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锡麟 口述 张双山 整理

重庆，一块英雄辈出的革命热地，有无

数革命传统的光荣传承。如何进一步挖掘

与发扬光大其十分丰富的红色资源？本土

文艺创作者应该怎样去担当这神圣的责

任？已封笔近30年的重庆作家李乔亚，竟

然在最近几年间以迭出的佳作，给出了他

自己富有个性特色的答案。

读完李乔亚这几年一气呵成的革命历

史题材长篇小说《最后的 58 天》《铁血七

曜》和刚出版的《磐石》，对于一些媒体和文

艺工作者将其称为他的“红色三部曲”，感

觉一点不为过。

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犹如一道道

深刻的年轮，记录着中华民族从苦难中奋

起的历程。这类作品如何既忠实于历史真

相，又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即

“叫好又叫座”，这就需要作者既要深入了

解革命斗争历史和彼时的社会生态，又要有

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知识积累，同时也需要开

阔的政治视野。

李乔亚的“红色三部曲”，在重庆文艺界

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第一：

第一个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截取一个特

定的时间段，辅以特定的场景设置，在宏大

的背景下，聚焦重庆解放前夕“11·27 大屠

杀”这个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个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全方位描述

下川东地下党、川东游击队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形象生动个性鲜明

地艺术性再现了一批为人民解放事业竭尽

忠诚的革命先辈的人生历程；

第一个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有系统地

且互为照应地连续推出三部革命历史题材

长篇小说，呈现出个人创作活动的一次“井

喷”现象。

要对一部小说给予比较准确的评价，这

不仅要从文本自身价值来审视，还要从文本

外延来看取，两者须相互兼顾。

目前，有的单位、部门已经将“红色三部

曲”纳入党史学习教育的参考资料，让更多

的人多渠道、多题材地了解历史，勉励人们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奋勇向前。

《最后的58天》，运用了党史研究的新成

果，是一部弘扬红岩精神难得的佳作。而

且，在事件描述、细节处理和人物表现上，很

贴近历史真实。

其姐妹篇《铁血七曜》和《磐石》，对包括重

庆在内的许多今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还不知悉

或者尚未全面了解的原下川东革命斗争历史，

进行了深度挖掘与立体呈现，非常难得。

川东武装斗争是“三驾马车”，但以前更

多提及的是川东游击纵队的一部即奉大巫

支队，而很少涉及巴北支队和七南支队这两

支队伍，特别是纵队司令员赵唯直接领导的

主力巴北支队，作战次数最多，牺牲最为惨

烈，坚持时间最长，可以说三峡地区这部壮

阔的革命斗争史，有三分之二淡出了后人视

线。而李乔亚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很好地还

原了这段历史，以宏大叙事的笔触，完整地

展现了川东游击队的整个战斗历程。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磐石》以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为

系列人物主线，再现了彭咏梧、李汝为、谭右

铭等革命者为人民解放事业抛洒热血、英勇

奋斗的壮丽人生，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对革

命信念矢志不渝、坚如磐石的崇高情怀，并

突出表现了原川东地区武装斗争“小队伍、

大格局”的重大历史意义。

《铁血七曜》描写 1947 至 1949 年间，川

东游击队领导人刘孟伉按照上级指示，组

织、发动、领导七曜山区苦难乡民揭竿而起，

武装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

支援解放战争主战场的悲壮历程；再现了以

云阳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所进行的富有全国性战略意义的英

勇斗争；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听从党的召唤，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新中

国的诞生，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大无畏精

神。

李乔亚的“红色三部曲”，虽然是以长篇

小说的形式，但都是基于历史真实故事而

来，在写作之前他曾经用大量的时间深入革

命老区挖掘真实素材，这是对革命历史的尊

重，小说艺术性的表达，是对历史的鲜活呈

现。真实的历史重述，这是作为一名现实主

义作家的基本素质。也正因为这样，大家评

论这三部小说“很贴近历史的真实，也很贴

近当下的审美观和主流价值观”。

看李乔亚的这三部小说，我们不要只注

重他对真实历史人物的艺术再现，还有一个

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民俗风情的画卷描绘，艺术感染力很强。

如《铁血七曜》中一些民族歌曲的挖掘

和再现，是对渝东乃至三峡地区的地方文化

予以的很好的推介。而在上世纪80年代，李

乔亚就曾以他富有三峡风情特色的大量中

短篇小说赢得了较大影响。

总之，李乔亚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

作，以严谨的叙史和灵动的演绎风格，为红

色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山高坡陡行路难，枪林弹雨打不断。

妇女组成支前队，军民齐心打白匪。

人人有副铁脚板，前方后方一线连。

背炸药、背子弹，背去一片拥军情。

背粮食、背伤员，背回捷报处处传。

——《苏区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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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叙史 灵动的演绎
——浅谈李乔亚的“红色三部曲”

红军歌谣 见证老区军民鱼水情

□重庆日报记者 刘一叶

“背炸药、背子弹,背去一片拥军

情。背粮食、背伤员,背回捷报处处

传。”近日，原城口县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张合轩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唱起了这首在城口流传至今的歌

谣《苏区民歌》。

战争年代，红军在城口用生命和

鲜血传播革命火种;城口人民也用生

命和鲜血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至今

这里仍传颂着大量军民鱼水情深、共

同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的红军歌谣。

这些歌谣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

事?传递着怎样的精神？重庆日报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运用民间歌谣做宣传

“城口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这里的

河山浸透了革命先烈的鲜血。”张合轩

向记者介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

方面军在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

的过程中进入城口境内，所到之处唤

起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

权，进行土地革命，燃起了熊熊的革命

烈火。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

国共产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翻越大巴山进入川东北地区，建立了

川陕革命根据地。第

二年10月,随着红军发

动的 3 次进攻战役的

胜利结束，他们不仅在

巴渝大地上开辟了城

口苏区,同时也建立了

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

县苏维埃政府。在红

军胜利的版图不断扩

大的同时，川陕革命根

据地也成为全国第二

大革命根据地。

红军解放城口后,

一面继续清剿残敌,巩

固阵地;一面抽调熟悉

地方工作的干部开展

根据地建设和训练地

方武装,发动广大农民

群众起来斗争,积极投

入根据地建设。而城

口地处大巴山腹地，山

高林密、封闭落后，想

要动员广大农民群众

站起来投身、支持土地

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

宣传文化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大巴山区的群众勤劳纯朴、能歌

善舞。歌谣正是其劳作歇息时疏解疲

惫、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红军当年就是注意到这一特点，

以当地长期流行的曲调为基础，创作

或指导农民自编了大量民间歌谣，通

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产生了

显著的效果。”张合轩说，至今城口留

存的红军歌谣，勾勒了一幅红军带领

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热火朝天建苏区、

农民翻身当红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

生动画面。

城口儿女踊跃参加红军

“大巴山（呃），连着天（呃），我送

那个情哥儿啥在山弯（哟喂），在山弯

（哟喂）。哥投红军革命嘛摘朵茶花戴

胸前……”通读一首流传至今的歌谣

《送郎北上》后，记者发现，这首歌谣中

既流露出姑娘送郎参加红军的不舍和

牵挂，又表现了苏区人民对红军的信

任和拥戴。

红军在重庆期间，不仅带领群众

打土豪分田地，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而

且十分注重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使

他们认识到人民群众要当家作主，需

保卫和扩大已有的胜利果实。而保卫

胜利果实，只有参加红军这支专为人

民谋利益的队伍，一起干革命。于是，

他们踊跃参加红军，并从各方面支援

红军作战。

史料记载，当时在川陕革命根据

地，苏区人民不仅为红四方面军作向

导、送情报，而且还让自己的儿女加入

红军，扩大红军队伍。

“当年，城口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

场面十分感人，全家父子、夫妻、兄弟

姐妹争相参军的情形随处可见。”张合

轩说，革命斗争环境使苏区群众与红

军战士建立了浓厚的友谊。这种军民

浴血奋战、同甘共苦、和衷共济的团结

精神才保证了川陕苏区党政军取得辉

煌的战斗业绩。

展现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

红军作战期间,区乡苏维埃政府

组织群众成立运输队,在崎岖的山路

上,把红军所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

往前线。

传唱至今的《苏区民歌》便描述了

在运输道路崎岖的战地上，苏区妇女

肩负炸药、子弹、粮食、伤员等运输任

务的艰难场景。

“事实上，红军初进城口时，粮食

的供应异常困难，部队吃粮问题主要

通过群众捐献和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

来解决。”张合轩介绍，红军作战、防御

期间，物资运送关口常常受到敌人的

封锁，粮食无法运送到前线。在极其

贫困的情况下，乡苏维埃政府的办公

室天天都有城口人民提着新鲜蔬菜、

打好的草鞋、做好的鞋袜交给工作人

员支援红军。

“当时，城口人民倾囊相助,把仅

存的一点粮食送给红军,自己则采集

野粮充饥。群众看到红军打仗十分艰

苦,很多老人和妇女在家打草鞋、编斗

笠、纳鞋垫送给红军。”张合轩说，正是

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红

军在城口不断发展壮大，为红四方面

军反“六路围攻”等战役的全面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

歌谣是情感的最直接表达，常以

简单、通俗、大众化的形式深入人心。

正如在城口传唱较多的《红军歌谣》中

唱的“鞋袜送给红军哥,消灭白匪跑天

涯。山沟泉水清又甜,我给红军送上

山”，这些流传至今的唱段，描绘了城

口人民为红军做鞋做袜、送水送粮支

援前线的情景。也正是这些歌谣，传

递出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

量。

你有一个多么有趣的身体
——读《人体简史》

□ 江婷婷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是由全国图书馆及读

者、专家、媒体共同评选出的公益性优秀科普图书

奖项。2021年4月23日，《人体简史》一书获第十

六届文津图书奖。这充分证明这是一本好书，一

本能受到很多读者追捧的有营养的好书。

《人体简史》的作者是享誉全世界的非虚构作

家比尔·布莱森，其代表作是《万物简史》，这也是

一部大众耳熟能详的科普巨著。作为英国皇家学

会荣誉院士，比尔·布莱森获得过詹姆斯·乔伊斯

奖、塞缪尔·约翰逊奖等多个文学奖。

《人体简史》的中文版由读客文化引进出版。

中文版书封上写着醒目的副标题——你的身体30

亿岁了。这太刺激人了，在新华书店的畅销书专

柜，看到这句话我就有毫不犹豫掏钱买下它的冲

动。

当然，这本书绝不是“标题党”，仅靠一句夺人

眼球的话来忽悠读者。全书有20多个章节，从头

讲到脚、从里讲到外、从 30 亿年前讲到今天的科

技，从人的进化历史讲到衰老死亡，还按心肝脾肺

肾等脏器来逐一科普，最为精彩的还有时不时迸

发出来的金句和填补你知识空白的奇闻异趣。读

者一读，会不禁恍然大悟，并且感慨连连。

“构成人体的所有化学物质，花上差不多5美

元，就可以在五金店买到。”这就是说，你不值几

个钱。作者告诉你，你的身体是由59种元素物质

构成，其主要元素按市场价各值几分几毫——你

体内最主要的氧和氢、氮仅值27便士——读到这

里你可能会非常沮丧，“我真的只值这么点钱

吗？”

在你的泪水还没淌出眼眶时，他转而又叙述

道：“要制造出一个你，总共需要7000亿亿亿个原

子……把你的肺摊开，能覆盖一座网球场，肺里的

呼吸道能从伦敦延伸到莫斯科；把你所有血管的

长度加起来，可绕地球两圈半……如果你把体内

所有的DNA搓成一根细细的线，它能延伸100亿

英里，比从地球到冥王星的距离还远。想一想这

件事吧，光靠你自己就足够离开太阳系了，从字面

意义来看，你就是宇宙。”读者终于可以含泪昂首

了，“我的体内有一个宇宙，其实我还是很重要

的。”

这就是本书的叙事风格，对传统科普的概念

是不是有一点颠覆？作者是不是还有那么一点小

坏？

很多做家长的都觉得孩子的问题千奇百怪，

而孩子又埋怨家长只会说教，这本书很适合和孩

子一起共读。

“我们身体里的基因来自于30亿年前，这些基

因可能来自水里的鱼、天上的鸟，甚至已经灭绝了

的恐龙。”读到这里，孩子会不会“嗷呜嗷呜”兴奋

地叫几声后再依偎着你，听你继续读下去？

“我们人类是唯一有下巴的动物；是唯一会

因为情感而流泪的生物；也是唯一把空气和食物

送往同一条通道的哺乳动物。”即使只是照着书

念，孩子也会崇拜地望着你，会爱上阅读，热爱科

学。

几乎每个人在阅读这本书时都会笑。“你的脑

子进水了不是骂人的话，人的大脑 80%都是水。”

“蒙娜丽莎看起来很神秘的原因之一是她没有眉

毛。”“捏鼻子喝药能缓解苦味是真的哟。”

当然，这本书毕竟不是童书，它更多的是告诉

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爱惜自己。

30亿年进化的结果并不全是好的，今天我们

的很多痛苦也都跟这个漫长历程有关：直立行走

让我们常年承受背痛和膝盖痛之苦；为了行动更

方便，我们的骨盆变小，成了自然界中分娩最痛苦

的生物；癌症是进化的代价，因为没有细胞的变

异，我们就永远不会得癌症……

幽默是这本书的外壳，它的内核是科学。

布莱森出版《万物简史》之后又用了17年的时

间来查阅大量材料，还亲身探访了牛津大学、哈佛

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州大学、乌德勒支的马克西

玛公主儿童癌症中心等18个国际领先的学术研究

和医疗机构，与38个医学领域内的国际顶尖学者、

专家、医生进行深度访谈，所以《人体简史》一经出

版，不但得到了普通读者的喜爱，更是得到了医学

权威人士的肯定。

有读者看完这本书后在网上评论道，为自己

的生命喝彩吧，你就是天选之子，你的另一个名字

叫奇迹!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奇迹。

【跟着名篇学党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