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才能
写出好作品， 这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
水。” 北京市公安局文联副秘书长许震
对记者说。

从武警山东总队基层中队的一名
战士到武警总部司令部的一名业务骨
干再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人民警察，
从一名入伍前的高中毕业生到国防大
学的在职研究生、 文学爱好者到小有
名气的诗人作家。 从1989年他的第一
部作品 《午夜行动》 发表在 《聊城日
报》 上算起， 如今47岁的许震在文学
创作之路上已经走了近30年。 这30年
当中 ， 许震经历了不同的角色转换 ，
这不仅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 使他
有机会接触到广阔的社会， 更加深了
对国家 、 人民 、 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
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写作
素材和精神动力。 这其中， 最让许震
引以自豪却又感慨万千的作品还是那
部 《警察日记》。

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 2006年
许震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工
作， 由于文笔出众， 2008年北京奥运
会前夕， 分局安排许震采访天通苑派
出所。 派出所里有不少是从现役部队
转业的战友， 许震与他们同吃同住同
执勤近1个月。 从他们身上， 许震体会

到了警察的苦与累， 亲眼目睹了警察
战友的辛酸与付出。 当时许震决定写
一部关于军转社区民警的长篇小说 。
于是就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投入
到了小说的创作当中。 那时他渴了喝
一口白开水， 饿了啃一包方便面， 困
了趴在桌上闭一会儿眼睛， 就连大年
三十晚上都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2012
年， 许震创作的长篇小说 《警察日记》
问世， 成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军转社区
民警工作和心路历程的长篇力作 。
“只有贴近生活， 融入基层才能找到灵
感， 否则作品没有魂。” 许震说。

“有时候我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也
会遇到动力不足， 需要及时充电。” 许
震告诉记者， 2012年， 他报名参加了
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 不仅开
阔了视野， 获得了教益， 更提升了自
己的文学素养和创作能力， 让自己更
加明白 “为谁而歌”。 2013年， 石景山
区公安消防支队消防员刘洪坤、 刘洪
魁在火灾扑救过程中壮烈牺牲， 许震
来到烈士工作的地方含泪写下了诗歌
《冲天火凤凰———诗记山东好兄弟刘洪
坤、 刘洪魁》。

2014年， 这首作品在北京市总工
会主办， 劳动人民文化宫承办的 “中
国梦·劳动美” 职工征文比赛中荣获诗

歌类一等奖。 今年， 他创作的人物通
讯 《一位社区民警的诗与远方》 发表
后引起了民警的强烈反响和好评。 因
为在研修班 “补充了大量维生素” 许
震 “上了瘾”， 他连续参加了四期劳动
人民文化宫作家研修班。 此外， 他还
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高级研修
班 ， 不断 “武装 ” 自己 。 业余时间 ，
许震还为北京市公安局工会文艺小分
队多次创作诗歌等作品， 赢得了基层

民警的欢迎和喜爱。
“我以我笔写我心” 许震说， 他

是军人出身 ， 转业后又从事公安工
作 ， 他能走进警察的内心世界， 能读
懂他们的酸甜苦辣。 今后， 他将创作
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公安队伍的作品 ，
用坦荡、 温情的笔墨叙述首都民警的
故事。

许震， 男， 1970年8月生， 1987年
参军入伍。 曾以芦苇菁菁、 芦苇、 雨
生、 土娃等笔名写作， 文学、 新闻作
品和理论文章32次获省以上奖励， 2篇
散文入选武警院校写作基础教材， 曾
出版 、 发表 《橄榄叶 》 《芦苇菁菁 》
《军旅羽片 》 《我爱警察蓝 》 和 《残
血 》 《警察日记 》 等多部文学作品 。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诗歌学
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全国公
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和北京市作协
会员， 北京市公安文联理事、 副秘书
长以及昌平区文联理事、 朝阳区文化
馆创作员等， 是鲁迅文学院首届公安
作家研修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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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出身的方效， 似乎与文学并
无交集， 但是凭借着自己的喜好， 2年
时间出版了2本书， 共计70余万字， 令
他成为了航天系统的一名加入中国作
协的职工作家， 他的作品从身边捕捉
素材， 生活成了他创作的源头。

方效回忆， “2008年前后的那段
时间 ， 经常看一些网文 ， 手痒 ， 也
试着写了写， 白天工作没时间， 我就
晚上回家写， 没多久时间， 就写了7万
字 。 朋友抱怨 ， ‘就知道写文 ， 也
不参加聚会， 到底有没有人看呀？’”
后来， 方效就把文字放到了天涯论坛
上， “两天后， 我再上论坛， 看到了
十几条留言， 其中有一半都是出版社
的编辑， 希望出版我的书。” 方效说，
自己当时并没有想出书的意思， 只是
兴趣所致， 有感而发。 后来， 一出版
编辑多次联系方效， “认为我写的真
实， 故事性强。”

有七八个编辑跟我同时QQ在线
留言指导。” 方效说， 自己想过放弃，

但出版社编辑认为他写的一定是 “有
料的好故事” 的鼓励， 还是让他放松
了许多， “因为我就是从写真人真事
开始的。”

渐渐地 ， 随着第一本书的问世 ，
方效的写作开始进入了高产阶段 。
“找到感觉了， 2010年， 凭借着一种使
命感， 认为有义务有责任写本描写航
天领域真人真事的作品 。 我就写了
《大国企》 《国企秀》 两本书， 一共70
万字 。” 而两本书分别在当年搜狐网
大众评选中国十大职场小说排名第6
名、 第8名 。 此后又写作了 《符号密
码》 《是你点亮了我的世界》。

“写作能让我去认识生活， 理解
生活。 我还想写更多的书， 但苦于自
己的文学水平， 我开始寻找提高修养
的机会 。” 方效说 ， “机缘巧合 ， 我
听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职工
文学创作研修班。 经介绍， 2015年我
参加了第十五期职工文学研修班。”

在研修班上， 方效学到了中国文

学理论的系统知识、 各种文体也有所
涉及， 多篇文章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获得国家奖励。 他最终发现自己对报
告文学很感兴趣， 因为他不喜欢编撰
故事 。 方效对报告文学文体的理解

是： 真实的素材， 小说的结构， 诗的
意境， 散文的语言。 各种文体都包括
了， 对作家的功力要求极高。

今年， 听说有报告文学的小班教
学， 方效又报名参加了第十六期职工
文学研修班 ， 希望得到更系统的训
练。 今年年底前， 他又有两本书出版
上市。

航天科工集团高级工程师

方效

□本报记者 白莹

航天职工生活成了他创作的源头

方效， 本名王宇飞， 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作
协签约作家 ， 央视法治频道特约编
剧， 航天高级工程师， 1969年生。 出
版长篇小说 《大国企 》 《国企秀 》
《符号密码 》， 中篇小说 《夜深沉 》，
长篇报告文学 《航天刘永才院士传
记》 《血脉新丝路》。 此外各类报纸、
杂志刊发作品5万余字 ， 电视单本剧
本若干， 多篇作品获得国家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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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文联副秘书长

许震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致力于书写民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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