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火热的青春，辽阔的家

国山河——新生代军旅作家曾剑长

篇小说《山河望》新书分享会”在沈

阳北方图书城举办。曾剑与他

的作家朋友高海涛、刘恩波、周

荣，就《山河望》的成长小说品

格以及作者的文化地域属性等

话题进行了探讨。

曾剑出生在著名的“将军

县”湖北省红安，1990年高中毕

业后入伍，训练之余最爱去连队图

书室，迷上了《解放军文艺》中刊登

的小说。他说：“如果没当兵，我或

许不会去写作，激情燃烧的军营生

活让我有了书写的冲动，我沉浸在

小说中，忘却了现实生活中遭遇的

困境与艰辛、窘迫与尴尬。”

《山河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出版。曾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

背景，还原了一段朝气蓬勃、有笑有

泪的当代军校生活。湘江边上某炮

兵院校迎来新学员，他们中有“许三

多”一样沉默而坚韧的李大林、聪明

爱说风凉话的王正君、有情有义的

周善仁、自卑胆小却不失真诚的赵

多等。三年战友成兄弟，这些青春

男儿一起学习、训练，既有奋斗与追

求，也充满了困惑和烦恼。他们拥

有不同的爱情和人生，但有了军校

的青春，心里便永远多了一份家国

山河的情怀。

这部小说被赞誉为“拥有成长

小说品格的军旅文学作品”。曾剑

在小说里从不回避新生代军人身上

的小可爱、小机灵、小毛病，正是这

些才让人物更加真实可爱。主人公

李大林木讷、缓慢，但也执拗、坚强，

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成就了自己的

军人梦想。转业到派出所之后，李

大林因公牺牲，小说最后附有一篇

新闻报道，证实了这个人物的真实

性，让人肃然起敬，感动甚至感伤。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说：“曾剑就

像匍匐前行的战士，平时我们不会

注意到他的身影，只有当他穿过枪

林弹雨，成功炸毁敌人碉堡的时候，

我们才会为他的胜利而喝彩。《山河

望》正是他攻克的又一座碉堡，刚毅

的军人形象，浓烈的战友情义被书

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动容。”

《山河望》凸显出军人这个特殊

群体的责任和使命，也给普通读者

带来感悟和启迪——丰富多彩的人

生，来自于摸爬滚打的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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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派快板书传人办“快板沙龙”免费教学

师爷李润杰的教诲让我受益终身

口述 魏忠喜 采写 赵群策

今年79岁的魏忠喜是李派快板

书传人。少年时他靠听广播学会了

《隐身草》《金门宴》《巧劫狱》等名段，

1960年参加民族文化宫曲艺团，1968

年拜袁武华为师，又跟随李润杰大师

学艺三年。近年来他参加哈哈笑艺术

团、九河相声艺术团，在小剧场表演快

板，并参加了央视《曲苑杂坛》等节目

的录制。他又创办了“快板沙龙”，希

望能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门艺术。

跟着收音机学快板

参军入伍开始创作

1943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
敬思村。家里没有文艺工作者，但我
喜欢文艺。记得我四五岁时，过春节，
村里人放完烟花爆竹，聚在一起演个
小节目娱乐一下，手拉着手，肩并着
肩，拽着衣服唱小曲，也没有伴奏。那
个词我现在还记得：“说金说银说金莲
啊，谁的门前打秋千啊？什么露？花
椒露，开不开，铁棍打，打不开，叮当叮
当过门来！”我也跟着唱，大伙儿一看
这小家伙儿嗓门挺大，都记住我了。
1948年，我跟着家里人来到天津

落户。上小学时，老师发现了我的文
艺天赋，让我在班里的表演唱中当领
唱，也经常在学校联欢会上表演。我

演过一个独幕剧《小怪人》，我坐在前
边，把腿用布盖上，身后一个同学伸出
两只手，手上套着鞋袜，当成我的双
腿，就显得我特别矮，我连比划带说：
“我叫小怪人，长得特别哏……”大家
都爱看。
上初中以后，学校有位老师叫夏

志恒，是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的
徒弟，他鼓励我唱快板书、唱数来宝。
收音机里经常播放李润杰大师的快板
书，我特别感兴趣，下了很大功夫，跟
着学会了不少段子，包括《隐身草》《金
门宴》《巧劫狱》等。夏老师把我和同
班同学薛志明介绍给李润杰大师的徒
弟、天津市曲艺团快板书表演艺术家
袁武华，请袁老师教我们快板。
我和薛志明经常在学校里表演，

积累了演出经验，考上了民族文化宫
曲艺团，成为半专业的演员，能参加正
式演出，票价是一毛五分钱一张。我
有些骄傲自满，觉得家里没有干这个
的，自己能上台，能卖票，能有观众来
看，很了不起。
有一次团里发给我两张票，抵演

出费，我请父母来看演出。那天我唱
的是《巧劫狱》，我刚一上场，台下的观
众呼啦啦站起来不少位，都去上厕所
了，还有出去抽烟的。我唱了一半，团
长就在侧台喊我，让我停了下台。回
到家，父母和我说：“以后咱别干这个
了，太不易了。”我明白父母的想法，但

是从那天起，我下决心一定要唱好，给
自己争脸，给家里人争脸。
我们家孩子多，住的地方小，一间

屋子半间炕，吃饭就在炕桌上吃。有
一次吃饭时我练快板，我妈不让练，我
非得把最后一招花板练会，怎知没练
好，这么一扔板，把房梁上吊着的15
瓦灯泡给打碎了。碎玻璃沫掉进了碗
里、盆里，饭都没法吃了，挨了一顿打，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961年，我参军入伍，部队缺少

文艺战士，我发挥特长，唱我在地方学
到的快板书。崭露头角后，上级给我
派任务，让我多唱一些与部队训练、生
活有关的新节目。我尝试着创作，写
的第一段作品是《冬训四不怕》，讲述
养鸡标兵吴天光的故事。
部队是个大熔炉，锤炼了我，也为

我提供了很多创作素材。1963年，沈
阳军区组织文艺汇演，汇演前部队首

长希望我写个新段子，我写了《军民关
系巧送鸡蛋》：“说的是，炮连养了三只
鸡，三只全都是白的，三只白鸡都下
蛋，会下蛋的一定是母鸡。这不废话
吗？”这个节目生活气息浓，表演形式
好，再加上文化干事字斟句酌地帮我
改稿，最后发表在《旅大日报》《本溪日
报》上。凭着这个作品，我调入沈阳军
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成为正式的文
艺兵。

拜快板名家袁武华为师

去师爷李润杰家里学艺

1966年，我退伍回天津，分配到
无线电厂。领导知道我的履历，让我
参加局里的宣传队，演了不少节目，拿
过一些奖。1968年，我和发小儿薛志
明请袁武华老师在饭店吃了顿饭，在
鼎章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算是正式拜
师。又提出来，特别想去拜访李润杰
师爷。我师父说：“不是不让你们去，
你们上我这来花不花钱无所谓，我知
道你们挣钱不多，又都没结婚，但去他
那空着手不合适。”
我师哥薛志明从农村弄了10公

斤花生，那时花生是要票的，可以说非
常珍贵，又弄了两瓶小磨香油，这个就
更稀罕了，跟着师父去拜见李润杰师
爷。一到师爷家，师爷就要验活，让我
们唱段子。我唱了一段在部队练的
《斗熊记》，师爷听完说：“基础很厚，专
业水平，可惜你来晚了。”我听得一头
雾水，我师奶在旁边说：“这还不明白
吗？你已经有师父了，不能再收你当
徒弟了。”我忙说：“没事没事，只要能
和师爷您学艺就行，以后我还能来您
家吗？”师奶说：“都是自己人，什么时
候来都行！”从此，我经常去师爷家学
艺，从1970年到1972年这三年，我的

艺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记得有一天下午师爷去演出，让我

当跟包。那场演出前面是天津市曲艺
团，后面是南开区曲艺团，两个团同一个
剧场。郝德宝把我喊过去，让我转告李
润杰开场。我说那可不行，我师爷这么
大的名气，哪能让他开场，干脆我来吧！
郝德宝说，你唱快板，你师爷也唱快板，
你开场不成抢买卖了吗？我说，那我就
唱快书！这么着，我开场唱了一段快书，
其实也没人听，但基本上把剧场的气氛
给烘托起来了。我下来后，师爷问我怎
么回事？我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让您开
场，我不服！我师爷笑了，没说话。他上
场唱了一段《巧劫狱》，返了两个小段。
我在后台伺候着，端茶倒水。演出结束
后，师爷特别高兴，让我骑他的自行车，
去他家里拿几张晚上市曲艺团在民主剧
场的演出票，给我师父袁武华送去。我
师父得知我给师爷开场，也很高兴，说这
是好事。
有一次师爷写了个小段，让我帮着

加个包袱儿，我给加了一句：“弟兄们，蹦
蹦蹦，你们都听着，蹦蹦蹦，唔……”我师
爷乐了，问我这是从哪学来的？我说我
看过一部法国老电影，里面有一个法国
人敲着鼓征兵，就是这样儿。师爷连声
说好，又夸我的这句词有生活气息。
最不能忘怀的是，1972年我学艺即

将结束时，天津市开办了一个快板学习
班，由李润杰师爷讲课，他委托我当班
长，负责考勤，至今我还留着当时的考勤
表。有时候师爷有别的工作，时间上安
排不开，就让我给学员们辅导。我心里
没底，按照师爷教的办法，上课时先唱一
段自己写的《树新风》，再展示一个传统
段子，学员们都服气了，然后我才给大家
辅导。因为师爷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暗下决心，一
定要把快板说好、唱好、教好、创作好。

恢复传统“七板绝唱”

免费教课和谐健身

我和师爷学了扎实的基本功，学了
扎实的表演，学了李派的特色——有人
有事，有情有趣，唱打多变，平爆脆美。
最大的感受是，师爷特别谦虚，他和我们
说：“我们表演不如你们，你们要在舞台
上超过我们。”在当时，李润杰师爷是无
可挑剔的，能说出这么谦虚的话，对我们
晚辈来讲是一种激励和教诲，我们永远
铭记在心。
2000年，天津市举办“红旗渠杯天

津快板大赛”，我参与创作并表演的《红
旗礼赞》获得作品一等奖、表演三等奖，
同时我也获得了大赛银奖。同一年，我
和杨进明合作创作的《百年奥运》，在山
东淄博参加比赛，获得专业组二等奖。
我创作了两百多段作品，结集出版了《杂
唱数来宝——魏忠喜创作收集整理》。
“七板绝唱”是快板书传统绝活，包

括七块板、蛤蟆板、御子板、三个碗、小搓
板、撒拉机、牛骨，我用三年时间恢复了
这些表演形式，跟杨进明在央视《曲苑杂
谈》录了几期《杂唱数来宝》。很多人看
我的视频模仿、学习，北京“花板大王”赵
国祝特意来找我，我教了他三个月，后来
德云社的高峰老师也带着两个徒弟来和
我学打板。
今年我79岁，我把唱快板当成强身

健体的运动，唱起来声音还是那么亮堂，
从一楼上到六楼一点儿都不喘。我想把
快板书艺术传承下去，创办了“快板沙
龙”和免费学习班，只要想来的，我都热
情接待、传授，还会组织大家汇报演出，
也以抖音的形式教学，教过不少小朋友
唱快板。因为我爱好快板，喜欢快板，钻
研快板，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免费
教课，自娱自乐，和谐健身，快乐多多。

讲述

印 象

抒写当代军人
家国山河的情怀

曾剑 呈现有笑有泪的军校生活
本报记者 何玉新

我出生在大别山南麓湖北红安，一个叫“竹
林湾”的小村子。大革命时期，红安打响了黄麻
起义第一枪，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革命歌曲《八月桂花
遍地开》在这里被改编传唱。从这片红色的土
地上，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李
先念以及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
军，是举世闻名的“将军县”。我二爷参加过黄
麻起义，是一名烈士，我的堂叔、大哥都当过
兵。我从小受革命故事的熏染，对这片热土心
怀敬意与感激，高中毕业后，我像许多当地年轻
人一样，怀揣着将军梦走进军营。
我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板块：一是军营，

二是老家。我曾是部队的专业创作员，官兵们
独特的气质触动了我内心敏感的神经，我觉得
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凭想象虚构军营故事，尽管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它的根基应在现实之
上。我去采访他们，与他们面对面地接触，通过
他们的外表、他们的眉眼，揣摩他们的所思所
想。我也会展开想象，推理他们的内心世界，这
样小说的人物会更加丰富，更加真实可信。
相反，“竹林湾”系列里的那些人，一直在我

心里陪伴我，有的长达几十年。我无需与他们
刻意地交谈，当突然有一天，一个人物在我脑子
里跳出来，像是站在故乡潮润的空气里，像是在
梦里，对我说，四郎，你还记得我吗？往事便潮
水般涌上来。我打开电脑，开始写这个人。我
陆陆续续写了我的父亲、哥哥、聋二、光棍麻球、
崔寡妇……写他们在特定年代的困惑、烦恼，写
他们对现实的逃避或自我拯救，写他们的爱与
恨，写他们与生俱来的善良，写他们深藏心底的
淳朴与纯真。我熟悉故乡的生活，熟知那里的
一草一木，乡音乡情浸润我心，那些生活的枝枝
蔓蔓早已融入我的骨子里，流淌在我的血液中，
我只需打开记忆的闸门，一切便会汩汩而来。
写童年和故乡，很大程度上是在写自己。

这个“自己”既是我，又不仅仅是我；同样，这个
故乡既是地理意义上我的故乡，更是文学意义
上的故乡。写军营，更多的是写“他人”的故事，
军人情怀的注入，使作品更阳刚、更有质感。我
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里涉及军营的，写的都
是辽沈大地的军营。从部队转业后，2017年年
底我落户沈阳，那种生活气息慢慢渗入到我的
心底，给了我更多的创作资源。
我努力把故乡安放在一个可以让我的灵魂

栖息、得到抚慰的维度上。故乡与他乡，是两个
并列的存在，没有他乡，何来故乡？我现在回到
湖北红安老家，踏上那片土地，就开始习惯性地
回望辽沈大地，那种感觉，竟然与我在东北眺望
红安的感觉相同。辽沈大地于我而言已经是故
乡，而老家红安却越来越像他乡。

以情感上的真实为原点

完成军校里的青春叙事

记者：请您谈谈《山河望》的创作动机。

曾剑：早在五六年前，我就想写我的那段军
校时光，但又觉得故事平淡，缺少点儿什么。我
是1993年考上的长沙炮兵学院，清一色男性公
民，和平年代，非特战部队，非特殊岗位，很难出
彩。“平淡”二字阻碍了我，迟迟没敢动笔。这部
小说主人公李大林的原型——转业后的派出所
所长牺牲，我去祭奠他回来，眼前一直是他那座
孤零零的坟。这时候我放下写了一半的小说，
开始写他，写我，写我们的军校生活。当然，这
是小说，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不过，即便有虚构，
作品依然是真实的——情感上的真实。

记者：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李大林和妻子兰

花花几乎没有什么爱情，但后来他从内心里接

受了这段情感，这个构思也是真实发生的吗？

曾剑：那个年代从农村来的战士考上军校
后，如果抛弃了老家的对象，军校知道后会让他
退学。在小说中，李大林一开始非常抵触这段
婚姻，一是因为妻子长得不漂亮，二是他们真的
是那种媒妁之言。但他离开家到部队之后，妻
子帮他料理家务，照顾家里人，让他感受到妻子
的善良淳朴。这段故事不全是真实发生的，我
为了刻画这个人物综合了一下。

记者：听说您在小说里写到的教导员萧正

荣，用的正是您上军校时教导员的名字。

曾剑：萧正荣老师是我们当时的教导员，他
的政治素质特别强，他爱人是师范学校的老师，
到八一建军节时，他就带着我们和师范学校的
女生一起搞联欢，跳交谊舞。小说里讲到一个
真实的故事，其中的赵多，原型就是我自己，写
了一首关于黄土地的诗，在联欢会上给一位叫
叶燕的女生朗诵。她的声音有一种淡淡的忧
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自己想象力
稍弱，我写的大部分故事都以真实为原点，有阳
光、有雨露、有阴影，但基点是真实的。

记者：您这部小说有时代色彩，比如书信往

来，如果放到今天都应该用微信了。

曾剑：文学刊物的编辑也跟我说过，我的长

篇小说一旦变成中短篇，故事就显得很陈旧。
有人劝我应该写今天、写当下发生的事，但我不
完全接受这个建议，我就想写十七八年前的故
事，也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青春叙事吧。

像蜗牛爬行一样去写作

想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

记者：您写小说的动力或灵感来源于哪里？

曾剑：纯粹是朴素地喜欢。我想，如果没有
内心对小说创作的那种热爱，我也不可能坚持
这么多年。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成不了一流
的小说家，但如果让我干别的，还不如写小说。
我不急，也没有野心，就像蜗牛爬行一般去写，
虽然缓慢，却是贴着大地而行，心里踏实。写作
让我生活宁静，心如止水。

记者：《山河望》是您“成长三部曲”的第二

部，第一部《向阳生长》写的是故乡，谈谈那部作

品的创作经过。

曾剑：我在写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的过
程中，感觉到书写的快乐程度、痛苦程度都不
够，因为写的是别人的故事。我想写一个自己
的故事，写我成长的乡村，但又无法开头，就提
醒自己不要轻易动笔。乡村生活是我人生中最
宝贵的一座矿山，如果我随随便便把它开发出
来，不但可能找不到宝藏，还会毁了这座矿。这
部小说写得非常艰难，过往的生活像潮水一样
涌来，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却不知道怎么写。在
鲁迅文学院上学时，《向阳生长》修改到了第七
稿，很难让自己满意。我跟同学沈念、周瑄璞、
东紫聊天，说起我家的故事，说我在写作时遇到
的障碍。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一个人一
个人地写，一个人物写一章。我心里豁然一亮，
仿佛找到了“创作密码”。写完《向阳生长》，我
有了一些新的感悟，那就是：不屈服，不恋战，不
在情绪的泥淖里挣扎，快速前进，走出这片沼泽
地，找到新的自我。

记者：“成长三部曲”已经完成了两部，能否

透露一下第三部写什么，大概什么时候完成？

曾剑：第三部的命运肯定没有前两部好，因
为第三部我要写一个中年人。基本构思已经有
了，可能故事没有这么好看，什么时候写完也不

好说。我在部队待了26年，当兵在锦州，军校毕
业后一直在阜新，在基层待了很长时间，熟悉基层
的人和事，喜欢基层的兵。因为写小说得了奖，调
到沈阳搞专业创作，但仍经常去基层采风。我已
经离不开部队了，我迷恋军装，热爱军营，听到号
声就兴奋，看到士兵走队列，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年
轻时代，浑身充满力量。2016年部队改革，让我
转业，我非常不想走，把到地方报到的时间一天天
往后推……我并没有用一篇小说来反映社会、时
代的意图和野心，只想描写生活中一个个实实在
在的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希望能带给读者心
灵上的共振、共鸣。

扎扎实实地描写生活

沿着写作这条路阔步前进

记者：您是否把生活的积累都变成了小说？

曾剑：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不懂写作技
巧，不讲究文体，就是写长篇小说我也不会列提
纲，不懂写作理论。我的小说都是自发而成的，是
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人引起了我的兴趣，或者喜欢，
或者同情，或者怜悯，于是想把他写出来。我就想
扎扎实实地描写生活。我曾经写过很多基层兵，
比如通信员、理发员、牧马兵。我写过一个短篇小
说叫《哨兵北舞》，是我到边防部队采风，走了好几
个哨所，看到、听到的都是寂寞、艰苦、交通不便之
类。不是这样的哨所和哨兵不值得书写，而是我
以前写得比较多，很难再写出新意。我抱着最后
一线希望，到丹东老虎哨去采访。到那里时天近
黄昏，哨所的兵们围着饭桌包饺子迎接我。一个
帅气的小伙子引起我的注意，我问他是从哪里参
的军？他说地方大学。我问哪个大学？他说北
舞，北京舞蹈学院。我感到很震惊，在我看来，这
比来自清华、北大更有故事。后来我就写了这个
小说。“北舞”是在北方的哨位上舞蹈，同时又暗指
北京舞蹈学院。

记者：写小说要有大量的生活积累，要去采

访，要做案头工作，写的过程也特别消耗体力，这

么多年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曾剑：我有一个观点，就像我在《向阳生长》里
说的，无论有多重的雾霾，最后一定会有一缕阳光
穿越而来。比如我的成长环境，我小时候家里人
口多，吃不饱饭，让我感到特别屈辱、难受的是，几
乎每年家里都拿不出钱为我交学费，但我还是咬
着牙把高中读完了。假如没读高中，我到部队就
考不上大学，所以人就是要怀着希望往前走，内心
要有一点点光亮。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文学越来
越边缘化了，但我个人的理解是，文学还是应该给
大家带来一点阳光、希望和力量。

记者：除了“成长三部曲”，您未来还会写哪类

作品？

曾剑：我心里清楚，我的写作范围比较狭窄，
不够宽阔，特别是题材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也
想在这方面有所延展。我不想跟风，就写自己熟
悉的、能写的、愿意写的，我会认真地写，尽我所能
做到最好。其实无论写什么，想写好都不容易，得
耗费心血、脑力，尤其像我这样缺乏才气的写作
者，可能会更难。我希望更加脚踏实地沿着写作
这条道路阔步前进，希望在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
上，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学、民间文学进行系
统的学习和传承，多一些厚重的承载，写出更好的
中国故事。

曾剑
1990年入伍，北京师范

大学鲁迅文学院联办现当代
文学创作方向研究生。在《人
民文学》《当代》等刊物发表小
说3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
说《枪炮与玫瑰》《向阳
生长》《山河望》等

曾剑自述

军营和故乡给我滋养
是我写作的两大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