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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舌战群儒展风采
重庆日报记者 黄琪奥 通讯员 廖仁武

1986 年 10 月，一位伟大的开国

元勋逝世，当时中共中央的悼词称他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

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

“这位开国元勋就是叶剑英。”重

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

任厉华说，大家都知道他在军事上所

取得的成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叶剑英其实和重庆也颇有渊源。

突如其来的刁难

时光回溯到 1940 年春，国民党

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

碎后，蒋介石精心策划，在重庆召开

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

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初，八路军（也就是

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接到了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军以上参谋

长会议的通知。”厉华介绍，3月4日，

参谋长会议在军委会礼堂举行。但

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会议变成了指责

八路军“罪行”的声讨会。

史料记载，会议一开始，蒋介石

便大骂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蒋介

石训示道：“诸位，你们都是参谋长，

去冬以来，攻势作战真是一塌糊涂，

让敌人笑话！今天开会的唯一宗旨

就是检讨。我历来讲，统一军令，严

肃军纪，方能克敌制胜。然而，有人

公然不听军令，划地称王，拥兵自重，

游而不击，摩擦不断……不是袭击友

军，就是包庇叛军，此种破坏抗战的

行为，能不检讨，能不严惩吗？”

“蒋介石一点火，也让一些早有

准备的‘参谋长’们纷纷跳出来火上

浇油。”厉华介绍，天水行营参谋处处

长盛文立即起身发言，说第二战区之

所以没有完成冬季作战的任务，是因

为山西新军叛变，十八集团军公开掩

护叛军，袭击友军，不让友军与民众

接近，因此作战困难；冀察战区没有

完成作战任务，也是因为十八集团军

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等部，给日

军以“扫荡”的机会。随后，按预定计

划，第二、第八等战区及集团军的参

谋长楚溪春、黄百韬等国民党将领也

开始连珠炮似地对十八集团军进行

大肆攻击诽谤，并罗列了袭击友军、

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所

谓的“罪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介石召

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用车轮战

往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上泼污水。”厉

华说，叶剑英如果不能在此次会议中

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那么国民党就

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此为由掀起反共

高潮。

有理有据驳斥谣言

“面对国民党将领的刁难，会场

上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将领，都暗暗替

叶剑英着急。”厉华说，但叶剑英本人

对此却很淡定，反而不时用笔记录着

什么。

叶剑英为何会如此淡定？原来，

叶剑英在会前就预料到国民党方面

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攻击，他和

有关人员一起搜集资料，分析形势，

研究对策，会前做了认真充分的准

备，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蒋介石的

企图和各有关战区、集团军与会人员

的动态，并明确了这次会议上共产党

的态度是拥蒋抗日，反对摩擦，一切

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充分

摆事实，讲道理，晓以大义，争取更多

人的同情和支持，粉碎国民党顽固派

的阴谋诡计。

“因此，会上针对国民党诸将领

充满敌意的发言，叶剑英没有急于申

辩，而是冷静地做好记录。散会后，

他和南方局的同志一起，将原已准备

好的发言稿又作了修改和补充，为正

面交锋做好准备。”厉华说。

“现在我来说说我的观点。”1940

年3月8日，身着黄呢军服，佩带中将

领章的叶剑英缓缓地站了起来，看到

他要发言，整个会场都安静下来。

“委员长，我先报告我十八集团

军的作战情况。我军一贯执行统帅

部和委员长的抗战命令，在华北敌后

团结广大军民，抗击敌军，艰苦奋战，

成绩卓著。”伴随着叶剑英的发言，整

个会场的气氛为之一变。

“叶剑英在之后的发言中，首先

从华北战场入手，分析华北战场的敌

我态势，介绍了我军的战略战术，以

及若干具体战役和战果。”厉华说，叶

剑英讲得条理分明，形象生动，更举

出具体数据加以证明，使在场不少将

领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看到大家的反应，叶剑英顺势抛

出一个重磅“消息”：“说到去冬作战

攻势，接到统帅部命令时，正值敌军

对晋察冀军区进行‘大扫荡’。在进

行反扫荡的同时，我军仍紧急抽调15

万兵力完成了统帅部分配的任务。

战果如何？军委会印过一份战报分

发各部队，诸位想必已看到：正是我

军在去冬涞源之役中，击毙了日寇

‘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这里，我

不妨念一段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请大

家注意他们的措辞。共同社说：日军

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

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请听，他们是

‘切齿痛恨’啊！‘立誓尽歼共军’啊！”

“叶剑英的发言引发了诸多参会

将领的共鸣，一时间议论感慨之声不

断，关于我军‘拥兵自重’‘游而不击’

的谎言也不攻自破。”厉华说。

反客为主赢得支持

“在那场会议上，叶剑英不仅驳

斥了国民党的谣言，还为我党赢得了

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支持。”厉华

说。

原来，在列举完八路军在华北战

场上取得的战果后，叶剑英话锋一

转，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讲话提到

‘摩擦不断’，这是事实。军中确实有

人热心搞摩擦，但指责我十八集团军

搞摩擦则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必

须加以澄清，以明是非，以清责任。

摩擦只是一个现象，实质是某些人把

我们十八集团军和许多抗日武装视

为‘异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

后快……大敌当前，必须以大局为

重，谁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都

不应得到宽容。我们十分拥护委座

严肃军纪，彻查此事，对制造摩擦者

不能姑息迁就。”

“听到叶剑英的发言，蒋介石的

脸色完全变了。”厉华说，由于会前曾

规定每个战区集团军参谋长的发言

不超过 30 分钟，蒋介石就想以此为

理由来阻止叶剑英的发言，没想到叶

剑英大声地说：“委座，我还没有讲

完！”蒋介石也只好让他继续讲下去。

“在随后的讲话中，叶剑英还就

正确解决摩擦问题从政治和战略上

提出四个原则。”厉华说，这四个原则

分别是：提出摩擦问题的目的应是求

得以正确的方法消除摩擦，而不是扩

大摩擦；解决摩擦问题时不应仅仅从

武装冲突这个角度看待，而应充分考

虑到产生这种现象的政治、战略原

因；把十八集团军当作异军看待，这

是许多摩擦产生的根源；抗战中民族

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

属的，决不能有意把局部摩擦扩大为

全面内战。

“叶剑英在此次军事会议上的发

言，不仅争取到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

对我党我军的了解和同情，还有力地

驳斥了所谓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

击友军等论调，粉碎了蒋介石欲借冬

季攻势不力，加罪于十八集团军进而

向十八集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的阴谋。”厉华说，正因为此，董必武

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曾赞叹道：古有

诸葛孔明只身赴东吴，舌战群儒，流

芳千古；今有叶剑英只身赴参谋长会

议，舌战群儒，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本

色。 据11月18日《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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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右）在重庆良庄看望沈钧儒（左）

时留影。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供图

看了电影《少年的你》，有震撼，

也有感动，但更多的则是隐隐的疼

痛。

《少年的你》是一部反映现实的

电影，聚焦的是校园欺凌，是青春期

少年们从迷惘孤独，走向彼此救赎，

终与世界和解的成长故事。这个故

事，其实离我们很近，每个人都曾有

过逆境，也曾有过剧中人一样或多

或少的经历。

画面在“脏就是脏、破就是破、

立就是立”的一帧帧流动里，很真实

而有质感地呈现剧情。剧中，一个

是因为意外看到一些实情，因为不

想颠倒黑白被欺负的陈念。一个是

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阴暗里，心里

却一直坚信有份美好的小北。他俩

偶然相遇，一个保护美好，一个保护

那个保护美好的人。看似陈念是那

个最需要保护的人，让人感觉心

疼。但我想说，那个叫小北的孩子，

他更需要爱，更需要人保护，他也只

不过是看似坚强的一个小混混而

已。

情感最纠结的莫过于在小北家

那段。采用分切镜头式表现小北和

陈念各自侧身留下的眼泪，有说不

出的痛苦和坚毅，那是一个看似坏

小伙却比那些懂事的好孩子还要好

的孩子，在痛苦中带着美好，为保护

那个保护美好的女孩，让她幸福，尤

其是后来小北为陈念顶罪，倔强得

让人心疼，此时我已泣不成声。如

果可以，我想保护那个叫小北的男

孩，告诉他这个世界很美好，那份坚

守的美好也有很多人会去保护的。

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另一个人造

成的，而是一群人。陈念在小巷里

被扒光衣服任人凌辱，在街上被小

流氓拦住要钱，在无人的黑暗角落

里被揪着头发扇耳光，作为亲眼目

睹别人被欺凌的证人，跟警察全盘

托出的时候，本以为那群坏小孩会

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实际上真正遭

殃的是她。

影片《少年的你》向我们展示了

校园欺凌的可怖和可怕，这是一个

复杂的社会问题，它需要家庭、学

校、警方以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

共同努力，希望社会能从源头杜

绝。戏里戏外，皆是人生，是戏中的

角色，好像也是戏外的我们，无论身

处于怎样的逆境中，却依旧心怀希

望，我想这就是这部电影所带给我

的感动：路上总是有阴影，抬头总会

有阳光！

路上总有阴影 抬头总有阳光
■ 陈国庆

那
时
的
冬
天

■
蒋
波

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则过去如何

过冬的分享：熟悉的蜂窝炉、各式的热水

袋、厚厚的棉袄……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

开，关于以前冬天的情景，无比清新地浮

现在眼前……

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地暖，没有壁

挂炉也没有暖宝宝。采暖设备是火盆或

煤球炉。寒冷的冬天，外面寒风呼啸。母

亲起得早，拉风箱烧大锅，灶房瞬间变得

热乎起来。玉米粥的香气，弥漫屋内，我

才恋恋不舍地爬出热乎乎的被窝，来到外

屋洗脸，可看到盆里的水，都已经结冰了。

昨晚睡得早，我抱着一个暖水袋，在

床上翻滚着睡不着，母亲在旁边做针线，

一切都是那么静谧而美好。后来，搬到县

城用上煤球炉，自己制作煤球，两手弄得

黑黑的，在炉子上烤红薯，剥花生，馨香满

屋。

偶尔，炉子不小心弄灭了，便夹一个

煤球去隔壁邻居家换一块燃烧的重新放好，守在炉子旁，

手凉了就捂着长长的烟筒，漫长的冬季，在煤炉旁一晃而

过。

那时候，没有羽绒服羽绒裤，也没有羽绒坎肩，可御寒

的，只有大棉袄二棉裤，看上去有些臃肿，却很柔软暖和，

一针一线都凝结着浓浓的母爱。

没有皮靴，脚上穿的也是自家做的棉鞋。下雪的日

子，尽管外面冰天雪地雪花纷飞，还是充满好奇地往外跑，

吃雪团打雪仗，弄湿了棉衣棉鞋也不知晓，回去听着母亲

的唠叨，想烤干湿透的棉鞋，不曾想一不留神就烤焦了，刺

鼻的味道熏出了伤心的泪水，又诱发了母亲的一顿斥责。

雪后，通往县城的路，布满皑皑白雪，往往很长一段时

间都泥泞难行，所以很多人都呆在村里出不去，雪后的日

子着实会热闹几天呢！

那时候，没有冰箱更没有电脑，冬日的消遣就是看节

目很少的电视，或听收音机，或者串门聊天说笑。小孩子

把自制的冰水放到室外冻成冰块，不怕凉咬得嘎吱嘎吱

响，在一层层积雪光滑如镜的路上滑冰，摔了屁股还咯咯

地笑。尽管寒风刺骨，但还是不愿呆在家中，寂寥单调的

村庄，常常传出阵阵欢声笑语，红扑扑的脸蛋洋溢着快乐

和幸福。

现在的冬天，家里单位都有暖气，路上开车，穿着轻薄

好看的羽绒服，也不会感觉冷。街上的人来去匆匆，电视

电脑智能手机，令更多的人都愿宅在温暖如春的家中，对

季节已感觉麻木。冬天只是树叶落了风景单一，偶尔的一

场雪来了，很快便被环卫工人清除干净，不会再有玩雪的

乐趣。

很多时候，怀念从前的冬天，尽管有些冷，物质匮乏，

但尽情投入，热闹快活，别有一番味道。现在的冬天，虽然

暖和，但总感觉缺少了冬的味道，那种虽冷却特别快乐的

美好时光。

那时的冬天，那时的回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