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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国家阴谋》后，

正在策划下一部《民族记忆》。后一部已先在《作

家》杂志上刊载。《国家阴谋》是以日本军国主义

灭亡中国为目标的国家阴谋为背景，写到悍然发

动9·18事变，侵占东三省全境。《民族记忆》是以

1938年武汉保卫战为背景，风格依然因袭第一

卷。原来设想，各部彼此关联，但人物不一定贯

穿，北大出版社给我定义为“抗日战争系列书”，

这倒很贴切、很到位。

好多记者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么沉重的题

材？

沉重本身就体现价值。总比轻飘飘的诱人

玩物丧志的东西有价值吧？我写过很多历史小

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其中涉及现代史的也为

数不少。而涉猎抗日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

重。有人说我是自讨苦吃，现实生活的素材俯拾

皆是，信手拈来，何必钻进故纸堆去挖掘尘封的

往事？

确实，写历史题材作品，相对来讲是啃硬骨

头，是费时费力的活儿。你需要徜徉于浩瀚的史

料海洋，去伪存真，撷取所需。最大量的劳动是

花在阅读中外历史文献，包括搜寻史料并从中外

不断解密的文史档案中更新，拂去尘埃，直取本

真，这是要耗费巨大精力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往往超过书写本身，这是很考验作家的才智、毅

力的。

我决心写抗日题材作品心愿由来已久，朋友

们说我有“抗日战争情结”，也许是的。也有人

说，这可能缘于我是学历史的，这我倒并不认同，

这与所学专业无关。

我深深地感到，近百年来贫穷、落后、积弱的

中国，屡受列强欺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十四

年侵华史，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永远无法磨灭的血

色的记忆。这是中华民族心灵深处之痛。

我生活在东北，这里是日本侵华的第一块沦

陷地，在殖民统治的年代，这里的百姓遭受的苦

难，无论从时间和烈度都是最惨烈的。有个叫甘

粕正彦的人，伪满洲国第一位警务厅长，他参与

过诱迫废帝溥仪潜来东北充当日本人的傀儡皇

帝，他参与设计柳条沟事件、进攻北大营的阴谋，

后来以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理事长面目出现，仍然

控制着关东军军警宪特，是戴着艺术家面具的刽

子手。我在《沉沦与觉醒》中，对他有充分展示。

甘粕正彦有一句名言：“欲亡其民族，必先亡其

史”。相比明火执仗杀人放火的强盗，这是更阴

毒的麻醉剂。那时日本人在东北的学校里首先

践行这个理论，汉语课的名称叫“满语”，而日语

课反成了正宗的“国语”。

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东北人民坚持了十四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

曼、陈翰章等诸多的民族英雄，在那艰苦卓绝的

斗争岁月，鼓舞多少中华儿女奋起抗日，高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与日寇拼杀，《五月的鲜花》、《我

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让亡国者在黑暗中反复歌

唱，前赴后继地浴血苦斗，东北人民付出得太多

了！而过去，我们一向提“八年抗战”，似乎从9·
18到芦沟桥事变之间的六年，不算抗日，风起云

涌的东北人民抗日被漠视了。在我的电影《白山

黑水》拍竣后，我和导演张夷非执意在片头标上：

献给浴血抗战十四年的东北抗日英烈们。这在

当时是个标新立异的提法，曾被要求把字幕撤下

来，因为与传统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经我坚持，

后来得到老抗联战士韩光的力挺，才保留了字

幕。好在，不久从上到下，对抗战年限已做了修

正。

远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曾对东北抗联斗争史

做过调查，我的心经久地被热血儿女们激荡着、

燃烧着，不把这一切写出来，总有骨鲠在喉之感，

非一吐为快不可。从那以后，我先后创作了长篇

小说三卷本《国魂》（又名《抗日战争》）、《沉沦与

觉醒》（又名《中日大谍战》）、《国家阴谋》、《民族

记忆》，中篇小说《落霞》，电影《白山黑水》（上下

集）、电视剧《杨靖宇》、《背后是水》、《陈翰章》、

《关东女侠》等。

当年我和日本作家朋友还曾就中日交恶这

段历史进行过讨论，甚至有中日作家合作写书的

动议。当然，我是写小说的，并不担承政治说教

和外交使命。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李前

宽、肖桂云访问日本时，见到了日本著名导演、编

剧新藤兼人、马场当、田坂启、国弘威雄等老朋

友，这几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与中国电影

剧作家频繁往来，在中日双方举办过多次“中日

电影剧作家研讨会”，彼此很熟。当他们得知我

有意把中日那场战争搞一个全景式巨作时，大家

都很兴奋，新藤兼人甚至提议，由他和我共同完

成剧本，他和李前宽夫妇联袂执导。新藤兼人把

片名都起好了，《战争和人》。当时我并没有怀疑

其可行性。这几位日本朋友当然不是右翼，对日

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那场奴役亚洲邻国的可耻

战争，都有清醒的认识，不难沟通，我平时开玩

笑，甚至可以叫他们为“日本鬼子”，他们只是笑，

毫不介意。

但最终这个跨国合作计划还是流产了，原因

多种多样，合作模式、资金来源、对那场战争的定

位……但我终觉得，尽管大的问题没有分歧，但

潜意识里流淌的某些东西是可以感应得到却又

无法言传的，那是一道无形的障碍。于是这次尝

试胎死腹中，写抗日题材作品，还得自己来，我有

与同胞的正义不贰的立场和认同。

有人问我，当前中日关系陷于僵局的最严峻

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国家阴谋》和《民族

记忆》，会否是应时之作？或担心过于敏感，甚至

引发争议。

我不回避现实，更正视历史。我选取中华民

族的十四年国殇的角度创作，并非今日始。而如

今，当日本右翼势力挑

战二战反法西斯胜利成

果，挑战中华民族底线

之时，我的笔也更应该

成为投枪。“而今欢呼孙

大圣，只缘妖雾又重

来”，这岂是时髦和跟

风！

我讨厌那种抗日

“神剧”，打着民族正义旗号却把严肃题材娱乐

化、妖魔化、漫画化、儿戏化的粗陋之作，不过是

垃圾，是应当被唾弃的。

我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写实主义为主，特

别是日本军国主义高层。甚至很少艺术虚构，对

当年日本军部、少壮派军人乃至天皇的描写，都

是于史有据的、有案可稽的，1931年9·18事变，

不是偶然的擦枪走火，日本天皇早就把中国看成

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这就是臭名昭著

的所谓“大陆政策”。通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

日本吞并了朝鲜，霸占了台湾，次年逼迫清政府

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人并未就此

止步，从日本法西斯势力抛出的“田中奏折”可

以看出，全面吞并中国，就是日本的“既定国策”。

人们会从我的小说里摸清脉络，日本军国主

义分子如何把日本推向罪恶战争的过程，看出阴

谋的轨迹，而这轨迹恰恰属于“国家阴谋”，这是

无法否定的。日本当局右翼分子否定侵略历史、

否定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连慰安妇、南京大屠

杀都否定了，他们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

社，这是公然挑战二战后的秩序，对比一下战后

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纳粹集中营遗址下跪认

罪的态度，对日本右翼势力，就该揭露、声讨，前

事不忘，后世之师，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就应当用

艺术手法来重现历史。

历史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但必须具备历史

的真实性，这是基本品格。重大历史事件、年代、

重要人物，都不可以虚构，更何况戏说？允许艺

术加工的只能是为烘托历史而设计的小人物或

某些细节，以没有硬伤、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否则

你就不必去写历史小说了。任何颠覆历史、矮化

历史、戏说历史的作品，都是不可取的。

《国家阴谋》和《民族记忆》这两部书，大的历

史事件是经得起推敲的。《国家阴谋》出版后，有

人在《作品与争鸣》上刊文，称我写的皇姑屯事件

有违历史真实，他说是俄国人所为，这颇荒唐，作

为实施爆炸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在他自己的回

忆录中都已自供，而且在东京战犯法庭上，皇姑

屯事件已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第一条罪状确认，而

这位仁兄所说的根据，不过是苏联小说家在小说

里的臆想而已。

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沉沦与觉醒》，也是

抗日题材作品，而且背景正是曾沦为伪满洲国

“帝都新京”的长春，有人说它是谍战系列，我倒

没有赶“谍战的风头”，何况彼时还没出现谍战剧

风潮。但小说里确有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外围

也写了抗联斗争。这部小说也曾有过广泛的影

响。由盛大文学组织，在“起点中文网”上，曾举

办过一次“三十省市作协主席长篇小说擂台赛”，

每人上传一部长篇新作，网民投票得分占30%，专

家评委给分占七成，我有幸获得过一等奖，但《沉

沦与觉醒》不是网络小说。我没有写过网络小

说，那需要一天更新一万字且要能应变的本事。

我曾误以为，现在的网民不会热衷于我这种“主

流”作家的“传统”作品，始料不及的是，它受到了

广大网民的巨量点击和热情追捧，这让我十分感

动，可见，爱国的情怀是没有代沟的。

有人担心，如今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我觉得

正常。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呈现出超常的火爆

与繁荣，一篇小说会使一个作家一夜成名，有一

个南方城市，一千个青年的问卷调查中，有80%人

的志向是当作家。今天的首选，恐怕是当歌星、

影视明星了。

想从事文学创作，就得甘于寂寞，不为花红

柳绿、声色犬马所诱惑，当然也有人把影视剧的

创作产业化、商业化、作坊化，完全可以关起门来

“侃”出戏来，我不敢苟同，也学不来，走自己的路

吧，摔了跤也知道怎么回事。

我从事文学，包括酷爱历史题材创作，从爱

好者到认同并一生相许，这不仅是兴趣，而是一

种追求，一种自我完善。

有一次与文学青年对话时，有人向我递条

子，提了个极具挑战性和侮辱性的问题：“请问你

写作是不是为了赚钱？”我心里虽然反感，还是礼

貌地据实回答：我如果说我是为了赚钱，你一定

满意了吧？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从事创作的年

代，是取消了稿费的，写作还要赔钱，而且经常挨

批判、写检讨，甚至有坐牢风险，你说我为了什

么！

听了我这话，全场奇静后终于爆发了雷鸣般

的掌声。

我觉得，当前图书市场化的结果是我逐渐有

被边缘化的危险，似乎我已然落伍。

但我不悔。我的作品与我自己往往融会到

一起，成了我生存的状态。我不追逐时尚，不跟

风潮，不刻意取悦于读者，坚守在我的一亩三分

地上耕耘，你热爱它，就不在乎是否被边缘化。

当你意识到，我们需要用精神力量来锻造中

华民族精神品格时，你就不会忘却民族记忆深处

的累累伤痕。

不能忘记的民族之痛
□张笑天

历史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但必须具

备历史的真实性，这是基本品格。重大

历史事件、年代、重要人物，都不可以虚

构，更何况戏说？允许艺术加工的只能

是为烘托历史而设计的小人物或某些细

节，以没有硬伤、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否

则你就不必去写历史小说了。任何颠覆

历史、矮化历史、戏说历史的作品，都是

不可取的。

我讨厌那种抗日“神剧”，打着民族

正义旗号却把严肃题材娱乐化、妖魔化、

漫画化、儿戏化的粗陋之作，不过是垃

圾，是应当被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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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东

北抗日联合军，

创造出联合军

的 第 一 路 军 。

乒乓的冲锋杀

敌缴械声，那就

是革命胜利的

铁证……”70年

硝烟散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仿佛萦绕在耳边。走进蒿子

湖密营，举目望去，眼前的遗址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

英雄事迹……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无数英雄身先士卒浴

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巨大贡献。半个多世纪前，在吉林省红石林业局这片沃土，曾经

活跃着数支由杨靖宇、魏拯民、曹国安、韩仁和、郭池山等领导的东北

抗日联军。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英勇作战，令敌人闻风丧胆；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宁死不屈，高举民族的旗帜，为东北人民

的解放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杨靖宇密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重要的密营群。如今，经

过开发建设、精心打造，已经成为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红色旅游景区

之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吉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中共吉林

市委党校党性锻炼教育培训基地。

塑像——在吉林省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杨靖宇密营，一座杨靖宇

将军塑像首先映入眼帘。杨靖宇将军的塑像底座高3米，主体高5

米，共8米。象征着杨靖宇将军1932年来到南满地区打游击战到

1940年牺牲这8年的艰苦抗战。在塑像两边的牌屏，是国家领导人

按照时间顺序为纪念杨靖宇将军所作的题词。

浮雕墙——在杨靖宇将军塑像对面，是一座反映抗联战士战斗

和生活的浮雕墙。浮雕墙总长35米，象征着杨靖宇将军年仅35岁的

生命。浮雕墙上的五个画面象征着杨靖宇将军在蒿子湖密营的五年

艰苦历程。

青松灶——青松灶是1937—1940年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的抗联战士们做饭的地方。青松灶在《日本日志》上有关于它的记载

和照片。为了防止敌人发现做饭时冒出的炊烟，杨靖宇将军及抗联

战士利用中空树做烟囱，将炊烟藏在里面，炊烟顺着树洞升到树尖飘

散开，敌人不会发现有人烟迹象，此树树龄已有二百四十余年，至今

仍然枝繁叶茂，堪称大自然的奇迹。

碾盘——抗联战士粗粮细做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生活非常艰

苦，抗联战士缺衣少食，只能用这种碾盘来加工诸如玉米、高粱、橡子

（柞树种子）等食物用来果腹。

司令部——当年，司令

部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打算在

原址上复建，但在挖掘中发

现烟嘴、枪弹、碎碗片等物

品，由此可见在这儿还有很

多这样的东西，所以将司令

部建在了旧址的旁边。最原

始的司令部是那种挖地一米

的地窨子，上面搭上人字形

架子再铺上草皮，草长起来

时，外来人在此经过不会轻

易发现。当年杨靖宇将军曾

在此处召开多次密营会议，

指挥部署多次战斗。

这些密营遗址不仅是当

年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斗

争的真实写照，更是抗联英

雄们浴血奋战抗击外来侵略

的历史铁证。

蒿子湖密营：
杨靖宇战斗过的地方

□李广友 摄影并撰文

浮雕墙

碾盘

青松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