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颜值和气质，龙溪河只能算小家碧
玉型，她没有黄河那般显赫的身世，也无长
江那般悠远的气度。但她却是流淌在我生
命中的河流，一直陪着我成长，陪着我欢
悦，也陪着我走向远方。

龙溪河总体上是平静的，平静的龙溪
河轻柔地流过村庄，穿过田野，绕过山麓，
像极了母亲的性格——脾气温柔，气质娴
静。她滋润着河畔两岸的万物，丰润着千
家万户的稼禾。

母亲在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看，满眼
都是葱绿；无论你从哪个维度闻，满鼻都是
清香；无论你从哪条田埂上踩过，每一步都
是轻盈的。由此，你深爱着母亲。春天你
会躺在母亲的臂弯里，嚼着野草的芬芳，追
逐着忽高忽低的蝴蝶，在一阵阵欢笑声中，
你会随着河边竹笋的拔节声不断长高。夏
天，你会徜徉在母亲的怀抱里，追鱼弄虾，

扑水嬉戏，在父亲竹条子一次次地鞭策下，
你却变得越来越茁壮。秋天，你闯进母亲
的田野，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满眼都是黄
澄澄的色彩，你酣畅淋漓地摘瓜采果，大饱
口腹，在一次次夕阳落山后，你也变得成熟
了。冬天，寒风掠过母亲的脸庞，河水低眉
顺眼地静静流淌，连河畔麻柳树上的鸟雀
也懒得发出声响。但，这一切仍挡不住你
心中的躁动，你跑到河边，大声地呼喊着春
姑娘的名字，让她赶快回来。

龙溪河也有暴躁的时候，发起脾气来，
就像父亲喝醉酒的样子。每一次醉酒都是
有原因的，有高兴而醉，也有失意而醉，最
怕的还是那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状态。
夏季的某一日，天突变，彤云密布，像是一
场盛宴的前奏，接着是电闪雷鸣，仿佛宴会
的开场音乐。天像被戳漏似的，雨哗哗地
下个不停。上游汇过来的水就像宾朋们敬
给父亲的酒，一杯接一杯、一壶续一壶。父
亲不忍拂了宾朋的兴致，来者不拒，所有敬
酒都接下了。任是父亲有再好的酒量也撑

不下的。即使撑不下也得硬撑，他不能失
守，更不能溃败。两岸都是自己的子民呀，
还有那葱茏的庄稼、活蹦乱跳的牲畜……
但父亲最后还是醉了，醉于高梁山麓的垂
青，醉于七里涧河的仰慕，醉于八方宾朋满
斛的豪情。龙溪河河水暴涨，咆哮着、亢奋
着，不顾一切地左冲右突、奔涌前进。母亲
和孩子们十分惊恐，纷纷躲避，生怕祸及无
辜。情急之下，外婆站在河边大声呼喊，

“是龙归大海，是龙归大海……”说也奇怪，
父亲醉意渐醒，奔腾的龙溪河也渐渐平静
下来，两岸却已狼藉一片。

龙溪河最美丽的样子，还是她泛起浪
花、唱着情歌的时候。那时她就是邻家的
阿妹，欢快、调皮、任性而又多情。阿妹从
最初的浅吟低唱，一路兴致勃勃、一路好奇
打望、一路欢声笑语。她走走停停，经过了
十里画廊，绕过了田野山岗，闻够了瓜果禾
香。走到七里滩时，阿妹被冰臼数百万年
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她感叹那鬼斧神工
般的雕琢，竟是那般的雄浑，那般的神秘。

冰臼默默地伫立在河床上，似乎早就在等
待着心仪的姑娘到来。那是一场千年之
约，不，应该是百万年之约。冰臼告诉阿
妹，他在200万—300万年前就已等候在此
了，而且，他的生命中注定离不开水。他坦
诚地告诉阿妹，自己是数百万年前第四纪
冰川消融时，滴落的水珠形成的。每一滴
水珠都是他的生命之源，每一滴水珠滴落
时，就是一次灵魂注入。说罢，他含情脉脉
地看了阿妹一眼，自己的脸上却露出了腼
腆的小酒窝。阿妹羞赧地低了一下头，那
身姿更柔美了。当冰臼牵住阿妹温柔的手
儿时，她的内心泛起了涟漪，荡起了微微波
浪。冰臼说，为了这场旷世爱情，他在几百
万年前就打制了这些婚宴酒杯。今夜，就
用玉露作酒，让星辰证婚，干了这杯，溪河
冰臼永结秦晋。阿妹心里那个高兴呀，绕
着七里滩洄漩了很久，摩挲着冰臼的每一
寸硬朗肌肤，情不自禁地就唱起了那首古
老的歌谣。

歌谣虽古老，节奏却十分欢快，像婚礼
进行曲，也像春天的故事，龙溪河畔的人都
能听懂。听了那首歌的人们，脸上纷纷露
出幸福的笑容。

阿妹就这样和冰臼长相依，永相随。
龙溪河也一直唱响着欢快、古老的歌谣。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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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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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破
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是，当
我们想更全面、更详细地了解这场惨绝人
寰的大屠杀，去翻阅相关资料，对普通读者
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关于南京大屠杀，
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堆积如山，但往
往局限于学术交流，社会传播广度有限，有
影响力的纪实类文学作品也只有几部，而
且缺少全景式的再现。文学作品有徐志
耕、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哈金的《南京
安魂曲》，拉贝的《拉贝日记》，而它们揭示
的背景和事实都不太全面。“没有人把这一
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好，我就必须去写。”正
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
建明所写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江苏教
育出版社出版）一书，直击历史真相，更多
关注事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这部作品，
突破以往同类作品的局限。书中除了涉及
大量详实史料，包括大量死难者亲友的控
诉“呈文”，多篇日军当事人的“阵中日记”
文稿，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外籍人士的报
告，日本、国际社会上留存的一些新闻报道
资料。作者多角度地记录了此次历史事
件，改变并突破了以往同类作品视角的单
一性和局限性。

可以说，作者从中国人的视角完整地
反映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
揭示了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与南京陷落
的必然联系；首次披露了南京陷落之前日
军对南京的大轰炸；逐日展现了日军进城
后中日军队的表现；中方、日方、欧美人士
和幸存者的现场目击实录；再现了以拉贝
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对拯救难民所做的贡
献；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与讲述；参与南京

大屠杀的日军老兵的自述……
虽然日本千方百计掩盖那段历史，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几十年后，
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来源也更广泛了，因
此关于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几周里的所作所
为，并非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消失，相反却越
来越清晰地被我们了解。人变成了兽，就
是野兽都不如的魔鬼，因为这种魔鬼最叫人
害怕的地方是他们具有高智商和强悍的能
力。故而日军后来在南京城所犯下的罪行，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罄竹难书！作者饱蘸
国人的血泪，以详尽的事实和一手资料以
及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震撼着读者。

“让更多的读者知晓日本侵略者的野
蛮行径、控诉他们犯下的罪孽不是写作的
唯一诉求，关键是要提醒现在的中国人今
天应该干什么。”作者的分析散见于文中，
时时处处拷问着国人：我们的民族是否还
有血性？还能相信他们的假言假语吗？为
什么我们就不能注意点细节？这些犀利的
拷问促使今天的读者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杀
的历史，深入思考其历史教训现实意义。

“太厚重了，不只是指这本书，还有题
材，内容，看起来既悲伤又气愤，读完了就
像生了一场大病。”“看这本书，真得忍受巨
大的精神痛苦，但还是得看，因为这是我们
民族的一段记忆。因为这段伤痛，使我们
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
间都能感觉到彼此的血脉相联。”……一些
先睹者的留言，无疑令人欣慰。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一书在告诉我
们：铭记国耻，让历史的伤痛与教训一代代
传承下去。

（作者供职于重庆科技报）

王羲亭是江津九龙乡高浒村人，1914
年出生于江津、璧山、巴县交界处的高浒
村。王羲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下决
心要让儿子读书，于是王羲亭在乡下上了
小学、中学。后来他考入重庆大学，在重
庆大学读书时，他是个热血青年，经常参
加学生运动。后来他回乡当过乡村教师，
这期间他操练拳术，成了远近闻名的武
师。别看他个子不高，他能双手举起院坝
外碾场上的大石滚，还经常为当地群众表
演武术。

“九·一八”事变后，王羲亭义愤填膺，
立即报名考上一所地方军校。因他机敏
强健，又有文化，结业后被调入第7战区
（川军）长官部任作战参谋等。1938年初，
王羲亭跟随当时战区巡视员、中共川军特
支书记，后为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黄诚
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当军事
教员，重点教擒拿格斗。由于他力大过
人，武术超群，深受新四军战士的喜爱。
1939年王羲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新四军基层指挥员。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中
敌后坚持抗战的人民军队。但是在1941
年1月4日，国民党七个师八万多人突然
对在皖南的新四军实施围袭，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王羲亭在

“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军队搜捕后关押
在上饶集中营。在上饶集中营，国民党宪
兵将被俘的新四军分成六个支队，王羲亭
被编入第六支队。特务和宪兵对王羲亭
进行审讯和威逼，以升官为诱饵劝降，王
羲亭作了坚决抵制。

1942年5月，日军攻逼上饶。国民党
军队押着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官兵撤往
福建。第六支队里的秘密党支部决定在
南撤途中伺机举行暴动，实施武装越狱。
党支部决定由王羲亭担任这次暴动的军
事总指挥，他与支部负责人一起制定了暴
动预案。

6月5日凌晨，上饶集中营开始向南
迁移。一路上，国民党宪兵和特务戒备森
严，没有暴动机会。次日傍晚，队伍到达
了铅山县石塘镇。日军已暂停南犯，因而
集中营的特务决定在此进行休整，王羲亭
与党支部负责人又对暴动方案进行了修
订和完善。6月17日，集中营全部人马到
崇安县赤石镇，由于长途行走，国民党军
队和被解押的新四军官兵全都疲惫不
堪。队伍将从赤石镇再去下梅，这里要渡
过一条宽约100多米的崇溪河，河对岸是
纵深数里的丘陵，越过丘陵就是武夷山
脉。渡河只有一条木船和两个竹筏，每次

只能渡过一个支队。前面的一个支队过
河后，木船和竹筏再倒回接后面的支队，
这样就产生了时空距离，分散减弱了押解
宪兵的力量。按序第六支队最后渡河，宪
兵数量最少，推算此时已到傍晚，只要暴
动打响，同志们就拼死跑过丘陵地，钻进
山高林密的武夷山。这里是革命老区，突
围出去的同志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掩
护。王羲亭悄悄与党支部负责人和其他
成员迅速交换了意见。秘密党支部决定：
抓住这个机会，举行越狱暴动。

国民党宪兵特务押着大队人马来到
崇溪河边，各个支队按行军序列依次过
河。在夕阳西下之时，第六支队开始缓缓
渡河。当全体人员一上岸，王羲亭突然高
站岸边，哼起《义勇军进行曲》的调子——这
是预备暴动的信号，同志们嚯地站立了起
来。紧接着，王羲亭把手臂一挥，大声吼道：

“同志们——冲啊，同志们——冲啊——”
第六支队的80多个同志，个个像出笼

的鸟，像离弦的箭，跃身越过溪畔的水田，
飞快地向山岗冲去。押解的宪兵被眼前的
情景惊呆了，但很快就清醒过来，他们慌乱
开枪射击。同志们顾不得许多，只一个劲
往前跑。他们知道：跑出去就是胜利！

早已过了崇溪河远远走在前面的队
伍听到枪声，也开始奔跑，敌人更是惊慌
失措……经过一场激烈的生死追杀，六支
队80多名新四军除十三名同志牺牲、两名
同志被冲散外，其他都摆脱了宪兵的追
击，冲出了集中营的樊笼，奔向武夷山革
命根据地。

由于王羲亭要指挥整个行动，他是最
后冲出敌群。但他跌入一个深沟，头部负
了重伤。在这深沟里他昏睡了两天，刚醒
来不久，他又被过路的国民党川军第9军
士兵抓住。王羲亭明白不能暴露身份，他
化名王东平，说自己是个生意人，他被押
到湖北宜昌。后来，王羲亭又想方设法逃
脱了敌人的魔掌，到了鄂西建始县。

在我党领导的监狱斗争史上，“赤石
暴动”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监狱斗争史上一次成功的越狱大暴动，因
为它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大
肆宣传的新四军被捕人员全部向他们屈
服投降的谎言。

1949年11月，建始县解放了。王羲
亭首先找到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和刚进
城的解放军首长，向他们说明自己的组织
关系。建始县党组织通过“赤石暴动”中
脱险的新四军同志了解证明了王羲亭的
情况，王羲亭很快就回归到革命队伍中。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主席）

快，引夕晖来做火种
快啊，将劈柴投入
如峭崖高举起的一把火炬
照亮四周峰峦

盛装的女郎，仨姊妺哟
跳进篝火的光芒中，击掌
踏足，腰碧草样柔曼
而臂矫健若挤奶的母亲
眸子生辉，骄傲似鹰
可爱像牛犊，活泼得惹柴块

炸响，让火星飞迸
那位漂亮小伙，险些挡住
舞步飘逸的曲线
为纯粹的快乐举杯吧
殷勤的月光倾泻如美酒

快，将手里的劈柴投入
快啊，燃烧了年轮
被踩踏疲惫到俯地的花儿
晨露必唤她抖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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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河的样子
吴天胜

铭记历史 拷问未来
——读《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何军林

王羲亭的传奇故事
——江津籍新四军指挥员与“赤石暴动”

庞国翔

生活会给你一场篝火晚会
屿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