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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杜鹏程杜鹏程杜鹏程：：：为伟大的文学事业燃烧的烈火为伟大的文学事业燃烧的烈火为伟大的文学事业燃烧的烈火

在新中国成立后居于当代文学重要位置
的第一代作家，大都经历了相似的生活和创
作道路。他们都是早年投身革命，由于革命
工作的需要而深入革命生活，体验革命人
生，认识和理解革命思想，进而拿起笔开始
创作，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以他们与
时代精神相呼应的文学成就构成了新中国
文学的主流阵营。杜鹏程就是其中的一位。

柳青说：“不用和老杜交谈，看作品就知
道作家吃了多少苦”

杜鹏程（1921年—1991年）出生于陕西韩
城县苏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时体验了

“饥饿比上帝更有力量”的悲惨生活。1934年
杜鹏程离家读书，也开始独自在社会上寻求
活路。这个时期他接触到不少左联作家的作
品，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的“神奇传说”，也受
到进步知识分子和地下党员的影响。杜鹏程
在人生的启蒙时期开始接受后来决定他人生
道路的革命理论，他自己曾说：“我这穷人的
孩子，除了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没有别的道路
可走。”1938年，他和同学一起奔赴延安，开始
了他所说的“真正的生命”。

初到延安的两三年，杜鹏程先在鲁迅师
范学校学习，后被派到延川县农村参加实际
工作，从此更广泛地读书，更扎实更深入地
进行革命实践，由此起步，学习和革命相结
合的生活方式贯穿了杜鹏程的一生。他在
农村什么都干，完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
坚持认为，没有这几年的生活基础，他是写
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
也写不出他们的历史和生活状况，写不出他
们的语言。

1942年杜鹏程上了延安大学，进行了从
政治、经济、哲学到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较为
系统的学习，知识素养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
提高，对以后从事写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而另一个对杜鹏程的革命思想和无产
阶级世界观塑成作用的是此时发生在延安
的整风运动。经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精神的理解和接受，他
的革命作家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也正
在逐渐形成，一个普通革命者到一个革命作
家的角色转换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开始了。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杜鹏程调到延安的一
个工厂当基层干部，这时候他一边工作，一
边有意识地观察人，做调查研究，并写些笔
记材料。他为那些他所接触到的老红军老
八路，几乎每个人都写了人物小传，这就为
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也
正是这个时候，杜鹏程内心萌发了终身从事
文艺创作的念头。

1947年延安保卫战开始后，杜鹏程作为
随军记者上了前线，那时候的随军记者，其实
就是部队的成员，除了进行新闻采访，他还一
心想为自己的创作而体验战斗生活、积累战
争素材，所以他选择了王震将军的二纵队，而
且到部队的最基层四旅十团二营六连扎根落

户了。整个解放战争
时期，杜鹏程都和指战
员们生活在一起。在
连队依然是什么事情
都干，替战士写家信，
写决心书，教战士识
字，讲政治课等。战士
们把杜鹏程当作他们
当中的一分子，愿意和
他交心，就在与官兵们
相濡以沫的战斗生活
中，杜鹏程写下了一百
多万字的《战争日记》，
酝酿和准备着他的《保
卫延安》。不待说小说
所表现的延安保卫战
是真实的战争事件，小
说的发生背景，几位伟

大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记载，就连小说中周
大勇连队的主要故事也是以这个连队为基
础，周大勇、王老虎等主要人物形象，其原型
也来于此。无疑，没有真实的延安保卫战，没
有杜鹏程亲身经历过的部队生活，就没有小
说《保卫延安》。《保卫延安》的创作初衷及其
过程，是那个时代阐释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生
活关系最典型最有力的例证。

杜鹏程这一代作家大都是“先上战场，后
学打仗”的，几乎靠自学读完了艺术学校，于
是，摸爬于生活这所大学，就成了这一代作家
非常倚重的创作资源。而事实证明，最是这
一代作家，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

《保卫延安》的成功使杜鹏程深切地体会
到深厚的生活积累对创作的重要性。战争结
束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上来，对于杜鹏程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个战
场，为了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继续以一个革
命者的姿态投入到和平时期火热的经济建设
生活当中。1954年以后的十几年时间，杜鹏
程一直在几个大的铁路工地深入生活，同时
兼任工程处和铁路局的领导职务。他相继创
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并于 1958
年发表了代表他第二阶段创作最高成就的中
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这些作品反映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建设生活，都是杜鹏
程亲身经历的，其中的故事和人物也都来自
生活，作品散发着高昂热情的时代精神。

作家叶广芩曾讲过一个小故事：“我见过
一名火车司机，他说他每次开车过灵官峡隧
道时都想起杜老那篇文章。‘灵官峡’几个大
字是只有在机头司机的位置上才能看到的。
他说真希望见过灵官峡工地的杜老能坐在火
车头的位置看看今日的灵官峡。他读过杜老
的文章，也很想面对面地看看杜老。”这是因
为，写宝成铁路工地的短篇名章《夜走灵官
峡》，曾被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传诵，可见当
年杜鹏程的创作深入人心。

杜鹏程是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延安保
卫战的，虽然当时已经立志要走文学创作道
路，但在这个时期，他首先看重的是战争生活
体验，记者身份是他走向作家的一座桥梁，正
如作家晓雷所言：“老杜绝不是文人意义上的
作家，他是战士意义上的作家，是革命家。”柳
青早年评价杜鹏程的作品，说他“不隔，和生
活不隔”；进一步，“老杜的感情和战士不隔，
世界观和战士不隔。”柳青还说过：“不用和老
杜交谈，看作品就知道作家吃了多少苦。”在
处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柳青可谓那
个时代最有发言权的作家，他的评判应该也
是最有说服力的。

“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
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

散文家魏钢焰是杜鹏程的至交，他在
1954年《保卫延安》刚问世时发表了长篇报告
文学《〈保卫延安〉是怎样写成的》，为我们研
究杜鹏程的创作历程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

料。从中我们了解到，《保卫延安》是一部战
争小说，而杜鹏程的创作过程也正如一场文
学征战，是在历经了艰苦的思想与艺术的学
习、探索和磨练后获得成功的。

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有一句很著名
的自述：“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
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
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杜鹏程是带着一
个伟大的文学梦想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创
作之中的，对于他来说，这确实不啻一场艰苦
的文学征战。《战争日记》是一份非常珍贵的
实证材料，透过《战争日记》，《保卫延安》创作
发生的缘由便会豁然于心。从另一层意义上
说，《战争日记》又是等待作家进行艺术加工
的丰富素材，是《保卫延安》的毛坯稿。

1949年末，杜鹏程所在部队进军至帕米
尔高原，解放战争的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他
就着手写这部作品了。杜鹏程清楚地意识到
创作主客观条件的不足，要写出一部高质量
的战争小说是何其艰难。他先以《战争日记》
为基础，大约九个多月的时间，利用工作的
间隙写出一百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
止，记述西北解放军战争的整个过程。内容
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所见、
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他是背着一大包重重
的书稿从新疆回到内地的，文坛上曾经流传
杜鹏程视写作为生命的两个小故事。一次是
在新疆，一度因为火灾频繁，杜鹏程出门经常
背着书稿，有时候看电影也背着，担心书稿被
烧。另一次收到母亲病危消息后，杜鹏程背
着书稿赶回阔别十几年的韩城老家，村里人
以为杜家的独子终于发财回来，纷纷上前打
探背包里装的是金钱还是粮食，杜鹏程摇着
头回答：不是，不是，是书稿。乡亲们跟着走
到家，打开背包，才看到装的全都是马粪纸
写出的书稿。此时，他病重的寡母因等不及
儿子，已经僵卧在炕上了。

在修改这部稿子的过程中，杜鹏程越来
越清楚、越来越坚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部
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
断，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愿望。又何况从
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
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了决心：要在这
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
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要在其中记载战士
们在旧世界的苦难和创立新时代的英雄气
概，以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
是的，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作
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
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远难忘的精神传达出
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
他们当作自己做
人的楷模。这不
仅是创作的需要，
也是我内心波涛
汹涌般的思想感
情的需要。”

长篇小说《保
卫延安》从1949年
开始正式创作，四
年后完成。回忆
创作过程时，杜鹏
程说：“写着、写
着，有多少次，遇
到难以跨越的困
难，便不断反悔
着，埋怨自己不自
量力。”然而，想起
苦难的过去，想起
死去和活着的战
友，又鼓起勇气继
续写下去。“这样，
在工作之余，一年
又一年，把百万字

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
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
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
字……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
复增删何止数百次。直到一九五四年终，最
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在一九五四年夏出版
了。”九易其稿的创作过程，在研究者看来，作
品几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几乎等于是白手起家，是
在创作中自修读完了艺术学校，这也是一场
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修炼和意志考验，如同爬
山，从山底一步步苦爬而终至登顶。

《保卫延安》1954年出第一版，首印近百
万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起巨大反响的长
篇小说之一。1956年作者进行过一次较大的
修改后出第二版。1958年在第二版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些修改后出第三版。1979年人民文
学出版社重印《保卫延安》，用的是第三版的
本子，作者只做了校订。这一版印行的时候，
作者把发表在《文艺报》1954年第 14、15两期
的冯雪峰的《〈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一
文，以《论〈保卫延安〉》为题，放在小说的卷
首，后附杜鹏程的《重印后记》，这两篇文章是
研究杜鹏程及其《保卫延安》最重要的资料。

“超不过已出版的水准，同一题材我绝不
去写”

在《保卫延安》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时
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给予了热切
关注。他曾反复审阅小说的初稿和清样，并
约杜鹏程长谈数次，热情肯定了作品的价值，
也提出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小说出版后
冯雪峰撰写了题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
要性》的长篇专论。冯雪峰敏锐地观察到，
《保卫延安》的出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
小说同时也是长篇小说创作全新开端的标
志性事件。冯文对小说的史诗性认定，是基
于“作品所以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

《保卫延安》的史诗追求和所表现的崇
高美学风格，对新中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
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一部开拓性的作
品，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艺术上的奠基作用，
其后我们的长篇小说一直追求着史诗化的
审美品格，乃至逐渐形成一种长篇小说固定
的美学规范。

对于杜鹏程所在的陕西文学群落，《保卫
延安》的影响作用尤为巨大。因为有了杜鹏
程和柳青这样的文学传统，陕西当代作家多
以营构长篇小说为文学的至高理想，有着浓
厚的史诗情结，路遥、陈忠实等作家以他们各
自的长篇力作，延续了构筑宏伟小说艺术世
界的伟大传统。杜鹏程创作上的“正面强攻
重大题材”“直面严峻、尖锐的社会矛盾”，追

求“深沉的历史感”等特色，都影响了后代作
家。另一方面，从“十七年”到新时期，陕西当
代文学取得的卓越成就，源自几代作家共同
的艺术野心和不懈的创造性劳动。杜鹏程不
满足于写生活小故事，为了写大作品，他把
当年能找到的关于战争的书全读了，遇到克
服不了的困难时，曾经怀疑是否“不自量
力”，但从不轻言放弃。杜鹏程和柳青是同
一代作家，他们对自己的创作都有很高的要
求，也都愿意在对方身上获得新的启发。柳
青在酝酿《创业史》时，试图改变之前写《铜
墙铁壁》那种深思熟虑后才动笔的习惯，就
是因为受了杜鹏程的启发，不怕写作时间
长，也不怕反复修改，作品在从粗到细的不
断加工打磨中才能得以完善和提高。而杜
鹏程在进入新的创作征程时曾对朋友说：

“既然有《创业史》出版，又何必去写反映同
一题材的小说？要是我个人，超不过已出版
的水准，同一题材我绝不去写。”他们都给自
己立下更高的文学标杆，并且在相互砥砺中
寻求艺术的突破。这种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
的气魄和雄心壮志，在陕西作家身上是薪火
传承、代代开花结果的。

杜鹏程在创作上的拼命精神，令人想到
陕西另一个为文学拼命的作家路遥。路遥在
杜鹏程逝世（1991年 10月 27日）后的 1992年
初曾写过一篇题为《杜鹏程：燃烧的烈火》的
怀念文章，他说：“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
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
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
他，默默地学习过他。”可见路遥对待文学“像
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献身精神
中，也有杜鹏程文学精神的血脉承传，他们都
是“燃烧的烈火”，都以燃烧自我生命为代价，
成就了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文学事业。杜鹏
程身体后来垮得那么厉害，与他拼命有关；路
遥则在与病魔的极限赛跑中，坚持完成了《平
凡的世界》。就在杜鹏程逝世10个月之后，路
遥也追随先贤而去，陕西两代作家之间的这
种精神联系和命运的相似，真的令人万分慨
叹。他们的人生是创造“英雄”的人生，也是
自我成长为“英雄”的人生，准确地说是富有
崇高感和悲壮感的“悲剧英雄”。

对文学创作来讲，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
而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在
陕西乃至全国依然大有人在，从杜鹏程、柳青
到路遥、陈忠实，到今天更年轻的新生代作家
群，文学之树生生不息和文学精神的代代相
传，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巨
大的精神荣耀。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卫延安》
是永生的，作家杜鹏程也
是永生的。 □周燕芬

在战前，老舍写过各种各样的文
章，可是始终没尝试过写话剧剧本，
他认为戏剧形式太难掌握了，称之谓

“神的游戏”。
抗战以后，话剧蓬勃，剧本的需

要量大增，老舍应“文协”之邀，在一
九三九年四月，开始写他有生以来的
第一个话剧剧本《残雾》。

他不懂舞台技巧，又没有写剧本
的经验，能在十五天之内赶出来《残
雾》，以当时的水准来说，不算很差。
《残雾》的内容是讽刺当时官场的黑
暗面，切中时弊，所以第一次在抗建
堂演出的时候相当成功。那时候他
不在重庆，没看到演出“盛况”。但回
来之后，“中电剧团”还分给了他三百
块钱的“红利”。

就在老舍写《残雾》的时候，重庆
发生了“五·三、五·四”大轰炸，死伤
七千五百多人，毁掉房屋两千二百余
幢，火势蔓延全城，老舍也几乎丧
生。他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日军派飞机
轰炸重庆，老百姓因为缺乏防空经
验，一部分人惊慌失措，但没有被波
及到的人仍然很麻痹。第二天，日军
又派飞机施行全面大轰炸，由于防空
设备差，山城中救火困难，以致形成
空前大惨剧。”

老舍这时住在青年会宿舍。那
天正在埋头写剧本，下午四点钟，宋
之的、罗烽和周文来找他谈成都“文
协”分会的事。没多久，空袭警报，大

家到院子里看了看，没有动静，又回
到屋子里继续谈。五点钟，拉了紧急
警报，老舍拿着剧本稿，和大家进了
防空洞。六点，日机狂炸。七点，警
报解除，众人出来，全城已成火海。
宋之的和罗烽赶快跑回家，事后知
道，宋之的的家全部烧光。

老舍和周文惊魂甫定，女作家赵
清阁跑了进来，面色苍白，头上肿起
个大包，手里拉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
生。原来她正在剪发，遇上了空袭，
被震倒在地上，一块木板飞来，压在
她身上，昏了过去。苏醒之后，街上
已乱作一团。那个小学生原是出来
买书，被人潮挤得回不了家，就拉住
了赵清阁。

接着，安娥来了。老舍本想请大
家吃点东西，但街上已经没有小贩。

这时，院子里有人喊：“大家赶快
离开！”

第二次警报！
老舍领着大家奔向中央公园，可

是公园里已是人山人海，目标太大，
敌机随时可能低飞扫射。

众人又往乡下跑，赵清阁、小学
生、安娥回了家。老舍带着周文奔向
北碚，找到胡风，才算定下来。半夜
又有一次警报，直到天亮才解除。

事后，老舍写给《文艺阵地》编辑
部的信里说：“五三四狂炸，同人等幸
无大损失，‘文协’安全。到北碚者有
老向等，到南温泉者有欧阳山、以群
等，市内余人不多，甚难作事。近已

接洽妥，‘文协’组织前线慰劳团，可
有十人至十五人去庆，留渝者当更少
矣。篷子略受跌伤，无大关系。之的
财产烧光，人则安好。我与安娥、周
文（适到渝）、清阁等落荒而逃，唯受
虚惊耳。我有时到乡间，时来时往，
以免会务中断。”

为了躲警报，“文协”一部分人就
住在北碚，那时候，在北碚国立编译
馆旁有个小楼，是林语堂的财产，借
给“文协”作宿舍，老向、萧亦五等人
就住在里边。老舍有时候下乡则住
在对面的中山文化教育馆。

大轰炸之后，由于一些印刷厂被
毁，各报无法单独维持，改成联合出
版。本来就“人财两缺”的《抗战文
艺》就陷于极端的困境。

罗荪的回忆里说：“……首先碰
到的困难是找印刷所，市区的印刷
所，有的疏散了，有的被炸了，有的不
承印……总之，在市区跑了很多地
方，都碰了壁，最后到北碚的草街子
找到一家小印刷厂，答应排印，于是
带上编好的稿子，搭上去北碚的小火
轮，再从北碚坐小划子沿嘉陵江北
上，在一家小镇上找到那家小印刷
厂。一期却排了两三个月……”

敌机的狂炸，燃起文人的怒
火，作家们在各报刊发表了很多
文章，描述敌人的残暴和受灾人
们的惨状，《抗战文艺》也出了《轰
炸特辑》。

□胡金铨

老舍和他的第一个话剧剧本《残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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