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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1 年到 1945 年，在中华民
族这块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对世界进
程、对人类和平事业影响和意义极为
深远的战争——抗日战争。在这场反
抗异族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斗争，在这场人类正义反抗非正
义的战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了不可
战胜的伟大气概，诞生了无数的抗击
日寇的英勇传奇故事。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场战争
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2012 年 11 月，长征出版社出版
系列红色图书，其中很重要的一本就
是《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

对于抗战历史，有的图书用历史
纪实手法去表现，有的则通过自传形
式回忆战争岁月，有的总结抗战彰显
的民族精神，有的从抗战的历史中挖
掘和表现诗意和传奇。《八路军新四军
征战传奇》就是一册充满传奇色彩的
抗战题材图书，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国
防部原部长迟浩田为该书题词：“打开
红色记忆，发扬光荣传统。”

抗日战争历经 14 个年头，时间
跨度长，发展过程复杂，历经不同阶
段，在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作战的
无数战斗中，既有可为世界军事史借
鉴的经典战役，也有灵活机动富于传
奇性的游击战术；既有将领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的指挥作战艺术，也有

个体士兵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畏牺
牲的英雄事迹……那该如何呈现抗战
中八路军、新四军英雄整体精神面
貌，而又不失某次具体著名战斗的叙
述描写？怎样处理文本的结构和读者
阅读之间的关系呢？

《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集中
撷取了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征
战的 36 个经典战例，以权威的历史
文献资料、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回忆
录为主，辅以100多幅珍贵图片，力
求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还原抗日
战争历史现场——

平型关：中华民族以弱战强、抵御
外侮的象征

《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 第一
篇就是“日军不败神话的破灭——平
型关大捷”。1937 年 9 月中旬，日军
华北方面军坂垣第5师团，企图突破
平型关、茹越口要隘，向国民党军第
二战区扼守的晋西北长城防线进攻。
八路军第 115 师在师长林彪指挥下，
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
用平型关东北沟道狭窄纵横、十分险
要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进行伏击，
将敌全歼于狭谷之中。

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八路军具
体的战略部署，看到师长林彪和副师
长聂荣臻及时捕捉战机歼敌的作战指
挥，看到八路军战士面对顽抗的日军
奋勇杀敌的场景，“八路军指战员们士
气高昂，连长牺牲了排长顶替，排长牺
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续
指挥，就是这样前仆后继，浴血奋战，
与鬼子拼死搏杀……被包围在沟里公
路上的日军全部被击毙”。整个战役
过程、战斗情节细节、参战的敌我人
物、八路军战士的原始回忆……构成
了一幅壮观的战争画卷。平型关大捷
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
抗战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百团大战：青天霹雳太行头
无论是抗日历史篇章，还是热

播的抗日剧，抑或是民间流行的抗
战故事，“百团大战”总被津津乐

道，本书“青天霹雳太行头——百
团大战”一节，书写的就是八路军这
一传奇之战。

1940 年 8 月到 12 月，在八路军
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下，华北地区的
八路军部队发动“百团大战”，八路
军众团参战，歼敌3万余人，破坏了
正太路和同蒲路、平汉路、石德路等
铁路交通线，一度攻占娘子关，收复
五六十个县，巩固县城 26 个以上。
彭德怀、左权得知八路军共有105个
团参战，他们高兴道：“好！这是百
团大战”，“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
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胜利喜讯
异常兴奋，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
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
可组织一两次？”《八路军军政杂志》
载诗赞贺：“青天霹雳太行头，万里
阴霾一鼓收。英帅朱彭筹此役，竟扶
危局定神州。”

千古流芳的“狼牙山五壮士”
在河北易县，有一座令人敬仰的

英雄山——狼牙山，“狼牙山五壮
士”英雄壮举就发生在这里。翻开

《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八路军
“五壮士”英勇阻击敌人的情景仿佛
重现眼前：1941年9月，为掩护主力
部队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马宝玉、
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这

5位英雄，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英
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
最后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
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如
今，狼牙山已成为人们纪念凭吊英雄
的圣地，但五壮士视死如归、气吞山
河的气概，仍旧震撼着我们的心。

人民战争法宝：游击战和运动战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

在军事实践中掌握了丰富的斗争经
验，拥有众多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
东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等论著中，对其进行了
总结：“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
应该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
条件下的运动战。”

本书中“‘机窝’飞弹火烧天——
阳明堡机场夜袭战”“重叠设伏巧歼
敌——七亘村伏击战”“游击战与运
动战的完美结合——收复晋西北七城
战役”，新四军著名战斗“‘脱手斩
得小楼兰’——韦岗战斗”“八分钟
的夜幕奇袭——官徒门战斗”等战
例，都是对这一法宝的生动诠释。抗
战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
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巧
妙战术，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
观，使日伪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之中。

战争，是历史的大事件，怎样才
能全面展现？本书将宏
大视野与个体回忆相结
合，既注重从整体、宏大
的视角俯瞰抗战全貌，又
辅以个体化在场亲历的
叙述，加以简洁的评论，
构造起全书的阅读框架
和系统；既注重集中撷英
式的内容选择，又注意
建构阅读的连贯性，由
此，唤起读者对这场惊
心动魄战争的回忆，期
待 故 事 传 奇 更 多 地 出
现，由此更广更深沉浸
在流逝的光辉岁月中。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
出版社出版） 用金钱解析秦汉至晚
清两千余年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
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
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
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
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作者郭建龙说：“自古及今，
中国历史被淹没在层层迷雾之中，
而市场上流行的说书人式的历史书
中，又只会写王侯将相勾心斗角，
却对于背后推动历史的真实力量一
无所知。”他认为，一个朝代建立
后，最深层的需求是建立官僚体系
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建立财政体系
来维持官僚制度。只有了解政权所
有者的财政冲动，才能真正了解历
史的走向。

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本
书将中国封建时代分为三大周期。
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
朝，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
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
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
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
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
皇帝挥霍。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
结束于南宋。其特征是较为完善的
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
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
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
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第三周期从
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
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
式。其特征是财政上保守，土地制
度重回私有制，以土地税为主，并
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
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

本书认为，秦之所以能够统一
六国，是因为秦围绕战争建设了一
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
血养战。然而，各国都有变法，为
何秦能一家独大？这是由于秦国的
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
强，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
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
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
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
争出力。那秦朝又死于什么原因
呢？有学者认为秦朝死于疆域太
大，没能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本
书认为，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
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
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
法重建，最终崩塌。

实际上，末代皇帝不乏励精图
治者。中平五年，汉灵帝做了一次
大胆的改革，涉及的对象是地方政
府，却最终彻底葬送了东汉皇朝。
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皇帝所能完
全左右的，哪怕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开国皇帝。所以本书的主角不是具
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
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
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
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在描写历朝
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
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
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历史并不陈旧，没有如读者想
象得那么遥远，正如福克纳所言：

“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
过去。”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说：

“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
貌为背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
是可疑的。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
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
益、习惯性的吹嘘吗？从历史的过
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
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
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
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
性 （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
发动战争。”

读完各朝代的财政办法，你会
发现，没有一种财政制度是完全高
效且无害的。社会是动态的，制度
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只能因时因

地做出适宜的选择，该转向时，能
够勇敢转向，只是船大调头难，制
度走到后期往往陷入死循环。

此书又俨然是一部中国古代货
币简史，分析了古代中国硬货币或
软货币发展的历史。如北宋末年，
中央财政几乎年年赤字，甚至只够
满足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群臣束
手无策时，蔡京将纸币从四川引向
全国，发明一种叫做钱引的货币在
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这是中国第
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
巨额利润，大量的纸片从政府飞到
民间，将民间的真金白银和粮食掠
走，然而蔡京的做法也造成了民间
金融系统的崩溃，当金兵入侵时，
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
外辱，北宋灭亡。明代皇帝由于对
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
的概念，成了空头纸币，在明代初
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采
用白银成为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
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
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
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将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都
归结于财政问题的好坏，就不免陷
入卖什么吆喝什么的偏执。比如托
克维尔悖论——革命在苛政较轻的
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
用经济账又如何能解释得通呢？此
外，历史还有一定的偶然性。政治
稳定，是各种力量博弈的暂时结
果，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经济不是唯一一个决定力量。

在李渔看来，雨有肥瘦，花懂
戒惧；蟹是“命”，可为它倾家荡
产；稻米饭的香气，粗朴让人欢
喜；秋海棠，是女子的断肠泪……

生在明清换代、兵荒马乱之际
的李渔，闲情雅致不缺，但缺闲
钱，缺时间。他一家子有 50 口人，
全靠他一支笔讨生活。他写剧本，
写畅销书，作曲填词，出书，卖
书，带着家庭小戏班跑江湖，搞园
林设计……忙得一塌糊涂。

四季奔波，却误不了闲情。
菊黄蟹肥的秋季，每每螃蟹未

上市，他即储钱以待，备下“买命
钱”。从蟹上市到断市，他家 49 只
大缸始终装满螃蟹，并用鸡蛋白饲
养催肥。一日不食蟹，便觉虚度，
所以九月十月是为“蟹秋”。趁蟹影
纷乱，他还用花雕酒腌制醉蟹，留
待冬天食用。“鲜而肥，甘而腻，白
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
至极”，这是李渔对蟹的盛赞。

秋 菊 在 李 渔 并 不 讨 喜 。 他 以
为，菊花之美全在人力，一俟怠
误，便全无姿态，只能点缀荒篱

了。这恰像“儒者之治业”，太累。
我想，李渔一面兢兢业业谋生计，
一面写诗作曲著文章，还要替种菊
人累，他是真累。

李 渔 说 ， 秋 在 四 季 中 最 宜 出
游，“有山水之胜者，乘此时蜡屐而
游”，还“宜访老友”。是啊，秋光
明亮，人心沉静，山水形胜并老友
情愫，更易入心、颐养心神吧。

冬 日 ， 留 着 看 梅 花 。 他 在 山
中，搭起帐篷，三面为实、一面为
虚，帐中设炭火，既可取暖又可温
酒。在园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
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这精细
而又隆重的准备，意欲何为？赏梅。

那风雪载途之日，实为酷季。
为乐，“须设身处地，幻为路上行
人，备受风雪之苦，然后回想在
家，则无论寒奥晦明，皆有胜人百
倍之乐矣”。

李渔的意思：懂了退一步，便
学会了“乐”之迂回术。在冬天，
李渔有白菜略作烹食之乐，“其杰出
者，则数黄芽，每株大者数斤，食
之可忘肉味”。他喜欢大白菜的芳馥

松 脆 。 蔬 食 之 本 味 、 淡
味、鲜味，是他浓郁情趣
的上好底子。

在李渔辗转流离的生
涯当中，有那么两三年的
夏天，尤难忘记。

那时，明朝失政，大
清尚未开启，李渔光溜溜

“或处荷之中，妻孥觅之不
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
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
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
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
果落树头”。

此等奇闲，懒福清福
皆达极致。即便之后只能
望“闲”追忆，也当余味

袅袅，鲜闲不已。
谁的一生，没有那么一段清闲

呢？
荷花，在李渔，不只是精神上

的陶醉。它可赏，可吃，可鼻，可
用。从嫩叶出水，到蒂下生蓬，蓬
中结实，“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
凉逐之生”。枯荷叶，用来包装；枯
荷梗，用来居室点缀，真是“无一
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

报春的水仙与兰，是李渔的木
之“命”。李渔安家南京，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因为南京为水仙的培育
地。一个春节，李渔穷得连过年的
钱都没有了，家人只得将耳环、发
簪典当成钱，换来水仙，给他过个
欢喜年。李渔爱水仙的清姿媚态，
也敬佩为水仙命名的人，他说如若
见到，定要跪拜。

春日可踏青，出游宜喧嚷；在
李渔看来，春日属“不求畅而自
畅”的青春之季。该闭藏时闭藏，
该宣畅时，自然要宣畅。

春笋之鲜，断不可错过。“蔬食
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
你不信吗？“将笋肉齐烹，合盛一簋，
人止食笋而遗肉，则肉为鱼而笋为熊
掌可知矣。”据说笋心尤美，肉质就像
梨子或嫩荸荠，清、鲜、淡。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溅，
扑打面额；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
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我想，这句诗
的作者跟李渔，灵魂定然相通，都
拥有一份对世界化不开的浓情。此
情无关文艺、小资，无关敏感、优
雅，那是一种生命的浓烈度，是对
生活的高度热爱和别致解读。

近日，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的最新作品集

《咏而归》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从
孔子、庄子等“巨人”开始，李敬
泽在书中引领读者重新走进历史上
最了不起的但可能也是人们最不熟
悉的文学时代。

《咏而归》 书名源自 《论语》
中一段著名的记载：“暮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 ， 浴 乎 沂 ， 风 乎 舞 雩 ， 咏 而
归。”人们可从这段话中领略到古
人在精神上真正的风采和风姿以及
活泼、自由的风貌，这亦是李敬泽
所欣赏和向往的。书中收录了李敬
泽历年来所写的有关古人古典的短
文，用活泼的语言叙述历史和文
化，仿佛做了一次春日里的漫游，
穿过《论语》《诗经》《春秋》等经
典，兴之所至，迤逦而下，至于现
代乡野。从浩大的孔子精神到鱼与
茶与酒咏叹古人之志，最后落到闲
情。由家国天下，归结到春水春
风、此身此心。

春秋至今，阅读经典不只是正
襟危坐，也可以是一个“浴乎沂，
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过程。他希
望世人从古人的选择和决断中，从
他们对生命丰沛润泽的领会中，在
趣味里追怀古人的风致，学习安顿
自己，找到一个归处。

（柳 连）

铁血熔铸九十年（五）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杜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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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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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亦浓烈
米丽宏

明 仇英 《桐阴绘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