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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盛开在青石板上的无名花儿，在绿风
里摇曳，在向着太阳歌唱。花儿不是开在青石
板上的，是开在青石板缝间，一道极小缝隙里
的花朵。

这朵青石板间的花儿，长在山东省枣庄市
台儿庄那曾被鲜血浸透的青石板路上，绽放在
路边的一块石碑前，碑文和花儿相映，惹人眼
睛一亮。碑上记述着牺牲在这碑前青石板上的
一位英雄少女的事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湖南长沙中学18岁女学生刘守文，瞒着家人参
加了抗战救护队，经过训练，被转入台儿庄抗
战前线做救护队员。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
阵地救护伤员。在救助一位受伤的连长时，日
军上来了，当敌人的刺刀刺向连长时，她愤怒
地搬起石头向日兵猛然砸去，就在这时，她被
飞弹击成重伤牺牲。半个世纪后，经热心人发
现这一感人的故事，烈士的遗骨被送往故里革
命烈士陵园安置。

在几十年前的抗日救国战争中，数十万华
夏儿女在这里浴血奋战，抗击穷凶极恶的日寇
侵略者，数万英雄豪杰血洒青石板。台儿庄的
青石板上血肉横飞、血流成河，几乎每块青石
板都被厚厚的鲜血浸泡过。这里的青石板，它
还是当年的青石板，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青石
板，是英雄鲜血染红过的青石板。它有太多的
记忆，也有太多的灵气吧。这朵花儿在寒冷的
石间怒放，总是有它的道理吧。

在台儿庄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着这位战地
少女的照片。她留着剪发头，身穿学生装，一脸
的清秀雅气。让人很难相信，这个稚嫩的女孩，
心里却涌动着对日寇侵略者满腔仇恨。

展厅里，照片前，涌来很多好奇而活泼纯
情的孩子，她们与她年龄相仿。这个年龄的孩
子，应当是父母身边的娇女，应当是怀揣美梦
的娇子，事实上照片前的这些孩子，哪个不是
养尊处优成长着的娇女、娇子呢。要是刘守文
出生这个时代，也会同样与这群孩子一样，甜
润的脸上洋溢着花样笑容。可她出生在那个不
幸的年代里，她把对侵略者的仇恨变成了行
动，她居然不顾枪林弹雨危险，上了炮火连天
的台儿庄战场，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炮火和刺
刀，无所畏惧……她倒在了强盗的屠刀下。她
是血战台儿庄数万英雄中的英雄花。

这位少女英雄身上的勇敢和豪气，使照片
前的少年儿童惊讶和感叹。他们惊讶和感叹，
这个年龄的他们，怎么没有刘守文的勇敢和豪
气呢？！是的，今天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大多是
躺在热被窝睡到大天亮，母亲把牛奶、面包端
到餐桌，一遍又一遍叫不起床的年龄；是针尖
大的事情都会不高兴或哭闹的年龄；是父母和
爷爷奶奶往口袋里塞大把钱，想要什么就买什
么的被宠爱有加任性的年龄；是动辄就向父母
撒娇和吃很小苦就大喊大叫的年龄……这是
幸福时代才会产生的优越和娇气，构成了幸福
时代和不幸时代孩子们的反差。

在这祥和的春日，观赏这曾经血迹上盛开
的花儿，我似乎看到了青石板的鲜血和脚下血
流成河的战场。那场战争，死尸盖满了台儿庄
的田野和青石板，也填满了古运河；台儿庄的
田地成了血的田地，青石板成了血的青石板，
古运河成了血的……人们憎恨日寇强盗，却无
比崇敬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在这台儿庄青石板小道上的花朵，它是血
迹上盛开的花朵。

那场战争离人们越来越远了，几十年前的
炮火硝烟，虽在诗意的景色里淡然无存，而英
雄们的鲜血早已深渗在这片大地里，侵略者的
罪恶也牢牢刻在这青石板里。

血迹上的花朵
宁新路

序曲·梦里有个威海卫

呜喂……喂……
梦里有个威海卫

风也推 潮也推
刘公岛哟别再睡
伸个懒腰挺起背
太阳公公跳出水

红霞飞 海鸥飞
勤快儿郎摇船追
追上龙王汗一挥
撒开神网捞宝贝

金一堆 银一堆
炊烟牵着舢舨归
渔灯亮啰渔娘美
月亮搂着星星睡

星星睡 你也睡
梦里有个威海卫
你也睡 我也睡
梦里有个威海卫

第一乐章·甲午风云

1、 海云愁

海云愁 愁的是风满楼
海风急 急的是雷正吼
海雨骤 骤的像万箭穿心头
海心忧 忧的是大清清难守

你看云里伸出了魔爪
你听风里传来了魔咒
你看雨里狰拧着魔魇
你听家里闯进了魔兽

文莫再贪荣华与锦绣
武莫再恋娇媚和温柔
君莫再梦无疆的万寿
民莫再信狼不会吃肉

甲午风云起
战事弦上扣
海疆凶险涌暗流
国难当头谁昂头
谁运筹 谁出手

2、黄海怒涛

日月怒视这一朝
魔鬼向无辜开炮
黄海卷起了怒涛
浪头挺起了长矛

我来了——
你来了 他来了 我来
了
大清的子弟大清的靠
我不横刀谁横刀
大清的海疆大清的门
大清的父老我们保

大海愤怒在咆哮
炮筒仇恨在呼啸
龙族哪怕剩一丁
龙旗猎猎永不倒

我来了——
你来了 他来了 我来了
赤诚的热血为国燃烧
舰首所向利剑出鞘
凛然的浩气不屈不挠
撞沉仇敌吾恨方消
悲壮呐喊
撞沉吉野
撞沉吉野
撞沉吉野

我来了——
你来了 他来了 我来了
赤诚的热血为国燃烧
舰首所向利剑出鞘
凛然的浩气不屈不挠
撞沉仇敌吾恨方消

3、海殇

海上所有的浪花
都拼死挽住落水的忠勇
海下所有的鱼儿
都奋力托举下沉的赤诚
天空所有的风儿
都绝望长吟巨龙的哀伤
大地所有的善良
都哽咽诉说神州的悲痛

银河有多少星星

就会有多少哭红的眼睛
港湾有多少渔火
就会有多少守望的心灵
虎狼有多少狂笑
就会有多少惨痛的曾经
海底有多少沉舰
就会有多少沉痛的教训

海的心 再仁慈
也经不起那魔鬼的蹂躏
海的胸 再宽广
也容不得这邪恶的挑衅
海的魂 再冷静
也会对血雨腥风忍无可忍
海的梦 再深沉
也不会在善良的泣血饮恨中
长眠不觉醒

第二乐章·海天长祭

4、致忠烈

当雪花的思念又纷飞成蝴蝶
看梅花的思念早开成了白雪
当泪花的思念又洒给了忠烈
看浪花的思念早澎湃潮万叠

一百年前的硝烟虽灰飞烟灭
一百年后的思绪却沉重如铁
一百年前的悲壮虽不再重写
一百年后的热血却从未冷却

向您致敬 甲午的忠烈

是你给了我梦也醒着的警觉
向您致敬 甲午的忠烈
是你涵养我定海安洋的胆略

向您致敬 甲午的忠烈
是你给了我奋发图强的自觉
向您致敬 甲午的忠烈
是你激励我永远与和平有约

5、永世不忘

从西洋啊到南洋
刘公岛的名声都很响
中国老乡常夸奖
刘公有难必帮香火真兴旺

甲午战争古战场
堂堂血性男儿挺胸膛

《七子之歌》唱忧伤
威海曾和香港的命运一个样

中华国耻 永世不忘
刘公岛上北洋水师看我来升
堂
上有天堂 下有何方
刘公岛上挺挺咱的铮铮铁脊
梁

从北国啊到南疆
刘公岛的创伤烙心上
南来北往的常夸奖
刘公岛的风光天天变模样

永不沉没的是刘公岛
忠魂不灭的是邓世昌
登岛豪情催潮涨
中华强盛儿女神采才
飞扬

中华国耻 永世不忘
刘公岛上北洋水师看
我升堂
上有天堂 下有何方
刘公岛上挺挺咱的铮
铮铁脊梁

第三乐章·龙啸海疆

6、甲午祭

岁月翻开华夏的日历
又一个甲午奏响序曲
硝烟挽着悲壮虽已远去
屈辱的印记却越来越清晰

鸽子衔来花开的消息
涛声又撞击警钟响起
血海染红的教训弥漫天际
忘记那过去就意味着背弃

祭甲午 甲午祭
不是昨天 不甘归于沉寂
祭甲午 甲午祭
只为警惕 重演历史悲剧

祭甲午 甲午祭
龙的尊严 永当巍然屹立
祭甲午 甲午祭
警钟长鸣里中国和平崛起

7、中国海之梦

古老神州有一个梦 有一个梦
丝绸之路凌波飞虹 凌波飞虹
一把瓷器四海惊艳 四海惊艳
一壶清茶东方情浓 东方情浓

今朝巨龙有一个梦 有一个梦
浴火重生一飞凌空 一飞凌空
海纳百川仁爱包容 仁爱包容
环球凉热从此大同 从此大同

中国海之梦 拥抱天下的梦
龙祖龙孙龙脉都相通

中国海之梦 四海一家的梦
和平共处其乐更融融

中国海之梦 经略蔚蓝的梦
向海而兴中华终复兴
中国海之梦 繁荣强盛的梦
乾坤在握梦圆我手中

8、龙啸海疆

忠诚接过海神的权杖
每颗波涛都当珍珠典藏
头顶五星你是定海神针
纵横四海我是铁壁铜墙

经略大洋
你当仁不让
万里海天你鹰一样巡航
热血一腔看我龙啸海疆

龙啸海疆 威镇虎狼
蓝海卫士捍卫神州蓝色梦想
龙啸海疆 势不可挡
每寸蓝色国土都是蓝色勋章

龙啸海疆 威镇虎狼
护梦遨翔我们就是蓝色屏障
龙啸海疆 势不可挡
有我就有中华复兴笑傲东方

尾声·蔚蓝的憧憬

精卫填海 梦的是安宁
龙王献宝 梦的是喜庆
八仙过海 梦的是仙境
郑和下西洋 梦的是太平

闭关锁国 梦来了不幸
落后挨打 梦来了悲痛
改革开放 梦来了强盛
继往开来 梦来了复兴

蔚蓝的梦想 蔚蓝的憧憬
礁岛和礁岛合掌祈福宁静
蔚蓝的梦想 蔚蓝的憧憬
沙粒和沙粒抱团共铸和平

蔚蓝的梦想 蔚蓝的憧憬
浪花和浪花携手友爱共赢
蔚蓝的梦想 蔚蓝的憧憬
海风和海风相挽传送真情

甲午祭
——写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

李富胜 曲 波

大型交响史诗大型交响史诗

我家的老屋包括三间堂屋和两间东屋，有
着近百年的历史。自从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丰衣足食的人们开始对房屋有了越
来越高的需求。于是，一堵堵土墙推倒了，一
座座草房拆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新砌的
砖墙和一排排的砖瓦房，甚或用钢筋水泥夯基
且装饰华丽、敢于和城市媲美的楼房也已处处
可见。慢慢地，我们这个不算大的村子里只剩
下我家这土里土气的老房子了，活像一位身着粗布灰衣的
老妪静坐在崭新街道一侧，实在有碍观瞻。

其实，拆除这不合时宜的老屋，是我多年来做梦都在
想的事，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家一直经济拮据，竟然远
远地落在了全村人的后面。看着村子里的座座新房拔地而
起，再看看自家的百年老屋，一副鸡立鹤群的模样也着实
叫人眼热耳红。

今年春天，我们一家人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
成了现实——我们祖居的百年老屋在十数双大手的作用下
随着几声沉闷的巨响轰然倒下。年迈的母亲在推房时竟依
偎着门框久久不忍离去。

这几间房屋虽然苍老，被岁月的风雨剥蚀得斑驳不
堪，但是，它那力道遒劲、翘天欲飞的檐角，经久耐用、
击风搏雨的一袭蓝瓦和高可平窗的宽厚砖墙，门前光可照
人的青青的踏脚石，以及木质坚实的梁栋椽檩、古朴典雅的
构架，依然不失为我们中原农村住宅建筑的上乘之作。我请
来了摄影师，为母亲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同时，也为百年老屋
拍摄了最后一个全家福，作为我们一家人永远的纪念。

当我按照母亲的吩咐燃放完鞭炮，蓦然回首，我村上
了年纪的婆婆妈妈们全来到了我家的庭院里和母亲一起无
比虔诚地向着老屋磕头作揖且口中念念有辞。而后，她们
坐在暖暖的阳光下又一次说起了我家的老屋。

清朝末年，曾祖父倾尽全家积蓄筹建楼房。不料，工
程刚刚奠基，年未半百的曾祖父因过度操劳心力交瘁暴病
身亡。家人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建楼物资建成了三间堂
屋，两间东屋。无兄无弟的祖父继承曾祖父的遗志克勤克
俭重整家园，建窑厂、办学堂。眼看家道中兴，祖父雄心
勃勃地想实现曾祖父未了的心愿——起一栋楼房。然而，
恰在这时，祖父竟遭土匪绑架。待祖父被救出虎口，家财
已消耗殆尽。祖父率领家人又经过四五年的艰苦努力，好
不容易把建楼款项再次筹齐，谁曾想，侵华日军的隆隆炮
声把祖父即将变成现实的梦想击了个粉碎。国难当头，深
明大义的祖父毅然将建楼款项全部支援给了我抗日军队。
接着，又将我家这处宅院交给八路军做了抗日前线指挥部
兼战地医院，接纳了一批又一批八路军和新四军伤病员。
他们又从这里重新奔赴抗日战场英勇杀敌。

1940 年春末，日寇上用飞机、下用大炮集中火力对我
村进行狂轰滥炸。作为抗日前线指挥部的我家这处宅院自
然成为日军火力的主要目标，仅堂屋东山墙就被日军炮弹
洞穿了6处，但它却奇迹般地岿然未倒。

上世纪 60年代的一个春天，父亲翻盖这座曾受战争创
伤的三间堂屋。怎奈政治风云变幻，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所
谓的“罪人”。刚刚换上去的房梁又被抽下来变卖，没来由
地交了罚款。大约半年后，这座堂屋才得以用原来的下房

木料草草封了顶。
近百年来，在历次的大小地震中和黄河泛

滥的洪流里，我家的老屋都幸免于难，成了全村
人的避难所。

原来，我家这产生于忧患中的老屋，它的
一砖一瓦都编纂着历史的书册，它的一木一石
都记述着物换星移的故事，它的每扇门窗都接
纳着历史的风雨，它的每一段墙垣都深刻着时

代的足痕。我的祖先怀着经年的梦想，凭着自己的双脚和
双手，炙着烈阳，淋着风雨，用滴滴血汗甚至生命建成的
老屋，百年来历经沧桑劫难却“风雨不动安如山”，庇佑了
包括我的侄孙辈在内的整整六代人。

我把为老屋拍摄的最后一张珍贵的照片放置在新居里
最崇高的位置，让我们的子孙记住：“这就是我们的家园，
这就是我们的根！”

永远的老屋
靳恒存

老家 苗青摄

作家阿来说他写长篇非虚构作品《瞻
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的时候手边堆着上
百本资料书，为写这部作品，他十几次深入
藏地，查阅数百万字史料，积5年之力完成这
部作品。

《瞻对》 再现了始于雍正八年 （公元
1730年） 的、长达200年的瞻对之战。瞻对

地处四川康巴，民风强悍，当地人常以
“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而自豪。该书以瞻
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对这一部落进
行历史钩沉，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
地传奇，作者将历史灵魂注入文学，抒写
了一段坎坷的民族融合史。

评论家认为，阿来的这部作品填补了
文学记录西藏历史的一段
空白，他以文学的方式关
注藏区的发展，试图从人
文的角度认识历史、认识
现实，通过对瞻对一地的
微观历史的透彻挖掘，找
到 了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连 接
点，搭建起一个完整的世
界图景。《瞻对》 呈现的是
两方面的成果，一方面，
作家通过对大量档案、史

料的深入挖掘，并通过生动的笔触、丰富
的细节、扎实的内容，还原了瞻对之战中
藏地与清政府方方面面的表现与表演。另
一方面，则是阿来的独有发现与解读，这
一部分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构成了作品
的肌理，是有温度、脉搏与节奏的。

从《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到
《瞻对》，阿来始终关注着藏族的文化和历
史。关于《瞻对》的写作，阿来说：“是因为察
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
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
历史总能带给人们对现实的思考，阿来正是
带着对现实的质疑去打捞历史记忆。他不仅
是一个文学家、写作者，更是一个审视者、发
现者，他关注着当下藏区的一切，包括社会
生活，文化生态，以及在时代风气之下，那些
似乎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东西。《瞻对》使
瞻对的历史得以复活，民族精神藉此飞翔。

阿来《瞻对》：书写两百年康巴传奇
文 一

阿来《瞻对》：书写两百年康巴传奇
文 一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
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
办的《中华辞赋》杂志日
前在京正式创刊，成为国
内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
辞赋类期刊。《中华辞赋》
杂志社社长何建明指出，

《中华辞赋》秉承弘扬传
统文化、传承辞赋经典、
繁荣辞赋创作、服务现代
生活的宗旨，为诗赋作者
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为
辞赋文学发展开辟了新
的天地。闵凡路总编辑
说，《中华辞赋》新刊以发
表辞赋创作和评论为主，
同时兼顾诗词、楹联、散
曲作品。我们提倡古赋为
体，今辞为用，继雅开新，
容正求变，让广大读者爱
看、读懂、能诵、易记。“三
沙赋征文大赛”同时颁
奖。

明 末 爱 国 将 领
袁崇焕诞辰430周年
纪念诗会日前在北
京袁崇焕墓祠举行。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
莞，官至兵部尚书，
曾多次击败后金军
的进攻。崇祯皇帝听
信谗言，将袁崇焕处
死。袁崇焕部下佘义
士将袁崇焕葬于北
京崇文门东花市斜
街，并世代守墓至今
已传十七世。毛泽东
于 1952 年批示对袁
崇焕墓予以保存。袁
崇焕墓和祠已被列
入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 单 位 。纪 念 诗 会
上，诗词界人士吟诵
了纪念袁崇焕、弘扬
爱国主义的诗词歌
赋。

“在我的印象中，舒
晋瑜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战
地记者，她用细腻热情的
笔触勾勒了文学的硝烟战
火，以及文学战士们的精
神世界。”作家苏童对《说
吧，从头说起——舒晋瑜
文学访谈录》（作家出版
社）予以高度评价。本书为
舒晋瑜对阿来、陈忠实、迟
子建、何建明、贾平凹、莫
言、苏童、铁凝等 16 位作
家的文学访谈录，有不少
访谈历时数年乃至十多
年，“这不是一般的访谈，
而是文学专家之间的对
话。采访者敬业、专业，深
谙、深爱，才有可能真切
体察文坛情势、真心体恤
创作甘苦、真实体会作家
心迹。舒晋瑜做到了。她
和她的访谈对象一样令人
敬重。”评论家施战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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