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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场上，肖伯的脚冻坏了

肖伯是1949年当的兵。那年7月底，他
跟着杨青爹到津市卖芝麻，正好碰到解放
军招兵。肖伯当时刚18岁，长得高高瘦瘦，
听说当兵有饱饭吃，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参加的部队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7军。这支大
军从东北南下，参加了大黑山阻击战、平津
战役、宜沙战役，进军湖南解放澧县、津市、
石门后又奔赴湘西，在大庸歼灭国民党军
宋希濂部第 122 军一部，生俘敌军长张绍
勋以下5000余人。

入伍头 3 个月，肖伯主要是跟着老兵
学打枪、学投弹、学刺杀，打仗时帮着运送
弹药。在解放大庸后，47军主力短暂开往川
黔配合二野刘邓大军作战，肖伯所在的第
140师则留在湘西负责剿匪。

在湘西剿匪的一年多时间里，肖伯的
军事素养得到了全面锻炼。他本来就是山
里娃，又生得手长腿长，钻山沟、溜山坡，或
者上树、泅水，都是他从小练就的本领，如
今又学会了射击、投弹、拼刺刀，简直就是
如虎添翼，迅速成长为连里的战斗骨干。

1951年4月，47军结束湘西的剿匪作
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负
责临津江东岸和开城防务。从 1951 年 10

月3日开始，联合国军以美第1军骑兵1师
为主约 6 个团的兵力，在 100 余辆坦克、
40 余架飞机、10 余个重炮营的掩护下，向
47 军南起高作洞、北至天德山 30 余公里
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疯狂突击。在天德山、
严岘山等一连串惨烈战斗中，47军共打死
打伤联合国军 2 万多人，其中美军骑一师
伤亡2900人。47军同样付出了重大牺牲，
肖伯所在的连队从阵地上撤下来时只剩
下 20 多人，不过他仅被炮弹片削掉右手
半截小指头，因为作战勇敢，被记一等功。
全军随后在龙华、成川整训，肖伯在整训
期间入了党。

1952 年 11 月，47 军再次接防临津江
东岸，并奉命向敌发起主动进攻。这期间恰
逢冬天，战场遍地积雪，气温最低零下 30
多摄氏度。江南长大的肖伯很不适应朝鲜
的酷寒冬天，他的手上、脚上尽是冻疮，脚
趾肿得像透明的胡萝卜，两只耳朵也冻得
红肿开裂，那个奇痒奇疼劲真比挨了一颗
子弹还难受。饶是这样，肖伯也没有退缩，
但在随后不久的一次夜间穿插伏击中，由
于趴在雪地上长时间没有活动，他的两只
脚被严重冻伤，送到后方医院后，两只脚分
别切掉了两根已经坏死的脚趾头。

弱不禁风的肖伯还打过仗？

庙街人讲究长幼有序，在称谓上有约
定俗称的规矩：同宗同族的，依辈分排行定
称谓，摇篮里的爷爷拄拐杖的孙子都是有
的。不同宗不同族，则以年龄定称谓，比自
己父亲年岁大的，就喊伯伯，年岁小的，就
叫叔叔。

肖文比我父亲年长七岁，我们就叫他
肖伯。

以庙街为中心，周边散落着张家院子、
肖家院子、李家院子、覃家院子等好几个院
子，每个院子都是或大或小的村落，居住着
或多或少的人家。

肖伯一家以前就住在慈石公路下面的肖
家院子。说是肖家院子，其实只有肖文和他哥
哥两户肖姓人家。大约在1980年，肖伯全家
从肖家院子搬出，与庙街杨青爹家、客哲老师
家成了左右邻居。两年之后，我家喜迁新居，
隔着简易土街与肖伯家前后相邻。

记忆中，无论是在肖家院子，还是在
庙街，肖伯都是病怏怏的样子，披着黑棉
袄，佝偻着背，不断地咳嗽、喘气，从来就
没看见他下地干过活。天气好的时候，他
会搬个椅子坐在堂屋门外，喉咙里时不
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要是有人和他
打招呼，他也只是点点头，很少开口说
话。只有杨青爹是个例外，每次看到他从
门前经过，肖伯都会起身让座，和他说几
句话。

村卫生所的阳医生是肖伯家的常客，
隔三差五就上门给他送医送药。听阳医生
讲，肖伯得的是哮喘病，没有什么好法子彻
底根治，只能将就养着。

身患哮喘的肖伯，有一回却让我们开
了眼。那时大队有民兵连，农闲的时候进行
军事技术操练，常规项目有投弹、射击、刺
杀。那年秋收之后，民兵连在两山夹峙的大
溪畔进行步枪 200 米实弹打靶，现场指导
竟是病怏怏的肖伯。他站在一排青年民兵
前面，手里拿着一把半自动步枪，有条不紊
讲解射击要领，提醒注意事项。奇怪的是，
在讲解中间，他竟然没有咳嗽，而且腰板比
平时似乎也挺拔一些。

讲解完之后，肖伯现场做演示射击，只
见他两脚分开站定，把枪托紧紧顶在肩部，
脸贴枪身，枪口稳稳指向正前方的胸环靶。
就在大伙屏住气等待子弹击发之际，一只
老鹰忽然从左边山腰俯冲而下，冲到人群
上方之后又长唳一声疾飞而上。说时迟那
时快，只听一声震耳欲聋清脆枪响，几片黑
羽在空中炸开，老鹰忽闪了两下翅膀，就直
直地往下掉。民兵连长拎起老鹰跑到肖伯
面前，竖起大拇指说道：“肖叔，好枪法，真
不愧是上过战场的！”

什么？弱不禁风的肖伯还打过仗？这太
不可思议了，但那一手好枪法亮在那儿，由
不得你不信。

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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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肖伯
李贵洪

肖伯是1955年复员回家的，考虑到他
身有残疾，部队本想给他在厂矿安排一份
工作，他却执意要回老家做农民。但肖伯的
身体实在太差了，脚趾不全，导致他走路不
稳，走得稍微快一点，就跌跌撞撞收不住
脚，根本没办法下田做事。更糟糕的是，可
能是在朝鲜严重受寒的缘故，他的支气管
受到了极大损伤，一天到晚咳嗽不断，后来
还患了哮喘，更加弱不禁风。

乡亲们敬重肖伯，知道他的身体是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垮掉的，在生产生活上对
他格外照顾，不能下田下地，就让他记工
分，管仓库，又发挥他的特长，让他负责大队
民兵连的军事训练。肖伯的军事技能让人惊
叹，步枪200米胸环靶射击，他能弹无虚发
枪枪十环；投掷手榴弹也能轻松扔出40米
开外；至于刺刀拼杀，光看他那凌厉的眼神，
就知道是不好惹的狠茬子。那些年，我们村
的民兵连在公社集训时经常取得优秀成绩，
就是因为有肖伯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
的老兵教练。

虚弱的肖伯直到30岁才结婚，老伴姓
覃，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女党员和女民兵，娘
家就在附近的覃家院子。覃伯娘个子高挑，
白净秀气，她打心眼里佩服肖伯，也喜欢肖
伯厚道朴实的性格，明知他的身体不太好，
还是心甘情愿和他结婚成家。覃伯娘性格
好，人也很能干，她不仅把肖伯照顾得很
好，家里家外也打理得井井有条。两口子生
了两儿一女，小儿子还是我的小学和初中
同学。

1984年春，长期生病的老兵肖文油干
灯尽，在五十出头的年纪与世长辞。在村里

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杨青爹老泪纵横，说
自己多次跟肖文讲，当年要是没邀他去津
市卖货就好了，他就不会当兵去朝鲜打仗，
也不至于冻坏身体。可是肖文每次都说，当
兵的那几年，是他活得最带劲的几年，和那
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相比，自己知足
得很，高兴得很。

2018 年8月，我送孩子到美国留学读
博，顺道参观华盛顿国家广场，在林肯纪念
堂右前方有一个韩战纪念园，一片长满翠
绿矮松柏的斜坡地上，19个真人大小的美
军士兵雕塑呈散兵线行进，表情迷茫、紧
张、恐惧。士兵雕塑群的正前方有4个稍稍
高出地面的大理石方座，分别镌刻着美军
和联合国军在战争中死亡、受伤、失踪、被
俘人员的数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联
合国军死亡 628833 人、受伤 1064453 人、
失踪 470267 人、被俘 92970 人，美军死亡
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被
俘7140人。联合国军被打死打伤达169万
多人，美军则有15.7万多人被打死打伤。这
是美军自己统计的数字，与实际的战争伤
亡相比只少不多。这 180 万侵略者开着飞
机、坦克，武装到了牙齿，只不过他们的对
手，是从五千年文明中觉醒的一群中华英
雄儿女！

那一刻，我想到了肖伯，想到了那个披
着黑棉袄常年咳嗽的老兵，我仿佛看到他
和战友正在朝鲜战场上呐喊冲锋，不同于
美国大兵的迷茫和恐惧，他们沉着勇敢、视
死如归，慨然用血肉之躯抗击强敌，打出了
新中国的赫赫威名和昂扬风采。

老兵不死！

老兵不死

龚政文

关于《大地颂歌》的成功可以从多个维度
去解读。在我看来，真挚、深厚、浓烈的情感性，

是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几乎每一个观
看过该剧的观众，都会情难自抑、热泪盈眶，并
且在走出剧场后还久久不能平复。《大地颂歌》
深度开掘和表现了多重情感——

现实题材的主题性创作打动人心不容
易，为什么《大地颂歌》能做到这一点？这
是因为该剧的组织者、创作者们懂得并且
尊重艺术规律，具有高超的艺术手段。面
对扶贫题材的诸多要求和规定性，他们坚
持不做概念演绎，而是塑形传神；不去照
搬生活，而是艺术提炼；不搞铺陈罗列，而
是聚焦于人——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作
为一部综合舞台艺术作品，创作者们运用
包括舞蹈、歌曲、讲述、视频、字幕等多种
手段，来实现以形传神、以情动人的艺术

效果。特别是音乐，是全剧中最为出彩的。
《故土难离》《根在土地》《做个好梦就回
家》《夜空中最亮的星》《一步千年》《来不
及说爱你》《大地赤子》《万语千言》……仅
从标题，我们就能感受到创作者对土地、
儿童、扶贫干部、人民群众的深情，更不用
说那些深沉优美的旋律、一唱三叹的歌
咏，辅之以走心动情的表演、美不胜收的
舞蹈和美轮美奂的舞台，使这台演出达到
了近年来主题演出的罕见高度，堪称名副
其实的优秀大型史诗歌舞剧。

以情动人永远是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
创排扶贫戏剧，首先当然要有对党的扶贫政
策的了解、对扶贫案例和数据的收集，但这
是远远不够的。创作者必须怀着对投身于贫
困山村的扶贫干部和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
父老乡亲的深厚情感，才能写好戏，排好戏，
打动人。先感动自己，才能用艺术的方式感
动观众。

《大地颂歌》剧组先是到十八洞村等扶
贫一线深入生活，亲近扶贫干部，俯身大地
山河，他们显然是被火热、生动、悲壮的脱贫
伟业感动了，又竭尽所能将这种感动传递给
观众。这集中体现在《大地赤子》《幸福山歌》

《夜空中最亮的星》等幕戏中。《大地赤子》是
一曲真正的扶贫人颂歌，是全剧的情感爆发
点。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脱贫攻坚这场前所
未有、世罕其匹的伟大奋斗，是多少人的牺
牲铸就的，这样的牺牲应该铭记、值得歌颂。
全幕用牺牲者亲人深情的告白加“大地赤
子”的主题合唱予以铺排、渲染，使人潸然泪
下、深深共情。“等到山花烂漫，我会看到你；
待到燕子归来，我会看到你”“等到冬去春

来，我会看到你；待到繁花似锦，我会看到
你”的反复吟唱，让人们的情绪达到高潮。这
是灵魂的洗礼，这是神圣的庄严。在《夜空中
最亮的星》一幕中，创作者们用一曲纯粹动
人的儿歌旋律和变化多端的动作组合，表达
对留守儿童的怜惜与呵护。留守儿童的心
灵，纤细、敏感、脆弱，很多时候，他们孤独无
依、退缩不前，需要夜空中最亮的星来指引
他们，给他们坚强和勇气，给他们希望和力
量，让他们勇敢地长大，无畏地前行。无论是
龙书记还是王老师，就是这样最亮的星星。
在《幸福山歌》一幕中，脱了贫的男女青年们
憧憬着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他们用

《马桑树儿搭灯台》的婉转、《思情鬼歌》的奔
放和《苗岭连北京》的喜悦——这是湖南几
首著名的民歌代表作——尽情释放着爱情
之美、劳动之美和生活之美，表现了从自在
到自为、从蒙昧到解放的人性之光。从这样
的美与光中，我们能感受到编导演员们和脱
贫乡亲们的心灵相通和情感共鸣。

脱贫攻坚最显著的效果，不仅是生活的
提升，更是心灵的自由与解放。

深度展示了艺术工作者对扶贫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百姓心中有杆秤，人心是被捂热的。付

出多少真情，才会得到多大的认同。剧中的
龙书记作为共产党人、扶贫干部的代表，在
十八洞村经历了一个从隔膜、被质疑和误
解，到被接纳、信任和敬重的过程。为了脱
贫攻坚，他熬白了头发，苍老了容颜，但也
收获了乡亲们最深切的爱。正如石大姐所
说，“一晃 7 年了，你和扶贫队把这里当成
了自己的家，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委屈
啊！你把命都差点交到这里了！我们全村老
老少少都记在心里啦。”正是因为人民群众

对龙书记、黄诗燕、王新法、蒙汉等无数个
体的共产党人的信任与感激，剧中最后一
幕《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歌声才那么自然感
人：“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
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里有新中国。
从小老师教我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几经风
雨更懂得，跟着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这是
一首老歌，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其基本句
式是可以复制下去的：没有共产党哪里有
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跟着共产党才能有
幸福山歌的汩汩流淌。

深度开掘和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扶贫人、对共产党的感情

以龙书记为代表的扶贫干部，扎根在十
八洞村等穷乡僻壤开展脱贫攻坚，一呆数年，
没有对老百姓的真情实意、深情厚意，是坚持
不下去的。精准扶贫，本来就是共产党以人民
为中心理念的具体体现，是人民至上情怀的
生动实践。无论是“我要努力改变这里，我要
改变贫穷往昔”的“使命”，还是“有我一把米，
就有乡亲们一碗饭！我们大家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的“承诺”；无论是带领大家“跟贫穷干
一仗！搞起！”的奋斗，还是自己垫钱支付工程

款、关心小雅学习、救治小雅奶奶身体的点滴
行动，都强烈地灌注着共产党人对贫困群众
发自内心的深情。为了扶贫，他们在“毒辣的
太阳，刺骨的寒风”中一刻不停，在“颠倒的昼
夜、轮转的季节”中一刻不息，即使面对“冻烂
的手指、虚弱的心脏”也毫不在意。什么是共
产党人？共产党人就是看不得老百姓受苦、一
条被子要剪一半给老百姓的天使，就是“一句
承诺，白首不移”的赤子，就是和贫困群众一
起奋斗、不脱贫不脱钩的实干家。

《大地颂歌》深度开掘和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贫困群众的感情

最是情深能致远，最是深情能动人

9月27日晚，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首次公开演出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