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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尘封已久的老

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

述历史

“雪枫史馆”的翻建计划，曾在 2015
年就被列入旅里的“十三五”规划。但
由于处于改革调整期，政策、经费、人员
不明确，翻建计划迟迟无法实施。

直到《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
划》下发，旅史办公室成立，专项人员组
成，工程开始启动。
“我们像是被时代推着，得马不停

蹄地动起来，让史馆‘重生’。”旅史办公
室负责人、上尉陈萌说。但怎么建？她
还没有明晰的思路。

对此，旅政委魏银建给出的建议
是，“先去参观见学”。

陈萌参观了 5家军内顶尖的军旅级
史馆，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用故
事呈现历史——通过鲜活的故事打动
人，让史料、文物“活”起来。

对于这个观点，公铭非常认同。
担任解说员时，就有个让他印象深刻
的小故事：妻子林颖过生日时，时任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曾赠送
给她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我
们忠诚坦白之于爱，正如我们忠诚坦
白之于党。”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爱情！”

公铭感慨，它展现了彭雪枫将军的另
一面——和普通官兵一样，有着对爱
情的向往和忠诚。

陈萌说：“现在的官兵都喜欢听故
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历史，就有了
吸引力。”然而在老史馆中，这样能打动
人的故事并没有多少。

于是，陈萌决定再进行一次外出寻
访，重走一遍征战路，挖掘尘封已久的
老故事。

根据旅史记载，部队曾征战豫皖
苏浙鲁。她计划，在这 5 个省找到所
有与部队历史相关的展览馆、纪念
馆，在收集资料的同时与当地同行建
立联系。

在从河南夏邑到安徽新兴集的路
上，陈萌意外地路过旅史中记载的“新
新沟”。上世纪 40年代，彭雪枫曾带领
新四军官兵在当地驻扎。为了解决夏
季的洪涝灾害，官兵协助地方修筑了
“新四沟”和“雪枫沟”，后来合称为“新
新沟”。

这组排水沟长 10 余公里，时隔近
80年，依旧是当地疏导洪水、灌溉农田
的重要水利工程。在“雪枫史馆”里存
放的一张当年的《拂晓报》上，还记载着
修筑水沟、构筑堤坝的情景。

随着“新新沟”被发现，陈萌将一路
走来遇到的“雪枫路”“雪枫学校”“雪枫
大桥”……汇编到一起，组成了“雪枫影
响”故事板块。

在老史馆中，有一则关于战斗英雄
叶春景的介绍。“只有短短两行字，对参
观者来说，这只是一个名字，甚至不会
留下什么记忆。”陈萌说。

寻访途中，宣传科干事杨丁恺找到
了一本《跌不倒的英雄叶春景》，里面记
录了关于叶春景的战斗故事，并附有他
的照片。最终，杨丁恺成功买到了这本
1950年出版的旧书，并将其收录在史馆
的历史文物中。

发现老故事最多的地方位于江苏
省宿迁市洪泽湖畔的雪枫墓园。

在墓园的月牙池附近，一行人看到
了“彭故师长灵柩原葬处”。墓碑的下
方，记录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马
夫李哑巴用生命保护师长的遗骨。

墓园的另一角，有一个巨大的战马
铜像，它代表着彭师长的坐骑“火车
头”。陈萌拿起相机，拍下了这一人一
马的历史印记。

随着更多老故事上的尘埃被拂去，
新史馆的故事不断丰富起来。

上士张倩如第一次参观“雪枫史
馆”，就被这两个无言战友的故事感动

了。“听着听着，泪水就开始在眼眶里打
转了。”张倩如说。

适应新时代官兵特

点，让一砖一瓦都镌刻特

定的精神符号

“雪枫史馆”建于 1994年，上一次翻
修还得追溯到本世纪初。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史馆的很多
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展品大多通过玻
璃橱窗、玻璃柜的方式展现，风格偏
重于平面化，形式相对单一；3个独立
展厅的布局导致展览面积狭小；展厅
以涂白墙、打木框为主，几乎没有装
修过……

在这个全媒体时代，官兵的认知特
点、接受习惯、审美情趣等都有了全新
变化，昔日的史馆已经难以满足今天的
官兵。为此，建设一座符合新时代特色
的军史陈列馆已刻不容缓。

最直接体现新时代特色的就是外
观。“雪枫史馆”的外墙采用一种真石漆
的新型环保材料，展墙上穿插着不规则
的几何图形，整体色彩从庄重的浅咖
色、灰色、迷彩色过渡到鲜亮的蓝白色、
红黄色。

为了适应新时代官兵的特点，新
史馆充分让官兵积极参与到建设过程
中——

在 140平方米的序厅中央，摆放着
的是彭雪枫将军的半身雕像，那是多名
老兵集资雕刻而成的；雕像背后是 3
米×8米的巨大浮雕，镌刻着 4个不同
时期的战斗场景，由俱乐部主任程烨设
计完成；右侧是大小错落排列的 318张
历史照片，拼成了一个“战”字，取名“胜
战映像”，这是陈萌的得意之作。

同时，新史馆运用了多媒体、声、
光、电融合技术，并加入了战场还原模
型、半景画等元素。

在一场战斗场景还原模型中，下士
钟林看到了连长袁辉站在洞口、张开双
臂，用身体挡住大火的一幕。“很震撼，
脑海里瞬间就有了画面感。”钟林说。

设计的初期，运用什么技术手段来
呈现战场还原模型，大家曾产生过分
歧：是运用体现高科技的激光投影、VR
或 AR技术？还是使用人物模型、全景
画或半景画？
“战场还原模型是将一些具体的情

节形象化地演绎出来，目的是表达出真
实的情感与氛围，更直接地向参观者展
现其战斗精神。”副政委边庆军认为，与
技术手段的创新相比，精神内核的挖掘
更为重要。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战场还原模
型通过半景画与实辅景相结合的手法

来展现。
油画专业硕士毕业的上尉张磊，顺

理成章地担任了新馆 3个战斗场景的主
设计师。
“每一处设计的细节和技术都有特

定的精神符号。”张磊说，设计过程中，
他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板桥集战役中，一连一班机枪手
常福祥用机枪打下日军轰炸机一架。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录记载，常福祥是在
轰炸机向地面俯冲时恰巧击中了飞行
员，飞机失去控制后坠毁。

但机枪的枪身重、后坐力大，当时
的支架没有现在的车载机枪那么灵
活。加上板桥集地处安徽蒙城，是平原
地貌，没有山石依托，常福祥的射击角
度如何呈现？
“场景还原的细节关乎战斗的真实

性，如果出现错误，则会引起参观者的
质疑。”张磊说。为此，他和中士杨晓栋
翻阅了大量史料。

几天后，杨晓栋找到了证据。那是
一张两人协同射击的老照片。经过比
对后，杨晓栋确认照片中的年代、枪型
等细节均与板桥集战役相符，并以此确
定了常福祥向飞机射击的姿势。

现在，2个等比例的模型呈双人协
同射击的造型，墙壁上是敌机被击落的
画面。这些，共同组成了板桥集战役还
原模型。

针对年轻官兵的喜好，杨晓栋为史
馆设计了 3个风格各异的标识，并制作
成印章和书签。“参观结束时，安排工作
人员给参观者赠送书签和盖印章。”杨
晓栋说，战士们最喜欢在迷彩帽里印一
枚印章。
“从一枚印章到记住一次参观，再

从一次参观到记住一个故事、一种精
神。”杨晓栋说。

不仅是记录历史、承

载荣誉，更重要的是教育

官兵、影响官兵

去年新馆装修前，入伍 16年的老班
长张胜利前来帮忙搬挪文物。他环顾
史馆感慨：“在新兵的时候来过一次，之
后就再没来过了。”

年底前要退伍，张胜利对陈萌说出
了一个心愿：“走之前想再来史馆看
看。”

陈萌意识到，这或许是大部分老兵
共同的愿望。于是，在准备工作并不完
善的情况下，新史馆对即将退伍的老兵
提前开放。

张胜利成为第一批参观者。看着
新建的史馆，张班长眼角闪过一丝泪
光：“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

来！”
“以前的史馆，基本上体现的是存

史的作用。”陈萌说，新时代的史馆不仅
是记录历史、承载荣誉，更重要的是教
育官兵、影响官兵。

特战文化展厅是“雪枫史馆”布设
的新展厅。里面记录了世界特种部队
的发展、特种作战经典战例以及各国特
种部队的介绍。
“我旅转型特战仅 20多年，与一些

军事强国的特种部队相比，我们还很年
轻。”魏政委说，在史馆最后的板块放上
这部分内容，目的就是给官兵们确定一
个目标。

除了定目标，让史馆由“参观场所”
变为“教学场所”，也是一种教育官兵的
方式。

在特战文化展厅，有一个可以容纳
一个连队组织现场教学的空间。“听过
解说员的讲解后，官兵们紧接着沉浸在
史馆环境中上课。”陈萌介绍，他们会根
据活动主题的不同，进行相应的场所布
设。

现在，几乎每周都会有连队预约，
来史馆上教育课。

在历史荣誉展厅的后半部分，“雪
枫旅七张名片”板块对该旅历史进行了
简短总结。其中，“百战旅”的名片非常
醒目。
“我旅在历史上经历过的较大战斗

共 106次。但除了几次著名的战斗外，
大部分战斗都不为人知。”陈萌说，他们
将战斗名称按照日期填写，印制成一款
独特的“光辉战史”台历，每个班排发放
一本，提醒官兵记住在“历史上的今天”
曾有前辈打响过的战斗。

一次官兵恳谈会上，一名基层战士
提出建议：希望能带父母参观旅史馆。
随后“雪枫史馆”发出公告：节假日期间
定时向来队家属开放。

看到公告后，三级军士长冯志强带
着爱人和2个孩子来到了史馆。

冯志强是旅里的伞降教员，多次参
加过大型比武。在展示旅队近年来所
执行的大项任务展板前，冯志强指着一
张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时拍摄的照片，
骄傲地向家属介绍：“我就是在这次行
动中立功的！”

新史馆还增设了一处烈士祭奠
区。从 1939年 1月至 2015年 7月，一共
有 134名烈士的姓名、年龄、牺牲时间及
地点等内容均被记录在《烈士名册》
里。墙壁上，“革命英雄永垂不朽”8个
大字异常醒目。

3月 18日，历史上该旅曾有两个连
队在这一天经历了残酷的战斗。今年
的这一天，两个连队的官兵一起来到
“雪枫史馆”进行祭奠。

官兵们手持白色菊花，依次走到祭
奠台前，献花、脱帽、敬礼。“通过祭奠仪
式，让官兵们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特训三连指导员李柏林说。

史馆焕发新颜之后，

探索还在继续

“雪枫史馆”翻建完工了，但更新并
没停止。

在解说员培训中，卫生连上士张倩
如成为解说团队中第一个达到所有要
求的解说员。

不久前，在协助指挥通信连梳理
“红色家谱”时，张倩如想起自己在任总
机班班长时，班里有一个传承了 45年的
记录本。里面记录着各个时期总机专
业人员总结的业务技巧和总机班获得
的各项荣誉，今年刚好记录到了最后一
页。

她敏锐地意识到，这可是由官兵创
造的珍贵文物。为此，由现任总机班班
长杨潇负责，郑重地把这个记录本放进
了“雪枫史馆”。

历史荣誉展厅里还有一个 6 栏的
“功臣谱”。史馆计划每年都要更新一
次。今年 2月，在去年陆军比武中获得
冠军、荣立二等功的少校张奇和上士李
靖，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功臣谱”上。

说到未来的探索，陈萌觉得，新“雪
枫史馆”还需在传播途径和技术手段上
有所突破，才能达到“让历史走出史馆”
的效果。

“雪枫史馆”坐落在办公楼后，位
于营区的正中心。今年，该旅计划以
“雪枫史馆”为中心，在营区营造“馆-
廊-室-墙”的全方位军史教育氛围。
旅领导介绍说，他们通过区分专题的方
式，在营区建军史长廊，在荣誉连队建
荣誉室，在普通连队建荣誉墙，最大程
度为连队保留个性化历史、弘扬独特精
神打造平台。

同时，为了突破展板的单一形式，
他们在室外展墙上采用二维码链接多
媒体内容、语音讲解专题，拓展展板背
后的红色故事。“官兵只需扫一扫，就可
以看到、听到完整的故事。”陈萌说。

在建新馆时，老展板上有许多照片
过于老旧，翻拍受到了一定影响；旧资
料柜里存放的 200多面各个时期荣获的
锦旗，有不少字已经掉落，旗的边角也
多有破损。于是，官兵们花费了很大精
力加以修补。
“建设数字史馆应该是未来的趋

势。”陈萌说，他们下一步要更好地借助
网络，既让史料更好地留存下来，也让
官兵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史馆。

史馆融入现代元素，在新时代焕发
新颜。陈萌开心地说：“我们已经迈开
第一步，期待未来更有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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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枫史馆”焕发新颜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王钰凯 特约通讯员 李灰懿

记者调查
军史是军人最基本、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聚焦“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军史教育，对于

激励官兵铭记历史、赓续血脉，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当下，“90后”“00后”逐渐成为部队

官兵主体。他们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

争年代，对我军的军史了解不多、体会不

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军史的深刻理

解和认同。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我军在血雨腥风中组建，在战斗中

发展壮大。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传承

军史既是守卫人民军队的魂，也是我们

肩负的责任。

那么，今天的官兵该如何更好地传

承军史？

紧贴实际讲好军史故事。今天的官

兵对《亮剑》里的李云龙、《士兵突击》里

的许三多、《战狼》里的冷锋等人物印象

深刻，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影视剧中的人

物十分鲜活。这启示我们，要通过发掘

更多鲜活的军史故事，让真实的英雄血

肉丰满，才能让军史本身的力量凸显出

来，让沉睡的宝藏变成有效的教育资源。

因地制宜建好军史平台。《新时代军

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下发后，全军上下

立足实际，积极投入到新时代军史场馆

体系建设之中。部队应把历史和荣誉融

入军营政治文化环境，在保存历史的同

时，推动军史走出场馆、走近官兵，让广

大官兵从中获得精神动力。

创新丰富军史传播手段。军史对当

代年轻官兵是有距离的，它更多地存在

于上学时的书本中、前辈们的记忆里，只

有运用新时代的方式和手段，才能有效

消除距离带来的隔阂感，才能更好地发

挥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

适应变化传承军史精神。人民军队

从创建到发展壮大已走过90多年的光

辉历程，有着大量成功的战例和好的经

验做法，只有加以学习、研究、借鉴，才能

掌握打赢战争的“看家本领”；一些战斗

精神也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形式，才

能更好地发扬光大。今天传承军史精

神，就是要在取其精髓的同时，进行具有

新时代特色的转化、创新。

昨天的历史，是今天的镜子，又是明

天的种子。传承军史，既要讲好故事、保

存历史，又要拉近距离、弘扬精神。只有

这样，才能让军史的种子在官兵心中生

根发芽。

让
军
史
的
种
子

在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
魏
银
建

锐视点

图①：官兵在史馆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

图②：特战八连官兵结合连队
纪念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图③：驻地学校师生参观史
馆。

鲁小博、王展鹏摄

建成26年的第76集团军某

旅“雪枫史馆”，完成了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翻建。这个以新四军

著名将领彭雪枫命名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近来陆续迎来了千

余名军内外参观者。

作为“雪枫史馆”翻建前的

解说员，29岁的中尉公铭曾在老

史馆向部队官兵、驻地中小学

生、党政机关领导等参观者进行

过解说。他对这个军史陈列馆

很熟悉，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

作为史馆的重建者参与其中。

2019年1月，中央军委办公

厅印发《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

设规划》，指出：师旅团部队有场

馆依托的，结合实际改陈布展，

与军史长廊、荣誉墙建设统筹搞

好利用。

新时代的军史陈列馆该怎么

建、如何用？在过去一年多的时

间里，“雪枫史馆”经历了难忘的

翻建改造与探索创新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建设者们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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