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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同春 （口述）

腊八节这一天，
遭到敌人袭击……

我们过了路西以后， 住在了靠着山
边的野北村， 部队在这个地方警戒， 和
敌人天天打。 一个多月后， 我们太疲劳
了， 准备叫别的部队换我们。 这一换泄
了密， 被敌人发现了。

咱们那时候还没发觉， 接到命令我
就通知部队准备转移， 第二天就走。 这
时候正是1938年的腊月初八， 老百姓让
我们吃了八宝粥再走。 我命令王侦察参
谋带着一个排去侦察敌人， 别走着走着
叫敌人袭击咱们一下。

天气非常冷， 王参谋走到了敌人和
我们之间的灵山镇， 冷得不行就喝了点
酒， 一喝就醉了。 忽然老百姓要他们
赶快走， 敌人上来了。 他们一出门看
见敌人， 鸣枪来不及了， 就绕路想办
法跑步前进回来汇报。 因为前面有侦
察排， 我们的岗哨也没注意， 被敌人
俘虏了， 敌人就向我们这个方向继续
走。

当时我和团长正在炕上休息， 突然
王参谋跑进来说有敌人， 敌人的枪就响
了， 把我们的窗户都打掉了。 我们三个
就滚到床下开紧急会议， 决定一人带一
个营走。 我们从那个小后窗户跳出去，
敌人的机枪就开始扫射， 打死了我的大
哥、 表弟， 还有一个跟着我的警卫员。
我连滚带爬地带着一个连突围， 掩护宣
传队出去了。 但他们出去后我就出不去
了， 到处是敌人呀。 我对另一个警卫员
说你走， 想尽一切办法告诉二营， 叫已
经出发的二营回来。

我带着部队向东边走， 有个坑非常
深， 从左边过不去右边也过不去， 非跳
不行呀。 跳下去以后有的人腿断了， 有
的人胳膊断了， 有的人摔死了， 有几个
能爬起来的。 我说不能走的先在山沟里
隐藏起来， 咱们上东山， 如果有敌人给
他个突然袭击就冲出去了。 我们一看，
正好有敌人在那烤火呢， 摸上去一阵手
榴弹刚要冲上去， 敌人上来了又把我们
压下去了。

这一压下去呀， 我们就剩下18个人
了， 连我在内， 152个人的连就剩下18个
人！ 我一看左右都是敌人， 这怎么办？
旁边有个煤窑 ， 有绳， 我说下井吧。
结果敌人把炮弹从井口往下扔， 轰的一
声， 把我们都震死过去了。 我的耳膜震
破了。

不知道待了多长时间， 上面下来人
了， 把我们一个个地提上去， 都聋了。
老百姓都哭呀， 把腊八粥给我们端来，
老太太说孩子们吃点吧。 那么冷的天，
那么大年纪的人端着碗拿勺喂你呀！

反袭敌人的大营部
这时候二营也回来了， 大家都高呼

要报仇。 我要枪毙王参谋， 很多人跪下
来说他是个老参谋呀， 他喝酒犯了错误，
给他处分吧， 别枪毙他了。 我说你戴罪
立功， 带一个排去侦察敌人， 迅速汇报。
他去了以后一看， 敌人在庆功呢。 我和
大家就商量研究， 下决心袭击他们。 这
需要先俘虏敌人的哨兵。 我说你这个侦
査参谋的任务就是俘虏哨兵， 要不作声
就把哨兵给我弄了。 他说没问题， 带着
手枪就带人出发， 把三个哨兵给背回来
了。 我就组织集中手榴弹， 上了敌人的
大营部。

这时候敌人非常松懈， 正庆功喝酒
呢， 根本没想到我们会去袭击。 他们认
为八路军根本不值得一提， 骄傲得不得
了。 我们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爆炸组， 把
手榴弹集中一捆， 从后墙上了敌人的大
营部， 就把手榴弹扔下去了。 这一扔，

“轰” 的一炸， 把敌人大营部的大队长黄
井炸死了。 敌人个个还莫名其妙呢， 没
了指挥就乱了， 溃不成军啊。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我住的那个村
老百姓跑很远来迎接， 说那半碗腊八粥
还没吃完呢。 我说是你们的心意， 我还
得吃呀！

白求恩给我做手术
我负伤了， 白求恩知道后就来给我

做手术。 我说你给我保留这个胳膊好不
好， 不锯行不行？ 白求恩能说几句中国
话， 他说不锯可以， 你们中国有一个关
公， 有一个华佗， 你不锯就得刮肉了，
不然就死了。 我说我要我的胳膊。 白求
恩就给我把腐肉全刮了。 很疼啊。

当时没有好药， 最高级的药是盐水。
药要到北平敌占区去弄， 那时候不好弄
啊。

白求恩真是个好大夫， 哪有伤员到
哪去。 毛主席说一个月要给他100块钱，
他说一块钱我也不要。 他说你挣多少钱
啊， 毛主席说一分钱也不挣。 白求恩说
你一分钱不挣给我钱干什么， 我也是共
产党员。 所以毛主席说白求恩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啊。

（作者系抗战期间历任河北游击军
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八路军三
纵队兼冀中军区独立四团参谋长。 本文
节选编辑自 《我是八路军》 张军锋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阎真

博尔赫斯说： 我们是时间， 是不可分割的河流。
在历史的河流中， 我们， 成为了时间。 在时间的

空间中， 我们做着各不相同又很相似的日常琐事。 时
间长了， 便有了回忆， 往事成为过去， 过去又沉淀为
历史。

此刻， 我的脑海里交替出现 《我是一个兵》 里开
头部分的诸多场景， 比如漫漫黄沙， 雾霾， 套马杆，
难挨的冬天， 还有骆驼刺。 骆驼刺要是用在人物的性
格上， 就是个比较新鲜的词语， 正如它本身适宜的环
境一样， 孤独的沙漠， 冷月戈壁， 遥远而陌生。 当然，
这也是不多见的物种， 比较边缘化。 文本中骆驼刺的
出现也不算多， 就那么几次， 在我的脑海里却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种一碰就扎手的植物有点不讨人
喜欢， 因为它满身长着又尖又硬又长的刺， 听起来有
点像刺猬， 但不同的是它会开花。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回眸一望， 茫茫风沙中， 发现唯一点亮沙漠的亮色就
只得靠它了。

袁姣素的小说 《我是一个兵》 里的主人公汗平，
就是这么个有着骆驼刺性格的军人， 平凡， 朴素， 善
良， 执拗， 有着自身性格缺陷的不足， 是一个简单又
矛盾的生命个体。 俗话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当
兵肯定有当兵的梦想， 与普通百姓有不一样的英雄主
义。

汗平本来是天上飞的飞行员， 从一个天之骄子到
普通一兵， 因为种种原因离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远， 人
生的坐标也越来越模糊， 那种严重的心理落差让他很
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拔。 像汗平这么一批人物， 从军校
到部队再到地方， 都得经历生活和环境的大迁徙， 他
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悲欢离合， 最后定格为社会中的某
种缩影。 他们朴素而平凡的日常生活看似怡然自得，
却充满着悲情的力量， 从另一视角可见某一特定历史
环境下的军人生活的不平凡， 彰显了军人无私的奉献
精神与不死的英雄主义的梦想。

作者立意的新鲜， 在于书写的角度。 由近至远，
再由远拉近， 像一个像素很高的长焦镜头， 拉伸自如。
远， 可观其场景的恢宏和气势。 近， 人物呼吸的毛孔
都能清晰可辨。 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柔婉， 又不失雄
性的大气与粗犷。 小说无矫揉造作的技法， 语言平实
且富个性， 既有传统语言的独特魅力， 又以意识流的
手法贯穿始末， 呈现出较为成熟的写作风格。 用简单
的日常、 生活的截面， 艺术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比如，“我”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兵， 尽管命运多舛， 满身
缺点， 但总有一种不死的英雄主义的梦想， 渴望实现
自我， 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而现实生活中“我” 不
再是“我”， 被卡住的灵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丢弃在
时间的过道里， 找不到回家的道路。 这种痛感的底层
叙事， 独特的人物个性， 戏剧性的命运发展， 艺术地
渲染出一个个真实的灵魂。 在这种特定的大环境中，
有了沧海一粟、 普通一兵的血泪人生， 有了我们“最
可爱的人” 在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精神体验， 和普通
一兵的七情六欲以及朴素而踏实的精神坚守。

小说结构严谨， 以回忆为主线，讲述了“我”对于梦
中之梦的追求， 在时间的跨度上历经20多年的社会变
革，无形之中证明他们是一群见证历史的在场者。在小
说的结尾，“我”从自己的人生遭际之中脱离出来，体验
荒诞而真实的生死之后， 看到日渐成熟的小米，“我”猛
然醒悟，心神合一。小米的成长唤醒了“我”消沉的意志，
“我”回到了“我”的身体，“我”终于明白“我”就是一个
兵，踏实而安宁。

这是一部彰显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品， 无论场景还
是心理描摹都真实到近乎残酷。 军人从部队回到地方
工作与社会并轨时的种种状况， 以及重新适应社会的
能力与过程， 其人生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小说的语言魅力来源于人物鲜明的个性色彩， 其
内核发声于人物特定的精神与灵魂。 当然， 小说的逻
辑思维来源于故事本身， 而故事就得有血肉和生命。
无论是汗平， 还是阿胖， 还是马教和陈医生， 或者在
地方结识的强子， 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他们在时
间的空间里流淌， 并且贴近历史的现实， 用一种艰难
而晦涩的方式记住。 他们用人性的微光照亮历史， 他
们是活着的， 是立体的， 有良知与忏悔， 有渴望与新
生， 有精神上的延续和不死。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湖南省作家协会
副主席。 《我是一个兵》 袁姣素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

李璐

《中国蓝盔》是以讲述中国军人维和
故事为主题的图书。 提及维和， 许多人
并不陌生， 特别是近年来几位中国军人
相继为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引
发广泛关注的同时， 也使人们对和平时
期这项非战争军事行动有了新的认识和
了解。 毕竟， 长期的和平安定环境， 使
大家早已习惯了安逸祥和的生活， 总以
为和平是与生俱来、 理所当然享有的，
特别是拥有花样年华、 备受呵护的年轻
一代。 其实， 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罢了。

作为和平时期， 距离战争最近甚至
置身其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维和部队
的官兵， 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危
险和考验， 每一名维和军人的身上都有
说不完的故事。 但好故事常有， 说好这
些故事的人却难得， 黎云老师便是其一。
作为新闻界懂维和、 爱维和， 并致力宣
传报道维和的资深媒体人， 多年来， 黎
老师循着中国维和军人的足迹， 冒着种
种不可预测的危险， 实地探访异国他乡
一座座飘扬着五星红旗的维和营地， 向
世人讲述着鲜为人知的维和故事。 于是，
这本图书应运而生， 为维和主题图书增

添了一本专门以青少年为阅读对象的代
表性作品， 也为生活在和平安定环境中
的年轻一代， 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维和、
观察复杂世界、 感悟和平珍贵的窗口。

透过这扇窗， 我看到了自己的维和
身影。 作为维和亲历者， 我先后三次赴
非洲执行维和任务， 那些刻骨铭心的场
景， 虽日渐久远， 却依然清晰地印刻在
脑海中： 机场边被地雷夺去一条腿的拄
拐杖男孩、 村庄里感染恶性疟疾的美丽
小姑娘、 垃圾处理场里翻找食物的流浪
儿童、 难民营里骨瘦如柴渴望食物的孩
童、 草棚下以大地为课桌的学生……这
些代表一个国家未来与希望的孩童， 你
望去一眼， 足以刺痛心底、 记忆一生。
同一片蓝天， 相似的年龄， 不同的命运，
这或许就是战争与和平最真实的诠释。

我也曾经历流弹落入营区、 枪声在
身边响起、 遭遇武装分子拦车、 误入雷
区、 遭遇骚乱、 身陷交战双方危险地域、
车辆受损被困丛林等危险； 也曾见证联
合国高级官员授奖、 众多国家组队参观
营地、 维和友军升起中国国旗、 驻地村
民登门致谢、 当地民众夹道相送等时刻；
也曾与战友一同分享孩子出生的喜悦，
一同承受亲人离世的悲痛， 一起战胜病
魔， 一起面对祖国的方向含泪高歌……

不处战场， 不知战争残酷； 失去和
平， 方知和平珍贵。 虽然维和军人所处
任务区各有不同， 但经历大都相似， 唯
一不变的， 是始终恪守“忠实履行使命、
维护世界和平” 的崇高使命。 他们前赴
后继、 负重前行， 用实际行动为世界撑
起一片和平的蓝天， 让“中国蓝盔” 在
人类和平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而他们身
上发生的动人故事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据统计， 自1990年以来， 中国军队
已参与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累计派
出维和官兵超过3万人次， 是联合国安理
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
的国家， 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
出资国， 先后有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
和一线。

期待，透过《中国蓝盔》这本书你会懂
得生活在和平昌盛的国度是一件多么幸
福的事， 你会明白和平从来都不是天上
掉下的馅饼， 你会爱上这群出生入死为
国赢得荣光的中国蓝盔， 你会重新审视
你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亲情、 幸福、 安
全等等。

（作者为三次赴非洲参加维和行动、
三次获得联合国维和勋章的中国军人。
《中国蓝盔》 黎云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出版）

峰颖

为什么家境优越的国民党高官
之女能奋不顾身投身革命？为什么他
们为了坚守爱情能在几十年的乱世
中甘愿颠沛流离、穿越生死？ 爱情和
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浪漫沧桑》
以龙城风云变幻为故事核心，讲述了
余立贞、杨淑芳等几个女性的革命成
长和爱情故事，细腻厚重、深刻丰富
地展现了革命志士不屈不挠、不怕牺
牲、舍己为国的伟大精神。

作品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反思
了历史、战争和人性，通过女性视角
的独特抒写，展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

人类的正义、浪漫、善良与温情。 小说
语言富有诗意，故事精密，结构严谨，
浓墨重彩地描写战争中的女性，颠覆
了以往战争题材小说的女性书写，可
谓中国版《乱世佳人》，是一部战争文
学的另类巨制。

作者陶纯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专业作家，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
中短篇小说百余篇，出版长篇小说《一
座营盘》《雄关漫道》等5部，文学作品和
影视作品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图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艺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

（《浪漫沧桑》陶纯 著 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钟可

《红色传家宝》 通过讲述人民军
队90年历史中流传下来的100件传家
宝的故事， 弘扬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
神、 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 传承人
民军队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
良的光荣传统， 回望中国革命从小到
大、 从弱到强、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辉煌历程。

《红色传家宝》 选取的100件传家
宝，既有领袖人物留下的，如刘少奇的
文件箱， 周恩来的大衣， 朱德的党费
证， 任弼时的半条牛皮带， 邓小平用
过的马鞭等， 也有军队高级将领留下

的传家宝， 如贺龙的怀表， 方志敏的
手稿， 刘志丹的手枪， 叶剑英的劈刀，
还有普通战士留下的传家宝， 如杨馨
坤的红领带， 郭兴的枪， 杨子荣的
“土匪装”。 这些传家宝时间跨度近90
年， 从“八一” 南昌起义一直到支援
地方抢险救灾。 每一个传家宝都有一
个感人的故事， 引领和教育人们牢记
人民军队所经历的苦难和辉煌， 牢记
人民军队的伟大创举和伟大精神。

图书采用AR （增强现实技术），
实现虚拟与现实互动， 将书中传家宝
的实物图片立体、 动感地呈现给读者。

（ 《红色传家宝 》 梁晓婧 主编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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