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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支前助抗战
■董印选

本报 2015 年 7 月 30 日一版刊发的

《中国民兵：辉煌之旅与时代之思》长文

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1942 年，鬼子疯狂扫荡，绥西八路

军被迫转移至大青山，因无磨盘碾碎

粮食，战士食之腹痛者众。白生宝等 3
名民兵翻山越岭 4 昼夜，将 300 多斤

的两扇石磨背到深山，解除了部队燃

眉之急。

作为人武战线的一名老兵，品思再

三，深有感触，诗铭其事。

三个普通民兵

一身坚毅品格

两扇石磨压身

四个昼夜负荷

层层危崖阻隔

条条肠道穿越

行动升华生命

周身奔流热血

突破了锻造自我

展示了艰苦卓绝

并肩作战留壮举

同仇敌忾向明月

何种力量支撑

何种信念执着

中国必将胜利

侵略必将败落

这个感人故事

只是抗战洪流

平凡浪花一朵

这个真情传说

只是英雄志士

茂密森林一叶

后方支前铁流

淹没日寇狂野

前线将士奋力

捷报飞扬激烈

军民齐心协力

魍魉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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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情怀

风发雷奋泛绵江，

一片金瓯起苍黄。

弹洞前村关山景，

望云草室古田光。

叶坪战塔英烈表，

红井爱民情意扬。

曾起工农千百万，

云石通告远征长。

遵义思怀

环山伴水壮名城，

雾破云开现救星。

赣水突围封锁线，

湘江血溅路迷程。

转兵通道脱敌阵，

际会楼议事理明。

力挽狂澜谁掌舵，

英明领袖用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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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

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

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

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

视海面上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

时发出警告。”

从事 20 多年的文字工作，担任

《中国民兵》 杂志特约记者也有 10
个年头，如今也走上了领导岗位。从

一名战士报道员开始，似乎一直没

有离开过文字工作，在这种肃穆庄

严的机关工作中，平时也比较严肃，

时间一长有时觉得失去了自我。之

所以坚持这种劳作，是因为在我看

来，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时代风尚，包

括我们基层官兵的生活都不应该被

漠视和遗忘，而应该受到敬畏和关

注。准确地说，应该受到充满爱意的

关注，应该被尽可能真实地录述下

来，从而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就此而言，真正的文字从来就

不是一种轻松的游戏，而是一个体

验并述说艰辛的过程；从来就不是

个人化的，而是高度社会化的；从来

就不是欲望化、私利化的，而是心灵

化、人性化的；从来就不是傲慢的、

冰冷的，而是亲切的、温暖的。

我之所以一直在写文字，是因

为在我看来，汉字给我一种度量时

代和生命的质感，让我看到生活中

的人们用话语传达着舒畅的心意，

传达着家事国事的激动与忧伤，传

达着人们渴望美好的那种无奈而细

小的思想。我因此也渴望用汉字来

张扬出他们活着的、一种决不妥协

的、一种茂盛着生命的蓬勃力量！

我之所以在坚持着，是因为我

应该承载我活着的一部分使命，不

能简单无意识按部就班地活着。而

对冬日的漫天飞雪，夏日里干渴的

土地，和土地上生存的芸芸众生，生

命就当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普通

人共生，共度尘世。人们活着的五味

甘苦就是社会的五味甘苦，他们的

青衣布裤与在春风中吹生的万物相

应相生，他们的悲情爱恨写成时代

的影子，而这个时代能给予他们的

存活愿望，就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来

承担，而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就必须

知恩图报，裹有一颗责任心。

我理解，文字存在的意义，在于

从事文字工作者把它建立在灵魂的

高处。文章要体现崇高的生命价值

和精神风骨，要从审美的愉悦和激

动中，从心灵的感应和共鸣中，牵引

和提升精神高地。我从来就没有要

求文字为我做些什么，带来什么，尽

管它记述了我的履历，维系了我的

梦想，释放了我的情愫。

我一直认为，优秀的文人定然

是一介非常的人性之人，定然有一

颗真诚善良、富于仁爱同情之心，拥

有关爱众人的博大情怀。屈子的“长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

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梁任公的《饮冰室集》、瞿秋

白的《赤都心史》、范长江的《中国的

西北角》等，无不体现出文人们的济

世思想，爱人之心。正是这些文人对

国家对民族的深深忧患，他们的情

感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如此愁

肠百结，才会有对生活的独到发现，

才会有对生命的诗意情怀！

从事文字的工作就要将自己的

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历史与社会

的土壤，要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淡泊

名利之心。大凡为一己私利蝇营狗

苟而机关算尽，抑或为鸡毛蒜皮而

斤斤计较的人，是断乎不能写出动

人文字的。

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在文字中

能奉献给读者那么一点点只属于我

个体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构思，独

特的语言，并渴望这一点点独特之

处能为受众所理解，所品味，所认

可，所喜爱。这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

“我就是我”！

（本文转自《中国民兵》杂志

2015 年第 8 期，作者系吉林省军区

政治部副主任）

绘图：张 锐

《吕梁英雄传》：全民抗战的缩影
■张志强

《吕梁英雄传》是晋绥解放区的第

一部长篇小说。在抗日生活丰富、物质

条件却极为落后、文学创作较为薄弱的

时代，它领跑了解放区长篇小说的创

作。同时，作品表现的火热战斗生活所

引发的强烈关注，不仅有力地宣传了抵

御外辱的民族精神，同时也鼓励了一批

批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在精神层面

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吕梁英雄传》的故事来源于晋绥

边区真实的战斗英雄事迹。1944 年 12
月 7 日，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在陕

北神府县召开，会上表彰了 780 名各类

抗日英雄，其中包括 124 名民兵英雄。

正是在这次大会期间，《晋绥大众报》的

负责人找到马烽、西戎，请他们在报纸

上介绍那 124 位民兵英雄的事迹。此

前，虽然马烽、西戎都在延安部队艺术

学校学习过，但是，他们学习的专业都

不是文学，马烽学的是美术，西戎学的

是戏剧。不过两个人都对文学创作有着

浓厚兴趣，并已经创作出一些作品。对

《晋绥大众报》的信任他们特别感激，立

即着手对这 124 位抗日英雄的事迹进

行整理。报社对作者提出的要求是，挑

选其中的典型材料进行加工，编写成故

事在报纸上连载。这样，两位作者就根

据这些民兵战斗英雄的事迹写成了这

部长篇小说。

小说描写的是吕梁山下一个叫康

家寨的村庄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民兵武

装，实行劳武结合，反对汉奸维持会，配

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的英雄故事。作品描

写了雷石柱、武得民、康明理、孟二愣、

张勤孝、李有红、赵得胜等众多英雄形

象，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民兵，

斗恶霸，捣毁维持会，炸碉堡，破坏铁

路，营救战友，与日军、汉奸、地主们展

开了一场人民战争。

马烽、西戎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学的

叙事手法，直接采取章回体的方式来叙

事。“章回体”这种产生于明清时代的中

国小说传统叙事方式通俗易懂，故事性

较强，情节曲折生动。因而，虽然《吕梁

英雄传》的故事来源于真实人物身上零

零散散的事件，但在构成小说时却形成

了有头有尾，有完整故事情节，有出乎

意料悬念的生动、曲折的叙事作品。通

篇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故事连缀而

成。在叙述中，雷石柱这个主要人物既

有自己的故事发展线索，又同时承担着

这部小说“串接”人物的任务，通过雷石

柱的行动把武得民、康明理、孟二愣等

其他英雄一个个勾连在一起，形成了具

有鲜明个性的英雄群体。

经过精心准备，从 1945 年 6 月 5 日

开始《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连

载，边写边发，至 1946 年 8 月 20 日共 95
回连载完毕，历经一年多的时间。1946 年

4 月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合编了前一

部分，组成 37 回出版成书。后来，作者对

全部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共编成 80
回，于 1949 年 5 月由新华书店列入“中

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出版。我们现在通常

阅读的版本，是 1952 年 4 月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吕梁英雄传》流传

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在连载过程中与正式出版后，《吕

梁英雄传》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报

社每天都会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谈自

己阅读小说的喜悦之情。当时解放区的

读者大都识字不多，许多人都是请别人

念给自己听，从中享受作品带给他们的

快感的。有些读者不仅要读，而且还要

提出见解给作家，有些问题甚至连作家

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作品是由两个人联

合创作的，又赶着在报纸上发，所以有

时难免出现“穿帮”的情况。马烽在《散

文杂感》 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

一次，西戎在前边的一回里写到有个老

大娘被日寇炸死了，而马烽在后面写的

另一回里却写到那个老大娘提上鸡蛋

去慰劳英雄了。当时两个作者都没有发

现这个破绽，却被一个不识字的读者注

意到了。在一封由一名小学老师代写的

读者来信里，那位不识字的农民相当不

满地指出：“前些日子报上说她被日本

鬼子炸死了，今日报上又说她还活得好

好的，她是吃甚灵丹妙药啦？”

小说受关注的程度远远出乎作者

与报社的意料，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已经

从晋绥边区有限的区域扩展到了其他

解放区。小说所描写的战斗内容及人物

在故事中与日伪军斗争的方式甚至被

一些解放区模仿。

作品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故事

的真实性。来自于 124 位晋绥抗日英雄

的一线亲历故事，与晋绥大众的生活密

切相关。熟悉的人物、熟悉的地点、熟悉

的事件经过，虽不一定是读者亲历，但

是，发生在身边的普通人的故事在有限

的区域早已被传诵过了，他们乐于看到

“自我”在文学作品中被表现出来。其

二，作品所采取的已经被中国读者所熟

悉的叙事方法是其深受欢迎的重要因

素。章回体小说这种类似民间说书的手

法是解放区读者所熟悉的，作品中所使

用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民间语言，也使得

读者容易接受。如“维持也是为全村安

生，这是蛇钻到竹筒筒里，只好走这条道

儿啦。”“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钱到

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等俚语、俗语、大白

话都是其强烈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第

三，强烈的阅读期待。在物质生活贫穷、

精神生活匮乏的时代，一部生动鲜活的

抗日作品自然会让期待了解世界、渴望

命运发生转变的百姓所热衷，他们期待

着从作品中看到现实与未来。

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和抗日

民主政府领导下，不顾流血牺牲，到处

攻打敌寇，书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篇

章。作为解放区长篇小说的开端，《吕梁

英雄传》虽然讲述的仅是一个小村子里

发生的英勇斗敌的故事，但从中可以看

出晋绥解放区军民在抗战岁月艰苦斗

争的轮廓。

战火中的家国情怀
———读《抗战家书》

■秦延安

当翻开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联合编撰的

《抗 战 家 书》（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2015 年 5 月出版)时，立即感到战争的

硝烟扑面而来。一封封承载着厚重的

抗战历史和文化信息的家书，让我们

真实地感受到中国民众在抗御外敌中

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位卑未敢忘

忧国”的家国情怀。

古往今来，家书是人们信息交流

的主要工具。特别是战火纷飞年代写

就的家书，其时代感就更加突出和鲜

明。《抗战家书》共收录了张自忠、蔡炳

炎、左权、戴安澜、谢晋元等抗战先辈

40 余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具有很

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其中最早的写

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最晚的写

于抗战刚刚结束，涵盖了 14 年中国抗

战的全过程。

在纷飞的战火中，抗战将领、义士

们视死如归，但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

的爱、恨、情、仇。他们的坚硬与他们的

柔软一样感人。《抗战家书》不仅是中

国人民 14 年抗战心灵史的真实记录，

更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书中

既有高级将领一心保家卫国，恨不能

为抗战捐躯的热忱；也有普通士兵朴

素的爱家爱国之情，对于家人的依恋

与思念；更有普通民众颠沛流离中的

亲情传递。无论是重要历史人物，还是

普通民众，其在家书中流露的一系列

内心独白，不仅记载了那段血与火的

历史，而且承载着绵长而醇厚的骨肉

亲情。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那

时的人们因日本的侵略而遭受的伤

痛，体会到因伤痛而产生的愤怒和坚

决的抗争，从而理解了先辈们用鲜血

换来的今天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

《抗战家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国各阶层共赴国难、浴血疆场的民

族精神。《张自忠：尽忠报国，取义成

仁》 收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

斯阵营 50 余国中战死的军衔最高的

将领张自忠将军致战士们的信。“国家

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

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

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

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

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

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将军

忠心报国之意志坚强字字可见。《谢晋

元：为国而死重于泰山》是参加淞沪会

战的国民革命军中校副团长谢晋元，

给自己的连襟张萍舟写的家信。“泰山

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从信中可

以看出，谢晋元是个极有操守的军人。

在指挥四行仓库保卫中，他用行动实

践了自己的诺言，让“八百壮士”孤军

奋战的事迹广为传诵。

当然，书中除了热血男儿从沙场

写给亲人的绝笔之外，还包含着修身、

齐家、礼仪、教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左权：别时容易见时难》收录的是

左权将军写给爱妻刘志兰的信。“别时

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

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

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

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左权将亲人间的思念幻化成共同的进

步以勉励各自努力，如今读来仍令人

为之动容。《一位爱国绅士临刑前的诫

子书》 是资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害的

爱国绅士于登云留给长子的遗书。“你

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

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

务必前途。”信中这位慈父舐犊情深，

谆谆教导，语重情长，催人泪下……一

封封抗战家书就如一部血泪史，字里

行间充满英雄气概，流溢骨肉深情，其

家国情怀足可感天动地。

岁月能褪去伤痕，却抹不掉整个

民族的记忆。穿越历史硝烟，重读这一

封封感人肺腑的抗战家书，于我们，不

仅是历史的铭记，更是精神的洗礼。

祖父的战马
■曹春雷

祖父曾养过一匹马，这不是普通

的马，是匹战马，曾驰骋疆场，跟着战

士击杀日寇。

1944 年秋天，一支八路军部队经

过村庄。村里很多人都到街上看。祖父

也在其中。他正在人群中看着，村长

领着几个军人，朝他走过来了，后面跟

着一个小战士，牵着一匹趔趄的马。

军人中的一位，是首长，对祖父

说，我知道你是兽医，这匹战马受了

伤，先放你这里，你好好照顾它，它叫

“豹子”，在战场上立过大功，曾经几次

在枪林弹雨中驮回来好几个战士，这

次受了伤，不能跟着我们行军了，让它

在你这里休养吧。等它伤好后，我们

会回来接它的。

牵马的小战士把缰绳给了祖父，

然后在战马额上亲了一下，一步三回

头地走了。于是，这匹叫做“豹子”的

战马就在村里留下来了。

祖父检查了“豹子”的伤势，它的

左后腿被子弹击穿，受伤很严重。把

它安顿在自家院子里后，祖父去了山

上，采来草药，捣出汁液来，用布包裹

着，为它覆上。每天都为它换一次药。

在祖父的精心照顾下，战马一天

比一天好起来，走得越来越稳健了，皮

色越来越亮了。

在“豹子”彻底好了之后，祖父牵

着它去原野遛一遛。它在原野上疾驰如

风，枣红的鬃毛飘逸，威武矫健。祖父

一直记着首长的话，“豹子”伤好后，部

队会回来接它的。而“豹子”仿佛也记

得首长的话，每次去街上，走到当初首

长将它交给祖父的那个地方，它都会

伫立一会儿，静静地，昂首望向远方。

祖父懂得它的心事，他曾对祖母

说，“豹子”是想念部队，想念它的战友

了。战马是为战场而生的，待在乡间，

回不到疆场，它会郁闷的。祖父常牵着

它到河边，一边为它擦洗，一边和它说

话：别急，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你的战友

身边的。

那时，村里牛少，耕地时，村里有

人来找祖父，想借“豹子”去拉犁。祖父

很生气，那怎么行，战马是用来在战场

打仗的，不是用来在田间拉犁的。自家

的地，也是祖父用镢头一点点刨的，也

没用“豹子”拉犁耕地。

没事时，祖父经常牵着“豹子”去

原野，骑着它驰骋，为它将来回战场做

训练。

然而，部队上的人没来，一直到

1945 年日本鬼子被赶出中国，也没再

来。“豹子”却一直在等待着，它常常伫

立村口，望向远方，有时会长长地嘶

鸣。祖父知道，那是它对战友的呼唤。

后来，它一年年老了。1955 年病

逝。在去世的那一天，它还努力挣扎，

想站起来，祖父说，那一刻，它还没忘

了要回部队。

“豹子”倒下后，祖父把它埋在村

西自家田地里，并用薄石板立了一个

碑，上面只有 4 个字：

战马：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