅读与写作》和《作品与争鸣》，它们
深深吸引着我，带着我走向更远的世界。后来，在镇里工
作，也买了许多看似无用的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
赵本夫的《卖驴》读过好多遍，记忆犹新；林清玄的《温一

壶月光下酒》，以微小的事物切入禅理的智慧；余秋雨的
《千年一叹》《文化苦旅》，融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于一体，
贯穿的文化底色令人叫绝……正是这些不断的停驻反倒
令人在书中潜沉起来。

在南师大的时间，每次回家大包里都多了几本新书。
也许是阅读了才有写写画画的冲动，当第一次把稿件寄
出后，心中那种莫名的忐忑，几十年了每次投寄都会条件
反射有此感应，期待碰上好老师好编辑，收到样报样刊后
的喜悦只有自己体会其中的甘苦。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智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
使人深刻。”阅读，是一个人沉淀知识的过程。我开始相
信，一个有生命的人，不可能没有思考；一个把思考诉诸
笔端的人，终究会获得生命的延展。因为学识影响眼界，
眼界决定格局，而格局影响一生。知识的沉淀，可能不会
马上就给你带来回报，但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更没有白
读的书。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沉淀学识不只为了武装
头脑，更为了让自己拥有豁达丰盈的内心，拥有从容不迫
应对生活的勇气。

时光不会因阅不阅读而停留，更不会为没有阅读者
驻足。在这个智能化愈来发达的新时代，不被碎片化的信
息绑架，真正做了时间的主人，才会有属于各人阅读的空
间，才能真正在内心深处留下独一无二的美好记忆。

阅读的美好记忆
邹德萍

本报讯渊通讯员 倪梦莹 张建忠冤近日，长荡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实验幼儿园开展“喜迎二十大，阅读颂
辉煌”诗词诵读活动，品读精神盛宴，感受经典魅力。

活动中，随着《中华孝道》音乐响起，小朋友们做着舞
蹈动作将诗词娓娓道来，一篇篇传统佳作，经过教师们的
精心编排，将经典诗文与音乐、舞蹈、表演完美融合。通过
舞台表演形式表达孩子们的情感和对古诗词的感悟。一
张张稚嫩的脸庞、一声声激昂的诵读，生动地演绎出经典
诗文的韵律和意境，孩子们在诵古文、唱经典、习礼仪的
过程中，感受了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

长荡镇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倡导群众以书为伴，鼓励
少年儿童多读经典、浸润童心，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代
相传。

长荡镇

开展“阅读颂辉煌”活动

叶大地之上曳
作者院王方晨
出版社院 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 山东
文艺出版社

作品简介院 香庄
人离别故园，现代农
业组织入驻香庄人祖
辈耕种的土地。长篇
小说《大地之上》以乡
村干部李墨喜满怀赤
子之情缔造新城、逐
渐走进人心，并最终
找到乡村遗失神石的
真实过程为主线，生

动书写乡村振兴时代广大农民的生存状态，诗意展现大
地上丰沛华滋的乡村事物和奔腾澎湃的生命图景，热情
颂扬劳动者和新生活，极为敏锐地捕捉当代农民的新素
质和精神成长，从而揭示了当代农村的沧桑巨变。

处在“山乡巨变”之中的广大农民，从古老的土地上，
从千百年来传统落后的无比繁重的劳作方式中解放出
来，并终将走向更为广阔的现代化天地。一方面是时代背
景，一方面是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小说将两方面有机结
合，写出了真实生活的全貌。作品中充满了大量的乡村事
物。对生命、万物的生动描写，让整部作品洋溢着浓厚的
乡野气息。同时，作者把故事设计在了一个奇幻的神话传
说之中，以及民间腔调、民谣俚曲的运用，都让这部作品
带上了鲜明的文化色彩，润物细无声的诗意和亲切令人
沉醉。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院王方晨，1988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
小说“大地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背
后》《老实街》《花局》《大地之上》，作品集《凤栖梧》《不凡
之镜》《背着爱情走天涯》《王树的大叫》《祭奠清水》《北京
鸡叫》等，共计 900 余万字。

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文学选刊以及全国最新文
学作品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全国小说排行榜、“中国有
声”70 年 70 部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并译介为多国文
字。

曾获《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
大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年度军旅优秀文学作品奖、
首届齐鲁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泰山文艺奖、山东省优
秀图书奖等。

叶走出草地曳
作者院徐贵祥
出版社院 长江文

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院 本书

包含《走出草地》《将
军远行》两部中篇。

《走出草地》写长
征路上，富家子弟高
一凡从旁观好奇到同
情支持，到终加入革
命队伍的故事。这场
举世瞩目的大迁徙
中，活下来的每一位
红军，都是有血有肉，
并且可以立起来的大
写的“人”，高一凡存
在的意义，正是提供

了一个有关长征的旁观的视角。从他身上折射的长征，超
越了死亡、苦难，绝处逢生、苦尽甘来……

《将军远行》写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国民党
副军长李秉章，接受了一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任务，由
此在“寻找之旅的明与暗”中远行，直到以死明志，直到他

“只跟日本鬼子打仗，不跟八路军打仗”的夙愿得以实现。
两个中篇，一个“走”，一个“行”，共同诠释出中国军

人坚定的“信仰之路”。
作者简介院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

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
系主任。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著有长篇小说

《仰角》《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明天战
争》《特务连》《马上天下》《四面八方》等。曾获第七、九、十
一届全军文艺奖，第四、九、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
届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