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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同奇 口述 钟天视 记录整理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凛冽
的北风中向前挺进

1935年春天， 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以
后， 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游击运动战调动敌人，
使红军主力选择更为有利的路线北上入川， 3
月底突然掉头向南直指乌江， 先遣队由红一
军团一师三团担任， 当时我在一营一连当班
长， 直接投入了南渡乌江的先遣战。

3月30日夜， 经过一场鏖战， 我们占领
了鸭溪镇。 翌日拂晓， 晨光熹微。 突然， 门
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子声， 是“紧急集合”
的命令。 我立即叫醒尚未解甲正在酣睡的全
班战士， 全体集合完毕， 连长瘦长的身子往

土坡上一站， 亮开嗓门给大家讲话了： “同
志们， 四渡赤水以后，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
党中央决定再渡乌江， 并且将先遣渡江的任
务交给了我们团， 团部命令我们连为前卫连，
作好渡江准备。”

鸭溪镇离乌江大约三四十公里， 我班担
任尖兵班的任务，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大家
兴奋地迈着雄健的步伐， 在凛冽的北风中向
前挺进。

强渡乌江， 密集的子弹不时
从耳边掠过

中午时分， 我们到达乌江边。 乌江天险
名不虚传， 对岸黑黝黝的大山直插云天， 约
两百米宽的江面水流湍急， 礁石层出， 滚滚
东去的急流迎击着江面的大风， 掀起巨浪，
拍打着礁石。

我们通知后续部队隐蔽在江边不远处的
一座大山背后， 披戴伪装向江边运动， 打算
突然袭击强渡过江， 但很快被敌人发觉了，
对岸的敌人打起枪来。 我们向对岸守敌高声
骂道： “他妈的， 别打枪， 自己人， 我们是
送公函的， 打死一个你们交不了差。” 叫了一
阵， 枪声渐渐停息下来。 江雾中从山上走下
来几个敌人， 到江边发现情况不对赶快折了
回去， 紧接着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打来。

连长命令我带领全班战士到附近找渡江
的工具。 寻找了很久， 不见船的影子， 国民
党军队早就把沿岸的船拉走或烧掉了， 我突
然想起离这里不远有一片稀疏的南竹林， 立
即派人砍了几十根， 很快扎了几只竹筏， 绳
子不够， 有的战士便解下绑带代替。

强渡乌江的战斗就要开始， 我们尖兵班
最先渡江， 全排随后跟上来。 首长亲临江边
作政治动员， 我们尖兵班全体同志士气高昂，
表示发挥尖刀作用， 刺进敌人的心脏， 只有
前进， 决不回头。

下午3时许， 渡江开始。 在火力掩护下，
我们扛起竹筏， 迅速跑向江边。 敌人立即用
猛烈的火力向我们射击。 每一只竹筏是用四
根竹子扎成的， 只能乘坐三人， 我带领两名
战士在密集的弹雨中飞速跃上第一只筏子，
急速向对岸划去。 轻浮的筏子一进入激流，
就像脱缰的野马， 铺天盖地的大浪迎面扑来，
我们变成了落汤鸡， 湿淋淋的衣服贴在身上，
寒风吹来直打哆嗦。 我和另一名战士一前一
后蹲在竹筏上， 枪斜挂在身上， 双手紧紧攥

住两边的竹子， 另一名战士站在中间撑竹筏，
大浪打来， 人随竹筏摔进深深的漩涡， 我们
避开礁石， 奋力向前划去。

过了江心，筏子渐渐向对岸靠拢，敌人的
火力更猛了， 密集的子弹不时从耳边掠过，竹
筏四周激起朵朵浪花。敌人又从山坡上把大石
头推下来，一块块大石头顺着陡峭的山崖飞快
地窜入江中，激起巨大的水柱，打得竹筏剧烈
晃荡起来， 我们好几次险些被掀起的巨浪打
翻。不等靠岸，我们就再也憋不住了，跳入齐腰
深的水中，涉水登岸，迅速隐藏在浅滩边的巨
石下。

回头注视江面， 只见十多只竹筏在江心
奔腾着， 尽管战士们使劲地划， 但一个巨浪
打来， 又退回几米远， 最可恶的是敌人专向
筏手开枪。 只见筏子上的人身子一晃栽进江
里， 竹筏顷刻间被大浪猛推着撞在礁石上，
散成几根竹子， 随着江水漂去……

一会儿， 我们尖兵班又过来了两个筏子。
敌人的枪声渐渐地稀疏下来， 江面上一只筏
子也看不见了。 显然， 白天渡江牺牲很大，
筏子都折转回去了。

摸黑攀岩， 悄悄接近敌人占
据的隘口

天刚黑下来， 排长带人摸过来了。 排长
见了我， 高兴得直往我身上擂拳头。 我简单
汇报了情况， 排长说： “情况紧急， 尾随我
们的敌人已离我们不远， 敌人正派增援部队
向对岸赶来。 连长命令我们尽快攻下隘口，
控制渡口。” 他命令我带领两名战士， 去寻找
上山的道路。

我们三人借着黑夜的掩护， 从峭壁左侧
深一脚、 浅一脚地往前摸去。 大约前进了四
五十米， 我们惊喜地发现树木茂密的山坡半
腰有一户人家， 摸近了从木板缝隙看， 屋里
一位50岁左右农民装束的人， 正坐在木凳上
埋头抽旱烟。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 那人

“嗖” 地站了起来， 一双疑惑的眼睛直瞪瞪地
望着我， 旱烟筒从他的手中颤抖着直往下掉。

“老乡， 别害怕， 我们是红军， 是毛委
员的军队， 是为穷人打天下的。” 我连忙温和
地向他解释。 等他恢复了神态， 我接着说明
了来意： “我们要上山去消灭敌人， 请你给
我们带路。” 他沉默片刻， 嗫嗫嚅嚅地说：

“上山的路， 我……我也不熟……啊！” 我再
三解释， 他勉强答应： “试试看吧。”

我们仨随这位老乡继续上山。 这哪里是
什么路， 崖壁上有许多距离不一、 供人踩脚
的窝洞， 稍不留神没踩稳， 就有摔下去的危
险。 到了峭壁上层边缘， 仔细地察看了山路
的地形， 我们折回来向排长报告了情况。 排
长决定仍由我们仨组成一个尖兵小组， 先行
一步， 全排紧随而行， 乘敌人不备， 打他个
措手不及， 把隘口夺下来。

我们摸黑前进， 悄悄地接近了敌人占据
的隘口。 突然， 走在前面的战士不小心踩动
了一块石头， 石头“哗啦啦” 地滚了下去。
敌人吆喝起来。 我们急忙伏下来， 山上射来
一排密集的子弹， 接着又是滚石沿坡而下。
折腾了十来分钟才寂静下来。 敌人加强了防
守， 我们仨只得返回。

这时，风云突变，狂风夹着暴雨从天而降，
三月江边的大山里寒气逼人，湿淋淋的单衣贴
在身上，被风一吹直打哆嗦。 我们躲在一棵大
树下，相互紧靠成一团。“该死的鬼天气，也给
我们作难来了。 ”一位战士嘟哝着，却提醒了
我，坏天气虽然对我们行动不便，但对敌人也
可以起到麻痹作用，何不再去试探一次？

为了避免人多响动大， 我决定自己一人
先上去试试看。

第三次爬上峭壁， 与敌人交
火活捉敌营长

征得排长的同意， 我第三次爬上峭壁。
经雨水一洗， 山路更滑了。 我扯着野藤攀着
树枝， 好不容易爬上了峭壁。 刚一歇脚， 便
觉得全身一阵颤抖， 牙齿上下打起架来， 肚
子“咕咕” 直叫， 才想起今天只吃了一顿早
饭， 真是“饥寒交迫”。 但一想到党中央、 毛
委员正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红军千军万
马在看着我们， 顿时忘记了疲劳、 饥饿、 寒
冷， 继续往隘口爬去。

隘口上静悄悄的， 借着闪电， 我看见隘
口边有一个简陋的工事， 旁边堆放着一大堆
石头， 正前方是一块空地， 两旁是棋盘式的
农田。 不远处有一排农舍， 房内人声喧哗，
火光映着攒动的人头， 估计这是敌人的一个
军事排哨。 我照预约向排长发出了安全到达
的信号， 闪到敌人的工事里隐蔽起来， 耐着
性子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到来。

这时， 农舍里突然走出约一个班的敌人，
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火把照路， 向隘口方向
走来。 意外的紧急情况使我不由一惊， 冷静
思索后， 我决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给敌人
来个突然袭击。 我端起枪， 准备好手榴弹，
注视着迎面而来的敌人。 突然， 我感到左边
有一道火光向我移过来， 猛回头， 在我左侧
下方约七八米远的小道上， 走来一个肩吊枪
支、 手持火把的高个子敌人照直向我走来，
看来是值勤的岗哨。 躲闪来不及了， 先下手
为强， 我迅速调转枪口， 对准他就是一枪，
由于手冻僵了， 没打中。 这家伙摔掉火把掉
头就跑， 嘴里叫着： “班长， 班长……”

我迅速回过头来，朝前面这伙敌人接连给
了几枪。没想到这帮家伙甩掉火把撒腿四处逃
窜， 并胡乱地打着枪鬼哭狼嚎着：“红军来了！
红军来了！ ”房屋里的敌人饺子开锅似的纷纷
从门里涌出来，全乱套了。正在此时，排长带领
战士们赶来了。 我们打死了几个敌人，占领了
隘口，放开警戒线，护卫前卫连过了江。

从连长的口中得知， 渡口已被我们控制，
部队正在冒雨连夜搭桥过江， 我们连的任务
是担任警戒。

黎明时分， 我们捉到了一个从息烽前来
送信的敌师部传令兵。 刚捉到这家伙时， 他
还以为是自己人， 破口大骂。 后来告诉他我
们是红军， 他顿时傻了眼， 身子像筛糠似的
直打颤， 一下子跪在地上求饶， 嘴里还念叨
着：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攻下了隘口。” 从
这家伙身上搜出了一封十万火急的公函， 得
知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马上就到， 命令守敌
营长不惜一切代价， 固守到援兵到达。

援兵未到， 隘口早失， 我们在通往息烽
的道路上消灭了前来增援的敌人， 活捉敌营
长时传来了红军全部渡过乌江的喜讯。 敌人
吹嘘得不可一世的乌江天险， 就这样被英勇
的红军攻破了。

（钟天视， 现任衡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政委)

贺绍俊： 痞子形象在以往的小说中
一般会以两种形象出现———美化的方
式、丑化和漫画化的方式。 《墨雨》的突破
性意义在于， 书落壳真实地反映了这类
人物的复杂性。书落壳读过一些书，不能
安分守己，干些偷鸡摸狗的营生 ，其实
他的出身是农民 ，而且是有点文化的
农民 ，他积极参加革命 ，既有 出 于 本
性 ，企 图在革命中获益的一面 ，也有他
的思想启蒙比一般的农民来得要容易一
些的原因， 他在农民运动中既有冲动盲
目的一面，也有聪明机智的一面。从书落
壳这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形象，
能看出莫美对把握历史的复杂性是下了
功夫的。 这样的反思其实不是在责问历
史，而是在警示当代。

李朝全 ： 小说中人物的绰号起得
好。 给人物取外号， 我看除了赵树理就
是莫美了。 不管是张麻子、 书落壳， 还
是廖狗卵、 猫贩子， 这些绰号， 都很有

生活气味， 很容易让人记住。 人物的绰
号起得好， 就让人物的个性鲜明起来，
这些人物的性格都很独特， 很生动， 容
易让人记住。

胡良桂： 《墨雨》 塑造了一批个性
鲜明， 形象独特的艺术典型。 特别是书
落壳， 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与典型
意义的人物形象， 是中国文学长廊中一
个填充空白的崭新形象， 在与梅浩然、
张麻子、 猫贩子的对比塑造中， 表现出
了人格的差异与精神境界的较量。 这个
人物， 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十年砍柴： 书落壳这个形象的意义
在于， 他这么一个败家子、 边缘人会走
怎样的路？ 书落壳这样的人很聪明， 有
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如果这个社会
不能给这类边缘人提供出路， 那么， 太
平天国来了他就跟太平天国走， 国民党
来了他就跟国民党走。 这是哪个时代都
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主编的话
钟同奇， 出生于1904年， 1934

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10
月参加长征。 抗战时期参加过平型
关、 黄土岭等著名战斗， 解放战争
时期参加平津战役。 1949年随军南
下， 先后在衡阳市公安大队、 警备
司令部任职。 1982年去世。 长征途
中， 钟同奇曾先后参加南渡乌江、
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斗。 南渡乌江
之战中， 他作为红一军团一师三团
一营一连前卫连尖兵班班长， 乘第
一个竹筏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上
对岸， 晚上又独自一人攀上敌主峰
阵地， 为连队攻占敌穴立下头功，
受到嘉奖。 本文是由钟同奇于1978
年口述， 由其子钟天视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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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美长篇小说《墨雨》研讨会
名家发言选粹

国庆节前夕， 由作家出版社和湖南
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墨雨》研讨会在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张抗抗，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 湖南省作协主

席王跃文，著名评论家雷达、梁鸿鹰、李
炳银、李朝全、胡平、贺绍俊、胡良桂、十
年砍柴等30多人与会。 专家学者就湖南
作家莫美的长篇小说《墨雨》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探讨，给予了高度评价。

气息、味道与史诗品格

张抗抗： 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 书
中始终有三种气息交织在一起。 一是浓
浓的乡土气息， 把我们带入了八九十年
前的乡土环境中。 另一种是书墨气息，
通过梅浩然这样的维系乡村结构和秩序
的乡绅传递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还有一
种血腥气息、 暴戾之气。 小说呈现了湘
地山水许多诡异的气息和味道， 很有意
思， 很成功。 这部小说超越了过去的绝
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 非常难能可贵 。
《墨雨》 写出了理想与蒙昧、 愚钝与怯
懦、 文明与暴力的冲突。 一个未经 “启
蒙” 的民族， 即便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
统， 民族精神与道德也可能顷刻间即被
割裂垮塌， 不堪一击， 伤痕历久难弥 。
这一部文学化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暗
合了历次农民起义与暴民政治的基础生
态， 追究 “运动” 为何常常逆向演进为
灾难， 具有凝重的史诗品格。

吴义勤： 我有惊喜之感， 发现了一
部好作品、 一个新的好作家， 在文学性
的营构上很有功力。 对文学整体气氛的
营造， 对历史、 革命， 对人物 、 语言 、
结构的驾驭， 整体上很平衡， 体现了一
个成熟的作家才能达到的水平。 他对历
史的思考， 超越了那段历史。 历史本身

是有情感的， 它的人性之痛， 它付出的
代价， 生命和人性的代价， 这是文学的
最大的资源。 这部作品在这些方面确实
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 有它的丰富性，
是一部非常厚重、 非常有内涵有温度的
作品， 值得我们好好重视。

梁鸿鹰： 这本书对历史的书写给我
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感受。 这部小说是一
种历史的再发现， 真正摆脱了那种二元
对立的模式， 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
西， 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很
有力量。 莫美的写作非常成熟， 很多细
节和情节拿捏得很好。

王跃文： 我曾经通过博客公开发布
“不再写序， 不再做推荐”。 但看了 《墨
雨》 之后， 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郑重推
荐了这本书。 这本书营造和传达了一种
气息， 或者说味道。 它读来熨帖可信 ，
首功应在其文字弥漫着80多年前南方乡
村的气味。 梅浩然身上的气味， 淡雅而
高贵。 书落壳身上散发的气味， 最为近
百年的中国人所熟悉。 猫贩子身上的气
味， 就是旧式中国农民的气味。 这个作
品里弥漫的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气味。
我读 《墨雨》 的时候， 想到的是肖洛霍
夫 《静静的顿河》。

雷达： 现在真正好的， 让人赏心悦
目、 能沉醉其中的长篇小说不多。 《墨
雨》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艺术的满足和享
受， 同时还带给我沉思甚至反思， 牵涉
到一些深刻的理论问题。 这部书在中国
当代文学中， 非常重要， 给我们提出了
很多问题。 我非常敬佩莫美的艺术家的
勇气。 小说把风俗画的浓墨重彩的描写
和血雨腥风的革命场景交织在一起， 意
图重新审视历史， 我觉得艺术家有这个
权力。 作者把读者带入到历史情境中的
能力很好， 人物刻画很成功。 梅浩然的
形象非常饱满， 特别具有人格力量。 书
落壳这个人物刻画很不错。

胡平：这本书是出人意料的。 上世纪
20年代的农民运动好多人都熟知，但又根

本不了解。 我读了后首先是感动。 我的感
动来自于对历史重新升起的敬意。这本书
让我们重拾了对历史的信心。这是一本大
家都愿意讨论的作品，大家都有自己的话
要说，这样的作品不多。其次，这部书写得
相当坦诚，是一部面对良知的作品。 作品
有真实的质感，有时代气息，这个气息不
是通过想象推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陶片
一个陶片拼接起来的，也令人感动，很有
说服力，确实已经有了《静静的顿河》的味
道。

李炳银：《墨雨》 具有鲜活的生活的
内质。 其中的故事、 人物等都有苍茫之
气，看起来不是很精致，但很真实，有很
充分的真实性，写得很生动，很多细节都
非常好，很有气氛，很有地方特点。

艺术家的勇气、真实的质感、史诗品格

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旭东 整理

这是一部全景式描写大革
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史诗作品 。
一场突如其来 、 前所未见的墨
雨 ， 把我们带入上世纪二十年
代中期的杨柳镇 。 思想单纯 、
充满激情的青年学生梅思贤回
家乡平安县开展农民运动 。 他
与梅家学校校长吴有如希望杨
柳镇的农民运动走在全县的前
头 。 梅思贤的父亲 、 开明绅士

梅浩然 ， 梅思贤的准岳父 、 杨
柳镇镇长张怡中 （张麻子 ） 对
于平民教育 、 减租减息乃至平
均地权等主张持支持态度 ， 但
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有序
推进 。 北伐战争的胜利 ， 极大
地推进了农民运动 。 农民书落
壳等积极参加农民运动 ， 并逐
渐取得主导权 。 形势的变化出
人意料……

《墨
雨
》简
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