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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军事文学作家张隼所著、广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往事》之《首
义风云》《红色风暴》《抗日烽火》《红旗
漫卷》一共 4册，已同读者见面。这部
从创作到出版历时 7年的革命历史题
材作品，以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
历史为脉络，状写了1座历史名城、2条
大江、3个家族、40载恩怨情仇，读来荡
气回肠，文化底蕴十足，重新给我们撩
开了历史的天幕，让我们回望不曾走远
的红云。

作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圣地，武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
有着悲壮而昂扬的历史文化品格。据
可靠资料表明，从 1921年到 1949年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
有名可查的同志就有370万，武汉占有
不小的分量。《武汉往事》以汉口王府、
武昌余府、汉阳赵府及其家族成员在特
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与恩怨情仇为
故事情节，贯穿于全书的几个主人公余
瑞祥、王俊林、余瑞华、赵璇滢等人，因
为性格、信仰等各不相同，在重大历史
关头，其分裂的人物性格表现为既是亲
人又是对手，有时携手合作，但更多的
时候是针锋相对，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上
演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血雨腥风，在情
与理的罗网里编织了一段段催人泪下
的儿女情长。

全书分4部曲，第一部《首义风云》
以武昌起义前后为背景，从起义意外暴
露了起事计划后，革命党人遭到清军围
捕开始。危急时刻，新军某部队官余瑞
祥绊住清军头目，致使起义爆发。余瑞
祥的人物原型，就是辛亥革命的起义人
物、后来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

随后，余瑞祥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临时总
指挥，全面指挥起义的新军，兵分 3路
攻打湖广总督府。这时，同样是新军队
官的王俊林听说世交余瑞祥参加了革
命党，前来投奔，也参加了起义。王俊
林的父亲王翔宇听说儿子已经是革命
党人，便与弟弟王翔东一道，带着大侄
儿王俊财倾其所有帮助革命党人，把家
族的产业交给二侄儿王俊喜打理；赵嘉
勋严禁儿子赵承彦、赵承博与革命党人
有任何联系，自己却遭到革命党人的软
禁；余昌泰则到处散布流言，攻击革命
党人，不准大儿子余瑞光支持革命党
人，与二儿子余瑞祥断绝父子关系，把
以在校学生身份参加过起义的三儿子
余瑞华困在家中，逼迫大儿子余瑞光给
投靠革命党人的大儿媳赵璇滢写休
书。赵璇滢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党，
成为妇女队队长……中华民国成立
后，袁世凯、黎元洪联手逼走了余瑞
祥。赵璇滢从心里萌发了对余的爱
意，主动遣散妇女队，四处寻找余，准
备永远与余相依相伴。余瑞祥感觉到
了昔日大嫂对自己的情义，故意躲
避。王俊林投靠了袁世凯的部将，却
得到重用。

第二部《红色风暴》写余瑞祥离开
军队后，结交了很多穷苦朋友，更看透
了政府的腐败。后来，听到袁世凯即将
称帝的消息，他迅速联络旧部，准备再
度起义，但被王俊林破坏了。王俊林虽
说跟余瑞祥理念不同，但仍然重视与余
瑞祥的交情，帮助赵璇滢找到了余瑞
祥，使他们结为夫妇。余昌泰死后，王
俊林把余瑞华送去保定军校读书。后
来，在赵璇滢掩护下，余瑞祥前往广州，
投奔南方军政府。之后不久，赵璇滢在
丈夫余瑞祥的引导下加入共产党，成为
武汉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国共
关系破裂，王俊林追随余瑞祥参加南昌
起义，后又叛变革命，回到武汉，成为国

民党武汉卫戍司令。余瑞祥在南昌起
义失败后去了鄂豫皖，为发展壮大鄂豫
皖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

第三部《抗日烽火》以抗日战争为
背景，写余瑞祥在武汉建立八路军办
事处，鼓励民众抗战，掀起了抗战高
潮。王俊林再一次与余瑞祥走到一块
儿，携手抗战。武汉陷落前，余府纱厂
迁往大后方，王俊财因病不能离开，留
了下来，赵府不愿意搬迁。武汉陷落
后，赵府几乎全部被日寇杀光。赵承博
只身逃出，自拉武装，专杀日寇，后来投
入余瑞华手下。王俊林投靠日寇，犯下
许许多多罪行。日寇威逼王俊财当维
持会长，却遭到拒绝。王俊喜为了哥
哥的名声，自己出面当了维持会长，背
上汉奸恶名，与王俊林明争暗斗。后
来，王俊林为了自保，不得不杀死了
他。余瑞祥成为共产党要人。赵璇滢
来到新四军第五师，历次率部与王俊
林的伪军以及日寇作战，支援正面战
场，并且劝导弟弟赵承博拉出武装，加
入新四军。

第四部《红旗漫卷》写抗战结束后，
王俊林再度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
攻打赵璇滢部。余瑞祥作为军调处的
共产党高级代表来到武汉，与王俊林等
人展开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监督停
战。中原突围后，赵璇滢奉命潜入武
汉，在王俊财、余瑞光等人的帮助下，建
立一张巨大的地下工作网络。国民党
兵败如山倒之际，赵璇滢通过地下党人
做工作，劝说王俊林起义。但是，王俊
林受王晓燕监视，无法起义。余瑞华在
金口宣布起义，封闭了国民党军退入湖
南的道路。王俊林受到王晓燕胁迫，不
得不离开武汉。王俊林夫人余雅芳不
愿跟他一道逃亡，自杀身亡。武汉和平
解放。

《武汉往事》正是通过深入浅出的
细节、人物的刻画与描写，以及深层次

的揭示，让我们看到了从辛亥革命到
武汉解放近 40年历史中，以 3大家族
为代表的武汉人民，在风云变幻的中
国，意志坚定、斗志昂扬，同反动腐朽的
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强大的
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信念如钢，
救亡图存，不屈不挠，坚持以民族和国
家的命运为重，坚持抗争，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最终建立新的政权。
在历史危急关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环
境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中
国人民，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和人
民时刻在一起，团结各界人民打败日
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
新中国，真正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
作品写的是武汉人，何尝不是全中国
人？它完完全全是中国人民斗争的历
史缩影。这应当是《武汉往事》的真正
深层意义，也是其所坚持的历史观、价
值观。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不是简单的重复
历史，也不是违背规律的创造。作家既
要忠于历史，又要提炼出历史“御今”的
时代意义。从文学的本体而言，要求作
家不要把历史的外衣简单地披在人物
的身上，而是要把历史的血脉融入人
物，最后造就有性格和血性的人物形
象。张隼曾在军旅，这些年一直致力于
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真实的收集与研
究，撰写创作了不少有影响、有分量的
历史现实题材作品，得到社会和读者的
认可、好评。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
作家，是一个有民族情结的作家。他写
《武汉往事》对时代和社会是很有意义
的，为使青年人认识武汉在推动历史进
程中的作用，他把历史通过事件和人物
来写出别开生面的史诗气派，这是一般
历史小说所不曾做到、也最难做到的。
值此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无
疑是一份厚重之礼。

未曾走远的红云
——读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武汉往事》

■柳江南

每年征兵时节，我就想起那年新兵
家访时一件往事。

当时，领导派我和二连刘连长去河
北接收新兵，征兵办公室就设在县人武
部。经过半个月紧锣密鼓的报名、体检、
谈话和筛选，新兵名单基本定下来。眼
看新兵集中的期限已到，可还有两个最
后确定的新兵没有家访。为了圆满完成
任务，我和刘连长做了分工，我负责到其
中一个新兵所在的偏远村子去家访。

从人武部出来，天渐渐黑了。我骑
上一辆除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
急匆匆上了路，心想只要自行车不出故
障，个把小时赶到目的地不成问题。殊
不知，山路崎岖，坎坷难走，自行车半骑
半推，加之山区天黑偏早，走了一个小时
才刚到半路，就看不清路了。一打听，这
里距目的地还有 6里上坡山路，没有一
个钟头很难到达。怎么办？犯难之际，
前面出现了一缕亮光，尽管在夕雾中显
得很微弱，可当时对我来说，它无异于军
营门口那对耀眼的太阳灯，明亮而又亲
切。我叹了口气：看来只有在这个村子
对付一宿了。

我推着自行车，悄悄地进了村。
临行前听人武部的同志介绍，这里

的山区农村都比较偏僻，为防止野兽对
家畜的伤害，家家户户都养狗。这里的
狗大都很凶，只要一听到动静，它就狂吠
不止，且一只叫起，几十只呼应，整个村
子就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为了不“打
草惊蛇”，我决定就在村头的老乡家借宿
一晚。

我轻轻敲了几声门：“老乡，请开
门！”

“谁呀，等一等。”屋里很快就有了动
静。

门刚开一条缝，一只大黑狗就汪汪
叫起来，并灵活地钻出街门，凶猛地朝我
扑上来。要不是我的自行车挡了“驾”，
它没准儿一口就咬住我的脚脖子了。

“老黑，回去！”主人的一声断喝，犹
如军营里一道军令，使老黑立即收敛了
威风，并在我的身边摇起尾巴。

开门的是一个老大爷，50岁左右，

他用手电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见我
是军人，脸上立马堆起了笑容：“同志，快
到屋里坐！”他一边帮我推自行车，一边
放开嗓门儿喊：“他娘，咱家来客啦！”

“哎——”声落处，只见门帘子掀开，
一位慈祥的大娘出现在我的眼前。

没等我把来意完全说明，大伯已经
把桌上的大茶壶续上了热水。大娘出去
只几分钟，就把两大碗荷包蛋挂面端到
我面前了。我感动得心里一热，除了连
说几声“谢谢”，连一句得体的话也想不
起来。我也确实饿了，接过大娘递过来
的筷子，便狼吞虎咽起来。不消 10分
钟，两大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就被我“消
灭”了。

饭后，我和大伯大娘围坐在炕桌周
围，毫无陌生感地打开了话匣子。谈话
间，我顺便问了问今年村里的征兵情
况。因为此村没有我们的征兵任务，只
不过以此作为闲聊的话题而已。谁知一
提征兵的事儿，大娘就激动起来。她从
厢房里拿来一个镜框给我看：“你看，我
家铁蛋儿，不，大名叫张铁，去年就是让
你们接走的，你看认识不？”一旁的大伯
嗔怪道：“别瞎扯了，部队大着哩，哪能都
认识。”大娘不服：“反正当兵的都是一家
人！”我笑着接上说：“咱们军民也是一家
人嘛！”说得老两口都笑了。

大娘思忖片刻，突然问道：“你认识
马排长不？就是去年来我们这里接兵
的。”我摇摇头——去年是哪个部队来这
里接兵的，我一无所知。

“说起那个马排长，可是个大好人。”
大娘一边给我倒茶水，一边如数家珍般
跟我侃了起来，“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
也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马排
长来我家，说是来跟新兵的家长聊聊天
儿。可他一进村，我家那个老黑就扑了
上去，叼住马排长的小腿不放。我喝退
老黑，把马排长扶到屋里一看，呀，血流
不止！我慌忙叫来村医生为他包扎了一
下，还打了破伤风针。马排长一边笑着
说‘不碍事儿’，一边抢先交了药钱——
他可真犟，我把他的药钱几次塞到他口
袋里，让村医记上我的账，可他多次拒
绝，并不由分说地坚决把药钱塞到医生
手里，你看这事儿闹的！马排长真是个
铁打的汉子，送走村医，又拖着一条受伤
的腿，跟没事儿人一样，拉着他爹到东屋
唠嗑去了。第二天，马排长硬是一瘸一
拐地上山下坡，走村串户，把附近3个村
子的5个新兵家庭都走访了。”

“同志，不瞒你说——”一旁的大伯
也接上话茬，“俺们这穷村子，穷得连名
字都没有，因为只有几十户，都管叫它

‘小村’。这里自古就养狗多，而且狗比
人还金贵，你要把他家的狗打了，他全家
不找你拼命才怪。谁家的狗出意外死
了，不光不能把狗肉吃掉，还要为狗做个
小棺材，把狗郑重其事地埋起来哩。按
说这都是老规矩、旧风俗，可那个马排长
听说了这些风俗习惯后，可当回事儿
了。那天被我家的狗咬伤后，他甭说把
狗打一顿，就连一句生气、抱怨的话都没
说。他还说‘我要打了你家的狗，就是不
尊重你们的风俗，不尊敬主人’哩，你听
听，人家这肚量，这才叫人民军队呀！”

“一年了，那个马排长不知还在不在
部队。这次你回到部队，务必帮我打听
打听他，要是能见到他，就说俺们全村人
都想念他……今年，俺们村摘掉贫困帽
了，小青年们一听说当兵，都争着报名
呢！可俺们越高兴，就越念着马排长的
好。又一想，部队上哪个兵、哪个官不像
马排长那样可敬可亲呢……”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
着。多好的老乡啊，你爱他一分，他敬你
一丈。哪怕只得到滴水之恩，也铭刻在
心中，并且时时刻刻想着来日涌泉相
报。我作为子弟兵的一员，应该怎样回
报人民的关爱和期待呢？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
马排长就在我们部队、我们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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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
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
场秋点兵。”当你读到这些优美豪放的
诗句时，是不是有一种无可替代的愉
悦和享受？读书，送给你的就是这种
曼妙的风景和精神世界的满足。

人类一切优雅高尚的活动中，读
书是门槛最低而投资回报最高的。我
酷爱读书，始于儿时。那时，家里一本
本小人书，都是我用省下的压岁钱、零
花钱买来的。到了中学，就开始省吃
省喝攒钱买小说。我当兵走的时候，
十分认真地把一本本书包好，然后放
进麻袋中。父亲怕书受潮，又担心老
鼠啮咬，就用绳子捆住麻袋吊在房梁
上。别人家的房梁上吊挂的都是腊肉
咸鱼，我家吊的却是书本。父亲虽然
不识字，对我的书却很用心，每年农历
六月初六照例要把麻袋放下来，拿出
去铺在凳子、椅子、木板上晒一晒。

晒书是南方的传统。据说在每年
六月初六拿出来晒一晒，书就不会生
虫子。那一天，在家门前放一排排长
条凳，晒上一摞摞书，成为我们村子里
独有的一道风景。

我刚入伍的时候，少有机会外出
买书，也无自己的私密空间藏书，连队
阅览室订阅的《解放军文艺》就成了我
的精神支柱。每次都是如获至宝，反
复品读。正是在精神食粮的滋润下，
我开始学着写一些散文、诗歌、新闻故
事往报刊投稿。可以说是良好的阅读
习惯改变了我的命运，也给了我成长
的机遇。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我都
坚持买书读书，并深刻体会着“读书
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的绝
妙。读历史书可以看透世事风云变
幻，读现代小说可以感知世间人情冷
暖，读诗词可以抒发感慨展豪情壮
志。不论遇到什么坎坷和艰难，不论
面临什么矛盾和问题，只要拿起书，我
都能平静坦然、淡若止水。

明代于谦有诗云：“金鞍玉勒寻芳
客，未信我庐别有春。”一个称心如意
的书房正是爱书者的梦想，也是读书
人的奢望。回忆自己从军几十年，一
麻袋一麻袋的书跟随我南下北上，从
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颠沛流离了许
久，有的实在无处可放只好遗弃。

我留在老家的那两麻袋书也没
了。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那吊在房
梁上的书，他也弄不动了。2000年前
后，父亲托人写信问我：“那两袋书还
有用么？”那时，我刚刚提升为股长，正
是最忙的时候，读书几乎成了奢望，对

买书藏书的热情大减。于是我做了一
件现在想来很愚蠢的事情，回信让父
亲把那些书都卖了。

2015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书
房，但过去遗失的那些书再也回不来
了，思之痛之、惜之叹之！

有了书房之后，读书之余，我开始
追寻藏书之趣。尤其令我感动的是，
叶嘉莹老前辈在看了我写的维和故事
《我在西非》后，专门将她的著作《我的
老师顾随先生》签赠给我，并在扉页题
词“向守土卫国的军人致以敬意！”每
每回想起老前辈的孜孜教诲，我依然
心潮澎湃，充满敬仰，也使我对读书藏
书有了更加坚韧的追求！

读书藏书，重在传承。据说，犹太
人有个习俗，当孩子出生时，母亲就会
翻开《圣经》，滴上一点蜂蜜，让孩子去
舔，这让孩子对书产生美好的第一印
象：书是甜的。女儿上大学前，她让我
讲讲大学生活应该怎么度过，我不假
思索地告诉她：“在大学里，你要做的
就是一条：多读书勤思考。”我想，这正
是自己在读书藏书中的感悟。

藏书读书之趣如山上之色，水中
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
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我的书
房虽小陋简少，不足称道，但闲来坐一
坐、看一看，可使心安、使意足、使人
静、使家睦！正如林语堂所说：生活所
需的一切不贵豪华，贵简洁；不贵富
丽，贵高雅；不贵昂贵，贵合适。

书

缘

■
周
道
海

这是一家本市最大的水产销售公
司。

武强从部队退伍后，来公司干保
安已经两年了。他每天在公司门口值
勤，除公司员工进门要出示证件外，外
来人员都要登记，并与要找的部门或
人员联系上后才能进入。进货和出货
车辆都要查验手续，手续不齐不完善
不得放行。

公司员工男男女女有上百号人，
进门时，有的春风荡漾，有的面无表
情，有人点头示好，有人举手打招呼，
有人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这天下班后很长时间了，武强总
感觉心里有些慌乱，好像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

又等了许久，他终于迈步进入公
司大楼。很仔细地转遍各个角落，连
一个人影也没见到。走出大楼，他摇
了摇头，笑自己多虑了。

走回宿舍的半路上，他突然又转
回了身。

来到仓库区，一间一间地看门上
锁了没有。转了快一个小时，当他到
达冷冻区最后一个房间门口时，发现
门是虚掩着的，没有上锁。

他的心被提到了嗓子眼儿，猛地
推开门，里边冷冻库的门是关着的。
他使劲把门拉开，心里不免有些紧
张。里边的灯自动亮了，他看到了里

边摆放整齐的水产品箱子。当眼光搜
索到门口的一角时，一个带霜的人型
物件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上去一摸，
果然如他的判断，赶紧手忙脚乱地抱
起那人就向外跑。

到了公司门口，他把那人放在保
安室的床铺上，用被子盖上，哆嗦着双
手拨打了120。

那人得救了。后来，她笑着问武
强：“你怎么会去那儿找我？你怎么知
道我还在公司里边？咱们不认识吧，
我不记得咱们说过话。”

武强不好意思地说：“咱们是不
认识，但每天你到公司门口，都会面
带微笑地看我一眼，所以我就记住了
你。那天下班时，我没有看到你的身
影，就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就进去到处
找……”

她是公司的副总，刚来公司不
久。那天她是私下去库房查看一下，
没想到把自己关在了里边。

她说：“听说你是退伍军人，那咱
们是战友，我今年刚转业回来。老战
友，你救了我一命，怎么样，今天我请
你吃饭，能赏光吗？”

多看了一眼
■王培静

摘一朵白云给女儿写封信，
亲爱的囡囡，妈妈的一颗心。

爷爷是否还在娇惯你？
你呀，该有男儿骁勇的天分。
别像我，
初上航机，冷汗漫延指尖。
再过几十年，
你栽的小树也将成绿荫。

捎给你《航空知识》合订本，读读吧，
别像我，航校的考试抹过泪痕。
踏着“星星火炬”远征吧，
待看明天，

你把五星红旗插进宇宙之门。

你要想我，就早早起床，
朝霞，是妈妈给你的亲吻。
啊，不是插上钢翅的母亲心狠，
实在是，寄语未来，痴痴地爱太深。

只愿滚滚浦江水，
把我女儿的壮志滋润……

朝霞，是妈妈给你的亲吻
——女飞行员给女儿的信

■刘忠全

胡杨绝唱（油画） 朱志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