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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季节，我一
边积极参加战“疫”战斗，一边认真真仔细
地拜读了著名军旅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徐
贵祥先生的新作《英雄山(上部)：穿插》
(载于《中国作家》2019年第8期)。由于是
在这个特殊时期阅读的，因而没能集中时
间、一鼓作气地读完，而是断断续续地、零
星地读。尽管如此，每次阅读，我都有很多
感受、感悟，于是，我在作品上划满了各种
各样的符号、做下了许许多多的标记。读过
这部小说，我对人们常说的两句名言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第一句是“文如其
人、言由心出”；第二句是“书籍是知识的
海洋”。

很久以前，听说有一部反映大别山革命
历史的著名小说——— 《历史的天空》，那个
时候，我不知道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更不
认识徐贵祥先生。后来得知作者就是六安
人、从大别山走出去的新时代骄子——— 徐贵
祥。未曾想，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不仅见
到了徐贵祥，而且和他相处了两天。再后
来，时常有点联系。短暂的相处、偶尔的联
系，使我对徐贵祥先生有了一些了解和认
识。我觉得，他的家乡情结很浓。虽然是
“少小从军今未归”，但心里一直牵挂着家
乡，说家乡话、想家乡事、写家乡人，朝思
暮想、魂牵梦绕的都是大别山。他的口音特
色鲜明，至今仍是满口的“霍邱话”“六安
腔”，他的作品绝大多数写的都是家乡的人
和事，他的性格豪放、热情迸发。他虽然是
著名的军旅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但是察
其言、观其行，我一直认为他更像一位指挥
千军万马、驰骋大江南北的司令员、指挥
官。他语言凝炼、“金句”频出，与他相
处、听他说话，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享
受，风趣幽默、铿锵有力，使人感到非常振
奋、常常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英雄山(上部)：穿插》写的仍然是硝
烟弥漫的战争岁月，仍然是一曲礼赞英雄的
动人乐章。有人说：“这是描写红四方面军
由建立起笔，在经历太多的风雨后逐渐成长
壮大，最终融入中国革命伟大浪潮的一部好
小说。”我认为，这部小说记录了凌云峰、
于众兴、张有田等一批军人的从军史、战斗
史，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史、悲壮史以
及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战争史。在阅读
《英雄山(上部)：穿插》过程中，我一直感
觉到不是在看小说，那字句、那词语、那语
气，就像是徐贵祥先生在面对面地给我们讲
故事。看到一些关键的词句，我甚至可以想
象的到，他会在什么地方眉飞色舞地讲、什
么地方手舞足蹈地说，把写小说变成讲故
事，让看小说变成看表演，这可能也是《英
雄山(上部)：穿插》的最显著特色之一。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言由心出。读了
《英雄山(上部)：穿插》之后，我觉得这句
话非常正确。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徐贵祥先生
的“口述”精品，写在纸上的与他讲在嘴上
的如出一辙，风趣、幽默，曲折、生动，有
情节、有故事，有力度、有深度，更有气
势！

小说所写的故事、所写的历史、所写的
内容，与徐贵祥先生的家乡大别山基本吻
合，文中很多字词、语句、人物、事件都深
深地打上了大别山的烙印，与大别山的人和
事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为什么把这部小说与其姊妹篇——— 《伏
击》合起来取名为《英雄山》呢？从小说的
内容看，我觉得这是因为英雄山孕育和培养
了凌云峰、于众兴、张有田等一大批英雄的
军人，孕育和培养了红四方面军等一大批英
雄的队伍。因此，我又觉得作者所描写、所
记录、所歌颂的英雄山，实际上就是生他养
他的大别山。

这是我读过《英雄山(上部)：穿插》之
后的一个方面感受。另一方面的感受是“一
本好书确实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可以让
人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人们常说：书籍
是知识的海洋。读过这部小说之后，我真切
地感受到了“读过这本书、胜读很多书”。
它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思想
性、政治性，艺术水准高、社会价值大。我
认为：

一、可以让人学到丰富的军史知识。这
部小说通过艺术的手法，比较系统地再现了
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及国共合作抗战的斗争历
程，比较客观地记载了红四方面军发展进程
及国共合作抗日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凌云峰、于众兴、张有田
等一批革命军人的成长史、征战史。

大的方面看，这部小说以红四方面军的
发展历程及国共合作抗战为线索，红四方面
军的艰辛历史、悲壮进程和红四方面军发展
历程及国共合作抗战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
件，都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较好地体现。比
如：长征路上开展的岐山整训、红四方面军
的三过雪山草地、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会
师、国共合作抗日、百团大战等众多的战役
战斗等。

之所以说《英雄山(上部)：穿插》能够
让人学到丰富的军史知识，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作者通过记录和描写凌云峰、于众
兴、张有田等一批军人十分艰辛的成长史、
血腥风雨的征战史、倍受煎熬的血泪史，深
刻地反映了军人的成长不易、部队的发展不
易、革命的胜利不易。读了这部小说，能够
让人更加全面深入地、真实客观地了解人民
军队的发展历史。

二、可以让人学到丰富的军事知识。这
本小说涉及到很多的军事理论、知识，涉及
到军队的发展史、战斗史，内容广泛、专业
性强，很多战役战斗在军史就有记载，加上
作者的合理想象、尽情地挥、科学演绎，既
十分精彩有“看头”，更寓教于乐有“学
头”，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军事读物。
比如：“那次战斗，打得空前激烈，敌

人是两个团的兵力，配属重火器，轮番炮击
幻龙崖主阵地，姚志远指挥不到五个连的兵
力，采取移动阵地的战术，运动战和游击战
相结合，打得神出鬼没。我趴在洼地里，密
切关注主阵地的形势，眼看敌人又一轮进攻
得手，步兵蜂拥冲向我主阵地的时候，我一

声令下，我们敢死队从潜伏的洼地里突然跳
出来，穿插前进，每个人手里都是拉好弦的
手榴弹，七个人，排成一排，一边走一边扔
手榴弹。前面立即升起一道烟幕，我们就在
这烟幕里，像齐步走一样，大踏步前进。直
到距离敌人只有二十米的距离，我才下令开
枪，这么近的距离，当然是弹无虚发……据
俘虏后来说，那场战斗，让他们大开眼界，
不知道我们红军用了什么新式武器，可以制
造一面烟幕墙，让红军躲在幕墙后面袭击他
们……”

作者把这些战役战斗写得枪声林立、硝
烟弥漫、精彩纷呈、活龙活现。我们这些不
懂军事知识的人读了觉得非常热闹、非常好
看，我想，那些从事军事实战和军事研究的
同志应可以从中看出一些门道，受到启发和
教育。

三、可以让人学到丰富的写作知识。如
今小说很多，但真正能够吸引人、感动人的
却不多。怎样才能吸引人、感动人呢？徐贵
祥的这部小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通
篇小说是一个大故事，每章每节都是小故
事，就像一颗颗熠熠发光的玛瑙串在一起，
更加光彩夺目、格外灿烂耀眼。

通篇看，这部小说可分为三条故事线：
一是红四方面军及国共合作抗日的战斗故
事。二是凌云峰等典型人物的成长故事。三
是凌云峰与安屏、何子非与张达理等人的爱
情故事。具体看，这部小说里有很多、大大
小小的故事，作者始终都在浓墨重彩地写故
事、娓娓动听地“讲故事”，环环相扣、节
节相连，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这样，一
个一个的故事串起来就成了这部精彩的小
说。

四、可以让人学到丰富的文学知识。认
真研读这部小说，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提
高文学素养和水平、增强艺术含量与色彩的
方法与措施。

多排比句。小说中到处都是排比句，几
乎每页都有排比句。比如：“侦察参谋，就
是跑得比兔子快，跳得比猴子高，爬得比乌
龟慢”……这些排比句，读起来朗朗上口、
听起来振奋人心，无形中增添了作品的振憾
力和吸引力。

多比喻句。小说的开头写了这么两段
话：“昨夜的暴雨把山峦冲洗一新，阳光照
在山坳里，远处和近处都是一团一团的彩
虹，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让人感觉不是身
处人间，而是置身于云雾中，伸手就能抓到
一把彩虹。”……“我们在街面行走的时
候，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有一些玫瑰色的
余晖在我们的头顶、眼前和脚下弥漫，感觉
很特别。好像我们不是走在街上，而是走在
云里。”全书的描写形象生动、人物的刻画
栩栩如生，常常让人感到有一种身临其境、
如临其中的感觉，很有感染力与亲和力。

多熟词、谚语，多锤炼一些“金句名
言”。徐贵祥先生在这部小说里用了很多熟
词、谚语、金句名言，比如：“有事不怕
事，没事不惹事。”……“磨难使我们成
熟。”……“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

点。”这些能够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熟词、
谚语有的是从民间直接吸收运用的，更多的
则是作者自己收集归纳、加工提炼的，十分
精辟。我预感，书中很多的“名言金句”将
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多方言、土语，力争形成特色。徐贵祥
先生敢于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在这部
历史小说里大胆使用方言土语，达到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运用了一些大别山区特有的方
言、土话，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还
使用一些现阶段流行的新词、新语，使本小
说摆脱了陈词滥调的束缚、充满了“新时
代”的浓烈气息。

多进行细腻的描写、丰富的想象。比
如：“它的南边是天堂客栈，北边是教堂，
天上挂着细细的月牙，从我站立的位置上看
出去，月牙的下方正好是教堂的十字架，在
半明半暗的群山轮廓的衬托下，泛着幽暗的
青光……”这些细腻生动的描写、入木三分
的刻画，好像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精彩
的画卷，让人在欣赏中暇想、在暇想中回
味、在回味中受益。

此外，作者还在很多地方把自己的内心
世界与思维活动毫不保留地奉献给读者，让
人读了之后很容易产生共鸣、一同进入丰富
的想象世界、产生美丽的美好憧憬。

五、可以让人学到丰富的百科知识。这
部小说涉及到各行各业，是一本涵盖古今、
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比如：关于“凌云峰
赤手空拳勇斗马蜂”的描写就很专业。“马
蜂是群攻型昆虫，你不惹它，它就不惹你，
你一旦惹它，而且端它的老窝，它自然群起
而攻之，要是遇到头蜂，你跑到哪里，它追
到哪里”……“我知道马蜂的性格，攻击没
有得逞，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它一定会继
续寻找目标，如果我蹲下，它就可能攻击别
人。”看看，作者对此是多么地了解和内
行。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许多闻所未闻的
东西，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多，真的让人读过
之后感到眼界大开、知识倍增，深受教育、
深受启迪。

推荐理由：
与别的评论著作不同的是，林宋瑜并不满足于

对作品的理解，她常常越过文本，把书写的笔触直
指作品背后的人即作家本身。读评论之余，还能借
助编辑之笔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故事，是更深一层
的探索。不仅满足好奇心，更可因此而对文本的处
境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这些细节的存在，既是编辑
与作者文学情谊的体现，是作品与《花城》杂志之
间的缘分，也是当代文学史中值得回味的某一个瞬
间、角落。

在纸页间穿行
作 者：林宋瑜

花城出版社

推荐理由：
本书围绕“梦幻花”背后的谜团，讲述了上下

几代人的故事。体现超越东野旧作《嫌疑人X的献
身》等作品的剧情掌控能力，将人们世代付出保守
秘密的宏大故事与悬疑推理巧妙结合起来，读着既
刺激，又有很强的文学性。另外，东野圭吾还在书
中融入了“如何寻找人生目标”这一问题，使本书
成为读者们不容错过的人生解答之作。

梦幻花
作 者：东野圭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推荐理由：
《美顺与长生》不像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长篇小

说作品，它清新、执着、深情，有着令人眼前一亮
的阅读感受。用文学的标准去衡量，它是个异类，
而从情感的维度去衡量，它又如此亲切。作者毛建
军不在文坛内，也不接受各种文学写作概念的约
束，他对这本小说的成功有些惶恐，但这恰恰是写
作的魅力，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唯有真实的生活
体验，加上诚实的生命态度，才能缔造浑然天成的
佳作。

美顺与长生
作 者:毛建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书籍籍是是知知识识的的海海洋洋
——— 读读徐徐贵贵祥祥《《英英雄雄山山((上上部部))：：穿穿插插》》有有感感

胡遵远

荐荐 书书

徐徐贵贵祥祥

(《英雄山(上部)：穿插》，载于《中国
作家》2019年第8期)

一部记述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从决策到实施
全部发展历程的长篇报
告文学《中国飞天路》
近日由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分为7个篇章、
共计30万字，配有50余
张照片。这本书通过生
动翔实的史实、鲜为人
知的故事、真实可敬的
人物，围绕载人航天工
程历史性的突破和重大
跨越，客观真实地再现
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研制
和发展历程，全面再现
了中国航天人在迈向航
天强国的征途上，走出
的“自主创新，重点跨
越，支撑发展，引领未
来”的飞天之路。

《中国飞天路》是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
的作品之一，由作家兰
宁远历时5年时间创作完
成。兰宁远长期工作在
航天战线并跟踪载人航
天工程的研制，亲历了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
号的全部研制过程，积
累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素
材。《中国飞天路》是
他继《飞天梦》《飞天
纪 》 《 挺 进 太 空 》 之
后，创作的又一部航天

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在本书创作过程中，兰宁远采访了曹刚川、

丁衡高、沈荣骏、李元正、胡世祥、王礼恒等工
程的指挥者，任新民、屠善澄等早期参与工程论
证的科学家，王永志、周建平两任工程的总设计
师，戚发轫、刘竹生、黄春平、崔吉俊、沈力平
等各大系统的“两总”，杨利伟等执行载人飞行
任务的全体航天员，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副总指挥沈荣骏、刘
纪原为该书作序，评价此书是“一部文字生动、
富有情趣，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体
现着厚重文化力量的好作品。”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总设计师周建平院士对书稿进行了审读。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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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 读读

大学生每天花多长时间阅读？最喜欢
读什么类型的书？近日，一项针对全国
864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五成学
生每天读书不足半小时，超四成学生每
月读书不足一本，小说、名著、传记最
受学生欢迎；近六成学生对自己读书的
情况不满意。
虽然这项问卷调查由于样本数量有

限、抽样方法相对单一等因素，导致调
查结果损失了一定的信度和效度，但大
学生读书状况不佳却是不争的现实。
“每天读书不足半小时”的背后，固然
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导致大学生时间
紧张的因素，对社交工具过于依赖则是
大学生阅读匮乏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图书馆成

为最受大学生喜欢的地方；有的大学生
周末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甚至夜晚
图书馆闭馆了也不愿意离开。如饥似渴
地阅读，根源于他们对于精神食粮强烈
而迫切的需求。不少人回顾校园生活
时，图书馆总是挥之不去；和图书馆有
关的话题，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好半
天。
在智能手机并不普及的年代，不少大

学生能静下心来，在图书馆安静阅读。
阅读不仅能增加知识和技能，还能丰盈
精神世界，让人与书本实现“文化的相
遇”。读书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但现在
为何有那么多大学生不愿意去相信、认
同和追求阅读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空
间是家庭空间，第二空间是工作场所，
第三空间用来满足人们对社交、创意、
娱乐的需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能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大学生的这些需要，屏幕
成为他们的“第三空间”。不少大学生
患上了网络依赖症和“手机依赖症”，
使自己的空闲时间被屏幕占据；本应成
为工具的网络和手机反客为主，深刻地
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
至产生诸如成瘾、强迫症、情绪起伏、
注意力缺失、社交退缩等问题。
美国马里兰大学曾对1000名学生做过

一项名叫“无设备世界”的调查，让接
受测试者在一天之内不使用包括手机在
内的任何多媒体设备。结果显示，90%以
上的测试者在离开手机后出现坐卧不
安、心情焦虑等情绪起伏。如果不能成
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主人，大学生难
免会得不偿失。
增加读书时间，消除“手机依赖症”

和“网络依赖症”的关键，在于增加抵
御诱惑、约束欲望的自律和自制能力，
保持对社交工具的距离感与分寸感。在

与思维定式、行为惯性和心理惰性较量
的过程中，大学生会变得更加强大。
改善大学生的阅读现状，不仅要在多

读书上下功夫，也需要在读好书上下功
夫。小说、名著、传记最受学生欢迎，
说明大学生的阅读品质还需要提升，需
要从浅俗化、娱乐性、碎片化的浅阅读
过渡到以提升学识修养和思考能力为目
的的深阅读，让阅读成为激发想象力和
创造活力的情感活动。愿意在读书上多
花时间和精力，愿意在深度阅读上全身
心投入，大学生才会真正有所收获。

来源：中国教育报

“每天读书不足半小时”

是个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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