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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北国，热浪滚滚。在建军 94 周
年前夕，我专程从军旗升起的地方——
英雄城南昌，来到辽沈大地，重温 73年前
那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战役——
辽沈战役。

1948年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的视野里，西北、中原、华东、华北
和东北五大战场，“稻浪”金黄，丰收在望：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 120 万人发展到
280万人，经过实战锻炼和新式整军运动，
部队军政素质大大增强。而国民党军总
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 430 万人减少为
365万人，用于第一线作战的兵力仅为174
万人，且士气低迷，战斗力下降。面对敌
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中
共中央不失时机作出同国民党展开战略
决战的决策。

此时，东北战场上我军兵力已超过
100万人，解放了东北大部分地区。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把战略决战的首
要目标选择在条件最有利的东北战场。

辽沈战役的关键在锦州。锦州是华
北与东北之间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有“山
海要冲，边关锁匙”之称。先攻克锦州，就
可封闭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往关内的
大门，以决战的态势将其在东北就地全
歼。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1948 年
9 月 12 日，震惊世界的战略大决战——
辽沈决战的枪声，首先在北宁线打响。东
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南下，以摧枯拉朽之
势，攻克昌黎、绥中、兴城、义县，孤立锦
州。

锦州之战的关键在塔山。伫立在塔
山阻击战阵地的遗址上，环顾四周，战场
遗迹尽收眼底：塔山处在山海之间的狭长
地带上，无险可守；它是国民党军东进兵
团救援锦州的必经之地，一旦被突破，国
民党军半天就能涌到锦州。

“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近
日热播的电视剧《大决战》中的这句经典
台词，展现的正是震惊中外的塔山阻击战
的残酷与悲壮。

当时是东北野战军第 4 纵队 12 师
侦察通信员的著名军旅作家高玉宝后
来回忆，10 师 30 团机枪手刘殿哲，在头
部和右臂负伤的情况下，顽强追击敌人
150 米。“坚决守住阵地……给我报仇！”
一句“烈火金刚”的临终遗言，将人民军队
对党的崇高信仰和忠诚展现得淋漓尽致。

六个昼夜的鏖战，浓缩在讲解员30分
钟的讲述之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陆
海空立体进攻，东北野战军第 4纵队与友
邻部队，以“人在阵地在”的血性和胆气，
以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国民党军
9000 余人，阻止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 10

万人增援锦州的图谋，保障了东北野战军
主力部队攻克锦州与辽西会战的胜利。

“摧枯拉朽狂飙劲，略地攻城气势
雄。”1948年 10月 14日上午 11时，锦州总
攻开始，我军近千门大炮的炮口吐着火
舌，炮弹呼啸着飞向目标，以排山倒海之
势，轰响在敌军的炮楼、城墙、城门和城内
守军的防御目标上，国民党守军立即陷入
巨大的混乱之中。我军各攻击部队沿交
通沟迅速接近城垣，发起猛烈攻击。

配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小高地，国民
党军配备了1个加强营的守军，工事坚固，
火力严密。国民党守军自喻“配水池是第
二个凡尔登”，“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
汉”。

拨开历史烟云，一幕幕血战配水池的
历史场景，依然震撼人心。东野第 3纵队
7 师 20 团 1 营 1 连战士李长修腹部受伤
后，仍顽强地端着机枪从断壁里跳出来猛
烈射击。炮火声中，只听见倒在血泊中的
李长修还在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同志
们！打不下配水池，兄弟部队就进不了锦
州，我们就是全部牺牲在这里，也要把配
水池拿下来。”

攻击配水池的 1营官兵，用血肉之躯
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基，在通往胜利的道路
上矗立成永不磨灭的丰碑。攻占了配水
池后，1营 600多官兵只剩下 5名战士和 1
名摄影记者。配水池战斗的胜利，为我军
攻打锦州打开了城北的门户。

“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
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在辽沈战役
纪念馆，凝视着攻克锦州后，中央军委和
毛泽东致东北野战军总部领导人的贺电，
专程从家乡吉林开原前来参观的原东野7
纵21师61团3营1连战士于德才，坐在轮
椅上连声说：“可以说，这次战役的胜利是
挖沟挖出来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阵中
日记》这样记载：夜幕降临，数万官兵拼命
挖掘，锦州城四周彻夜都是锹镐之声。天
亮后，城墙外的开阔地上布满纵横交错的
壕沟，这些壕沟一直挖到了守军的阵地
前。挖掘交通沟这一战术，使部队以最小
的伤亡代价通过开阔地接近城垣，加快了
攻克锦州的胜利。

1948年10月15日18时，锦州，这个被
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城市，在英勇的
人民军队面前，只用了 31小时，就被攻克
了。此役，我军全歼锦州国民党守军10万
余人。至此，国民党军由陆路撤向关内的
通道被完全封死，辽沈战场上呈现出“关
门打狗”的态势。

辽沈决战这场“插门栓”决战，是由一
场场激战连接而成的。锦州解放后，在我
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长春国民党
守军第 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

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国民党军第
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
春宣告和平解放。

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讲过一句
话：“军队的精神力量主要来源于两大因
素——苦难和胜利。”诚哉斯言，10 月 26
日凌晨，东北野战军第 3 纵队 7 师 21 团 3
营挟攻锦胜利之威，勇猛穿插到黑山以东
的胡家窝棚，以巨大的代价，一举摧毁了
国民党军西进兵团指挥部。该兵团司令
官廖耀湘被俘后坦言：“解放军第一棒子
即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

狂飙怒进，势如破竹。胡家窝棚的
“斩首行动”，加快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
覆灭。东北野战军总部迅即指挥9个纵队
不分建制，以乱制乱，猛打猛冲，分割围
歼。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国民党军
西进兵团10万余人。紧接着，我军乘胜挥
师东进，解放了沈阳、营口、锦西和葫芦
岛。

“硝烟蔽野壮怀赴，炮火连天热血
酬。”展馆全景画馆采用绘画、塑形、灯光、
音响等多种艺术形式，再现的辽沈战役的
宏大场景，讲述着此役的重要战略意义。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
6.9万余人的代价，歼敌47万余人，东北全
境宣告解放。辽沈决战的胜利，使人民解
放军第一次在兵力数量方面超过国民党
军队，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
义。

走出纪念馆，我拿出手机，在纪念馆
前留下一张自拍照。朋友圈中，我写了一
段感言：镰刀、锤头，信仰的旗帜；五星、八
一，胜利的旗帜；党旗领着军旗走，军旗跟
着党旗走，闯过了千山的关隘、万水的激
流。在党的旗帜指引下，人民军队用鲜血
与忠诚实现了无数先辈为之奋斗的理想。

这盛世，如先烈所愿。这光芒，将永
远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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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带

那夜，南昌戴着红领带与旧时代告别
两万多名起义军，用枪声
迎接觉醒，迎接天下苍生的黎明
热血作证，信仰的怒放
可以如此惊天动地

那是最早的朝霞，驱走黑暗
那是最喜庆的色彩，打扮南昌这个新郎
八月一日
飘拂的红领带打开一座城市
选择奔跑，最终
燎原成一个新中国

现在，它们安静地躺于纪念馆
曾经的主人，化为灿烂星汉
更美的时光正阔步而来
红领带只等待那把生锈的军号吹响
嘹亮中，它们会迅速找到
那些没有姓名的战士

红杜鹃

力量，可以像黄洋界的坚固
也可以像杜鹃那般柔软，那般鲜红

在井冈山，我们看见杜鹃
就情不自禁点燃
跟黑暗抗争的火把
或者，把它们缩小成一盏灯
用一座八角楼来珍藏

四五月间，多么盛大的花事
掩去了那些花季男女干净的真理
红米饭，南瓜汤，像童谣
单纯得让人落泪

一生，做一朵杜鹃足矣
以一座山为背景
守护着共和国的初心和使命

红都

此生，一定要去叶坪
亲眼看看新中国的雏形
从草鞋、马灯、灰布军装、五角星里
确定灵魂的坐标

此生，一定要去沙洲坝
亲口品尝红井里的水
每一颗水珠，储存着哲理、智慧和艺术
在狭仄的空间里
爆发出核弹一样的威力

战争之后，瑞金是一座学校
那些静物和时间，那些草木和天籁
拿着教鞭给灵魂上课
许久，许久，天地洁白

此生，一定要去红都
改变一次呼吸

江西的红
□□ 彭文斌彭文斌

（组诗）

下山，5米宽的路七弯八扭，车辆像拄着
拐杖的老人，慢腾腾，点着刹车，每到一个弯
道前就响起喇叭，仿佛老人扯开嗓门喊“我来
啦，注意啦”。我的身体跟着陡坡下降，目光
却不时回望身后一幢幢被山托举的房屋，它
们是农舍和龙溪小学。它们越来越远，越来
越高，最后，只看见云层像棉花那样飘在山巅
之上，云走过的地方，天更蓝，更深邃。

一
几个小时前，我开车经过于都县仙下中

心小学，经过乱石中学，然后开始上山。到半
山腰时我想起“十八弯”，右脚把油门往深里
踩，害怕小车突然因动力不足后溜。从3.5米
扩宽到5米后的山路还是如此陡峭，难怪那位
90后年轻校长一个学期换了三个轮胎和一个
刹车片。

他是一位很阳光秀气的校长，却喜欢称
自己为“生产队队长”。除了寒暑假，他几乎
每周一早上6：50都会准时出现在仙下中心小
学路口，接自己的“队员”——龙溪村龙溪小
学的老师们上山，她们都是 90 后，分别为南
康的罗挺、李希和于都银坑的钟美玉。有时
周日晚上 7点也能在仙下中心小学门口看见
他，他在等路途更远的三位老师：安远的刘
玉玲、杜春燕和景德镇的万紫娟。之所以说

“有时”，是因为万紫娟、刘玉玲、杜春燕除中
秋节等长假外，平时连周末也守在龙溪小
学。他说，“生产队队长”的主要工作之一就
是做好服务，只有留住了“队员”，才能促“生
产”，学校的教学质量才有保障。近十年来，
龙溪村每年都有学子考取大学，且人数呈递
增趋势，其中不乏复旦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等名校——这些“天之骄子”都是从这所小小
的小学里走出去的……

上山的路，还在延伸，但路两旁的山壁开
始出现地窖，相传早在唐朝年间龙溪村就有
种生姜的习惯，这里的生姜具有“甜香辛辣龙
溪姜，赛过远近十八乡，嫩如冬笋脆如藕，一
家炒菜满村香”之美称，曾被唐朝列为虔州
（今赣州市）贡品。这些地窖，正是当地村民
用来存放生姜的场所，看到它们我就知道距
离目的地不远了。向左拐个弯，可见一个小
卖部，再往前开十几米，果然到了龙溪小学。

二
站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会有一种和群山

对话的冲动，它们就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
远处和近处零星散落的村庄像玉珠，落进山
的身体里，它们有的在溪流边，有的在梯田
上，有的在竹林后。龙溪小学退休教师方李
长指着近处一片竹林说，那后面有一栋老房
子，就是那位年轻校长朱森林的老家。朱森
林从前是方李长的学生。七年前，朱森林 22
岁，刚走上教师岗位，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
是去距离他山下的新家很近的东田小学，二
是回到老家龙溪，回到母校龙溪小学。最后，
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冲上了龙溪小学。

方李长一辈子都在山上。他当了23年民
办老师，1998年才转正，一直在龙溪小学干到
退休。他笑着说，朱森林是因为他才上山
的。朱森林听了，也笑着说：“我真是冲着老
师您才上山的。您守了龙溪小学一辈子，我
也想把最好的年华献给她。”师徒两任校长的
对话让我有些感动，毕竟 2014年的时候很多
老师都还“谈龙色变”，甚至有人说“加两千元
工资都不去龙溪小学那个鬼地方”。

在龙溪，曾有“三靠”的说法，即“出行靠
走、讲话靠吼、治安靠狗”。以前的龙溪村是

“十三五”深度贫困村，出行只能靠走路，村民
主要靠种植水稻、生姜维持生计，贫困发生率
高达26.8%。

当年，朱森林初中毕业，成绩很不错，他
有很多选择。方李长说，考师范吧，山里多需
要老师啊！方李长自己当了一辈子老师，他
深知老师对大山的意义。他不仅把朱森林拉
进了教师队伍，还把侄子方颖也拉了进来。
方颖本来已经考取中专，学费都交了，硬是被
他劝着退了款，后来考上师范，如今成了仙下
一所小学的校长。朱森林考上教师岗位后，
方李长第一反应是希望他回龙溪小学，他认
为，龙溪村的未来在教育，而教育的未来在年
轻教师。

三
上山可以凭着一股“年少气”冲上来，但

要长期留在山上就得沉下气。2014年，朱森
林回到龙溪小学时恰好遇上了校建——学校
的宿舍楼（一层的瓦房）拆了，于是还没退休

的方李长老师住到了地下室，其他老师住村
民家，他自己则住进了老家那栋已多年没人
住的老房子。

2015年 6月，龙溪小学教师宿舍竣工，老
师们一起搬进通了网络的新宿舍。山上的送
别，才是最考验人的。朱森林目送过一批批
年轻老师下山，每次送别，他心里也会泛起层
层涟漪，他用一段文字记录下了那时的心情：
窗外皎洁的月光泻在广阔的校园中……年年
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新上山的两位
老师忙着适应各方面环境，刚下山的小伙伴
们去追求着各自的幸福。

2018年，朱森林也下山了。他被调到山
下的高兴小学任教导主任。一年后，他又到
乱石小学当校长。他说，和山上相比，山下的
工作很轻松，山下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快得让
人怀疑日子的真实性。

2020年 9月，朱森林再次上山，回到龙溪
小学当校长。如果说他当初骑着摩托车上龙
溪小学是因为对母校的一腔热情的话，这一
次上山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龙溪小学的巨
大变化，让我对它的未来充满期待，也坚定了
我再次上山的信心！”朱森林说，重返龙溪小
学，学校老师已经换了一茬，除一位80后老师
外，其余全是 90后新鲜血液。学校的面貌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学楼焕然一新，篮球场
像城里小区的那样好看，每位老师配了新电
脑、新办公桌，教师宿舍全部换了新床，安装
了热水器。

四
实际上，除了朱森林提到的这些变化，我

在山上散步时还有更多发现。走进村民汤春
香家，住满了老人，一问才知大部分是退休后
来山上度假的。“每人 50 元一天，包吃包住。
第一年客源不多，我还担心投资的两万多元
会亏本，没想到今年房间不够住了……”汤春
香是一名 80后，在广东东莞塑料电池厂做工
十几年。2020年，她和丈夫毛地生一起返乡
开起了民宿，长期外出务工的经验让她深谙
服务的重要性。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区别于
以往印象中乡村妇女的特质——她打扮时髦
而不张扬，对人热情又真诚，言谈举止非常有
分寸。客人们经常聚在一起织毛衣、拉家常，
偶尔还去汤春香的厨房体验下厨的乐趣。因
为他们的到来，原本安静的龙溪村重新变得
热闹起来。

龙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西寿
说，村里的这些变化，要感谢这个好的时代，
自 2017 年底以来，借助扶贫东风，龙溪村 17
个村小组的通组路全部完成了硬化，同时还
新建了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和卫生室，实现了
4G网络全覆盖。在产业发展方面，龙溪村结
合当地资源优势，将生姜、高山蓝莓、茶叶、康
养旅游等作为重点发展的致富产业，采取“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通过“务工+分红”带动
贫困户增收致富，2019年底，龙溪村成功实现
了整村脱贫摘帽。

2020 年 8 月底，万紫鹃从景德镇来到龙
溪小学，一上山就被龙溪村的自然风光迷住
了。她说山上空气很好，风景如画，对于学美
术专业的她来说真是来对地方了。从她发给
我的一张龙溪小学的风景照上，我看到了刚
从山岭露出半张脸的红艳艳的太阳，阳光打
在云层上，也是金灿灿的。

刚到龙溪小学时，我曾一度惊讶于这样
一个事实——如此偏僻的小学为何能留住
170多名学生？朱森林讲述的一件事帮我拨
开了迷雾。龙溪村龙子组学生朱研的父亲两
年前曾向他表达过想送孩子去兴国县城读书
的想法，因为从他们家来学校要走一个多小
时的山路，但自从2019年12月龙溪小学学生
宿舍竣工后，朱研的父亲再也没有提起让孩
子转学的事。今年上半年，龙溪小学的住校
生已经有 40余人，他们再也不用每天摸黑回
家、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去上学。

离开龙溪小学前，我从学校往山下的小
路走，一直走到那条“希望之路”。路修建于
2017年，总长1.2公里。它像景区里的游步道
那样铺了水泥，建了避雨亭，险峻些的地方还
安装了防护栏。五年前，这条路还是羊肠小
道，龙溪村有七八个小组的孩子上下学必须
从这里经过。看着脚底的路伸向郁郁葱葱的
山林深处，我眼前突然浮现这样一幅图景：三
三两两脸庞稚嫩的孩童，背着书包由各村口
的小路走出，经果园，过小桥，汇入同一条“希
望之路”，一起往高处攀登。

红色印迹

辽沈决战“插门栓”
□ 宋海峰

（本文配图为油画《辽沈战役·攻克锦
州》，宋惠民、陈建军、张鸿伟、李武、王希
奇、曹庆棠、付巍巍作）

（配图为位于大山深处美丽的龙溪小学，
由本报记者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