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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荧屏银幕
佳作迭出，如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
上》等，都引起了人们的好评和热议。那
么，什么是文献片呢？文献片是纪录片
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是以重大
历史事件、重要政治人物、重要的历史文
化载体为主。文献专题片、纪录片在中
国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标志性的作品出
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由中国华艺音像公司出品、在央视
国防军事频道作为国庆特别节目播出
的八集大型文献纪录片《解放大西北》
为例，在表现军事历史的作品中，这部
文献纪录片别具特色，可以称得上是纪
录片中的翘楚之作。作品以真实的历
史影像，独树一帜的表现手法，浓墨重
彩地讴歌了毛泽东主席运筹帷幄，我西
北野战军指战员顽强作战，最终解放整
个大西北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这部大型历史文献纪录
片，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影像
化西北解放战争史。作品使用第一手
的真实的镜头，没有穿插借用任何影视
文艺作品资料，完全是当时当地的真实
画面。大量历史上的真实场景，许多指
挥员一线指挥作战的影像资料，一下子
把人们带回到那个烽烟滚滚的战争年
代，带回到那铁马冰河的西北战场。许
多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让观众热泪盈
眶，从中不仅感受到革命胜利来之不
易，建立新中国来之不易，进而对今天
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
化更加充满自信。

说到解放战争，人们很自然地想到
三大战役，想到渡江作战。其实，整个
解放战争时期是充满战争奇迹的年代，
人民军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其中，大西北的解放，在整个解放
战争中，地位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
大西北解放牵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而且党中央指挥中国解放战争的中枢
机关就在西北。能不能保卫大西北，决
胜和解放大西北，不仅影响到整个解放
战争的最终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立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八集文献纪录片《解放大西北》分为
《延安延安》《转战陕北》《榆林城下》《残
阳西府》《决战扶眉》《鏖兵兰州》《凯歌青
宁》《解放新疆》八个部分。可以说，这是
一部非常完整的西北解放战争史，从上
层决策指挥到基层部队作战，均得到全
面而细致的表现和反映。诸如以少胜多
的三战三捷、沙家店战役、宜川战役等经
典战役，在作品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
述。西北野战军成立不到三年就解放了
西北五省，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
战争奇观。特别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
毛主席的作战中，彭德怀指挥部队三战
三捷，连创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
龙战役的战争奇迹，打击了胡宗南数十
万大军的嚣张气焰。加上后来的沙家店
战役、宜川战役，西北作战几乎都是以弱
胜强的经典。

文献纪录片《解放大西北》具有非
常强的历史揭秘性，许多画面是首次与
观众见面，特别是一些反映战场的实景
画面以及高层指挥员的活动，此前从未
披露。大西北解放战争，在开始阶段一
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就是，如何牵制蒋介
石的数十万大军。只有把胡宗南的精
锐之师牢牢控制在西北，才能够配合我
军在东北、华中、华东等地区组织大规
模战役。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毛主
席率中共中央在西北转战 1000多公里，
与敌周旋，历经险关重重，将胡宗南的
军队牢牢拴在了西北。正是有了西北
野战军这样一种战略牵制，我三大战役
才得以胜利进行。作品把党中央对全

国战局的战略构想，把西北野战军在实
现全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清晰
地通过历史画面加以表现。通观全片，
观众不仅可以十分清晰地了解解放战
争的进展和西北的战略格局，也能十分
清晰地了解西北野战军的每一个行动
对保卫党中央以及对全国解放战争胜
利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解放大
西北》特别注重讲述历史时的严谨认真。
编导严格遵循展示历史、再现历史、尊重
历史的原则，努力为社会留下一部可以参
证的关于西北解放的影像“正史”。作品
中的讲述人都是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的当
事人。由他们叙述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
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是这部作品的鲜明
特色。不少被采访者是战斗的幸存者。
他们亲历的作战，其惨烈十分罕见。有的
一场冲锋下来就剩下被访者自己一个人，
有的甚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许多
老战士回忆起当年牺牲的战友，一次次泣
不成声。这些亲历者叙述的故事和画面
是任何一部虚构作品所无法达到的效
果。特别指出的是，亲历者不仅有我军
的，也有国民党军队被我军解放过来的
人，通过各个侧面来再现和讲述历史。编
导还采访了我军的作战对手——马家军
马鸿宾的后代，通过他们的口来叙述我军
的民族政策和政治策略，更能产生一种特
别让人信服的力量。这些亲历者，许多已
是八九十岁的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样一部文献纪录片带有史料抢救的意义，
将为后来研究大西北解放的人留下一部
非常珍贵的影像史料。

作为历史文献片，《解放大西北》的
可贵之处还在于突破了一般纪录片宏观
叙事的结构套路，作品不仅写高级指挥
员的活动，也写基层，写连队一个普通战
士的活动。有多处讲述具体的战役战
斗，写到战场的一个具体阵地。甚至直
接写一个战士关键时刻的表现对战争全

局的作用。宜川战役、兰州战役、对阵马
家军的作战等都有这样详尽的表现。既
有亲历者讲述，也把镜头拉向牺牲烈士
的墓碑前，历史与现实，战场与当下，形
成了一种情感的冲击力，非常强烈地引
发观众的思想共鸣。许多这样的画面令
观众禁不住潸然泪下。比如，作品多次
写到了艰苦的攻坚作战，为了拔掉一个
碉堡或一座城楼，战士们那种从容不迫、
前仆后继的冲锋姿态，一下子让观众感
受到我军一往无前的优良传统，一个连、
一个营打到最后剩下没有几个人。一个
连队，连长、指导员同时牺牲，两个排长
马上接任，新任连长、指导员又牺牲了，
接着另外两个排长马上再接任。这样一
场攻坚，连换三茬干部的情况，通过亲历
者声泪俱下的叙述，产生出极其撼动人
心的效果。我军的精神和传统，我们战
胜强敌的决心和意志，通过这些画面得
到非常真实的再现。部队上下那种令行
禁止的作风，在这部作品中同样得到生
动表现。比如，一支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的部队，突然一纸命令被留在新疆，脱下
军装屯垦戍边，成为永久的生产建设兵
团。西北野战军的多支部队就是这样整
建制地留在了新疆。指战员们没有二
话，脱掉军装立即投入到新的任务中。
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正是通过这样一
些生动具体的故事得以表现。西北野战
军听党指挥的光荣传统，通过这样的故
事加以体现。

当下，全党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解放大西北》的播
出，无疑给正在进行的主题教育提供了
具体生动的史料素材。先辈的牺牲精
神，他们为了新中国而无惧生死的献身
意志，永远是我们全党要继承发扬的优
良传统。这部作品同样也为当下文献
纪录片的制作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借鉴
和经验。

题图设计：王晨光

削土豆

去炊事班帮厨，炊事班班长提着

一袋土豆对来帮厨的战士说：“削土豆

皮，削一半留一半。”等班长切土豆的

时候傻眼了，只见每个土豆的皮都削

了一半留了一半。

一二一

教导员从幼儿园接孩子回家，路

上孩子说：“爸爸，我累了。”

教导员说：“咱们数到三，爸爸就抱

你走，行不行？”孩子很高兴地答应了。

然后教导员大声说：“齐步走！一

二一，一二一……”一路走回家。

防空训练

参加防空训练，乘车刚到野外就

听到空袭警报。全体下车，各自找地

方隐蔽，几个人跑到了一起，被连长

看到后，喊道：“空袭还往一块跑，组

团挨炸啊！”

（周格格整理）

“奏响强军之音，迈步时代征程。
战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FM19.82’强
军之音……”中午时分，武警杭州支队
新兵大队营区内，悠扬的音乐声后，一
个轻松的男声蓦然响起。
“FM19.82”并 不 是 调 频 频 率 ，

“FM19.82”强军之音也非专业电台。
它的前身是该支队的军营小广播，一
台功放设备、一个话筒、一个外挂音箱
就是它的全部家当。

过去，军营小广播深受官兵喜爱，
一直是支队文化生活中的“硬菜”。但
这几年，小广播从形式到内容都变得
陈旧，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官兵
对广播节目反响平平。今年新训，新
兵大队教导员赵科砜借鉴地方电台的
制作模式，改造升级小广播，决心让它
重新焕发光彩。

他找来有着军校广播站管理经验

的排长袁黄涛担任新“电台”的“台
长”，又在支队广发“英雄帖”，邀请有
兴趣、有特长的官兵参与“电台”的工
作。通过个人申请、面试考核的方式，
最终遴选出 6名新兵担任“电台”的播
音员。

兵强马壮更要招牌响亮。新“电
台”名称征集，“FM19.82”强军之音脱
颖 而 出 。 教 导 员 赵 科 砜 介 绍 说 ：
“‘19’代表 2019 年入伍的新兵，‘82’
是因为新兵习惯将营区称作‘82号军
营大院’。取名‘FM19.82’强军之音
就是寓意新兵们将在‘82 号军营大
院’里加钢淬火，用无悔的付出奏响
强军之音。”
“电台”要想受欢迎，走心的节目

才是核心竞争力。“千里祝福”“乐趣军
营”“大院资讯”……各档节目都是贴
近官兵生活的“量身订制”。其中，最
受官兵喜爱的节目要数“千里祝福”。

试想，如果在生日当天，你突然在
军营广播里听到父母的“生日祝福”，会
是怎样的感受？新兵宋子娟的第一反

应是蒙了，继而喜极而泣。她身边的女
兵们听到后，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份
贴心的生日惊喜，新兵们怎能不爱？

为了短短几十秒的生日祝福语音，
新兵班长们没少费心。在录音收集之
初状况百出，有的父母乡音重，班长们
听不懂对方的语言，需反复沟通；有的
录音背景声嘈杂，“技术大拿”要一遍遍
过滤掉杂音；还有的父母爱子心切，千
叮咛万嘱咐，录音时长超时……“千里
祝福”让新兵在军营里，感受到亲情的
温暖。
“乐趣军营”节目是为官兵展示各

自特长而特别设计；“大院资讯”则将
新兵的新训感悟、训练收获进行分享。

每天午饭和晚饭开饭前的 20分钟
是“FM19.82”强军之音的广播时间。
经历了高强度训练的新兵们，在舒缓
的音乐和温馨愉快的节目中获得精神
的放松。“自从有了‘FM19.82’强军之
音，大院里热闹了许多，大家每天都盼
着楼顶的‘大喇叭’早点响起。”新兵班
长蒋剑宗说。

“FM19.82”强军之音
■王成滨 袁黄涛

快乐军营

乐天派

艺 境

军营小幽默

军营神器·黄脸盆
■曾 茜

兵 漫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

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

歌声满天飞……”陆军第75

集团军某旅特战女兵，完成

狙击步枪射击训练后，唱起

欢快的《打靶归来》，露出轻

松灿烂的笑容。

张正举摄影报道

打靶归来

■陈先义

贺贺来到礼堂的时候，带着一把深
褐色的吉他。礼堂本是保障文艺演出的
地方，可兄弟们熏陶了这么多年，也没见
谁熏出点文艺细胞来。贺贺的到来，算
是给礼堂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艺风。

贺贺的原单位是一个海防岛。从
岛上到陆地需要 4小时的航行，那还得
看老天爷的心情，要是遇上点风浪，就
只能望陆兴叹了。弹丸小岛上除了驻
扎着连队官兵，还有靠打鱼、养殖海鲜
为生的渔民。每天早晨，官兵围着小岛
跑五公里，渔民围着小岛晒海带。

都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没上岛
前，想象着每天醒来能吹海风、看海景、
吃海鲜，贺贺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可
真上了岛，日复一日听着海水拍打礁石
的声音，再美妙的诗情画意也变得毫无
生趣。贺贺想改变这种一成不变的日
子，当他把要学吉他的想法告诉给战友
们时，大家都笑出了眼泪。谁都不相信，
没半点文艺细胞的贺贺能学会吉他。

你的梦想要是像海带一样随波逐
流，那也就只能在嘴上实现了。贺贺想
学吉他的想法就像海边的礁石一样在心
里生下根来，任凭多大的风浪都没有动
摇过。岛上没有老师教，那就自学成才
吧。每天训练之余，战友们三五成群的
闲侃，或是扑克甩得比海浪响，贺贺就像
没听见一样。他带着那把吉他，到连队
俱乐部一角或是礁石旁，跟着手机上的
吉他视频教学课，对着书上的曲谱，一根
一根琴弦去感受。那不成调的琴声，伴
随着声声海浪飘向大海的深处。

所有的大树都一样，最初就是一颗
种子，不经意间发了芽，顽强地生长。
抗风拒浪的时候，你几乎不会注意到它
的存在。当你意识到它时，它已经长成
一棵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贺贺的吉
他在他心目中就是这样一棵树。刚开
始时还有人调侃，问他什么时候在小岛
上开演唱会，贺贺就笑着回应“快了，快
了。”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贺贺练吉他
就像每个人吃饭睡觉一样，都习以为常
了。日复一日，贺贺的手指因拨弄琴弦
已经裂开了好几层皮，磨成的老茧比晒
干的海带皮还要粗糙。

一年下来，贺贺带着吉他虽然没开
过演唱会，但至少上过连队组织的联欢
会，这让贺贺快乐了很长时间。也让战
友们回味了很长时间。周末，三五个战
友坐在礁石边上，海面渔船穿行，空气
中满是海风的咸味。贺贺的一首《知
足》轻轻响起，那舒缓的旋律顿时弥漫
了整个心间，让海鸥也变得呢喃起来。

在小岛上，训练辛苦了，贺贺拨动
琴弦，一首《斑马斑马》如泉水叮咚，赶
走身心疲惫；有战友失恋了，一首《好久
不见》如流水潺潺，抚慰受伤的心。那
个时候，贺贺的吉他属于他自己，也属
于整个岛上的战友。

当贺贺的吉他已经习惯了小岛的海
风时，海浪又送给他更大的梦想空间。
当兵第一年，机关来选兵，几经挑选，贺
贺被选上了。他被安排到宣传岗位，跟
着老班长来回于各个小岛哨所，写脚本、
拍素材、编片子。虽然每次上岛也吐得
七荤八素，但贺贺总是认真地对待各项
新任务，从一始终地坚持，就像当初坚持
他的吉他梦想那样。在机关的几年里，
他不但拍摄、剪辑成了全单位的“大拿”，
吉他技艺也有了长足进步。

每个成功者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
地跋涉。后来，贺贺考上了士官学校，毕
业后分到了现在的单位，成为一名整天
与音响话筒打交道的礼堂保障兵。“音响
和话筒也算是吉他的亲戚吧。”贺贺心
想。他愉快地跟着班长学调音、学灯光，
学一切与舞台有关的知识。

大院礼堂作为一个保障服务单位，
各种会议、晚会保障忙起来时，工作到
深夜是常有的事。遇上晚会联排，反反
复复地定灯光、定话筒，就是拉大幕也
得来来回回试多次。等曲终人散，整个
舞台都进入了梦乡，贺贺还不忘拨弄两
下他心爱的吉他。在礼堂工作的日子
里，各种繁重的保障任务之余，贺贺又
考取了摄像师中级证、通过了士官教员
资格考试……

唯累过，方得闲，唯苦过，方知甜。
这些年，岗位在变，但贺贺无论走到哪
儿，都会随身带着那把吉他。空闲时，
他会轻轻地抚摸琴弦，那灵动的旋律倾
泻而出，再纷扰的世界就只剩下一个执
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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