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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先辈品质，风雨无阻前行
■ 徐志纯

春节档电影逐渐下档， 唯有一部仍在一些地
区的影院继续上映，那就是《长津湖之水门桥》。截
至 3 月中旬，这部电影的票房已突破 40 亿元。 “最
可爱的人”的传奇故事，让天地动容，也让相关题
材影片刷新了中国影史多项纪录———长津湖系列

两部电影总票房达 97.79 亿元， 累计观影超 2 亿
人次，延续了自 2020 年《金刚川》上映开始、抗美
援朝题材电影票房、口碑双冲高的好势头。

在《安徽画报》工作多年的张崇岫老人曾是志
愿军的一员，担任过第九兵团政治部摄影组组长。
去年 9 月， 经省文联组织，92 岁的张崇岫在合肥

举办了“亲历抗美援朝”战地摄影作品展，通过镜
头， 带着人们重温峥嵘岁月， 感受志愿军勇猛果
敢、不畏生死的英雄气概，向历史致敬。 笔者参观
时深受感动。

而从王树增所著《朝鲜战争》问世开始，抗美
援朝题材书籍也备受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青

睐，网上及实体书店销售数据都不低。

今天的人们，再度聚焦那一幕幕惊天地、泣鬼
神的战争场景， 重新聆听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谱写的壮丽凯歌。 一个觉醒了的、 敢于为祖国光
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
是人们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现实和长远教益。

《长津湖》导演之一的陈凯歌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创作过程中，人物成功了，才能带领观众走进

战争，观众才会和银幕上的战士共情，在几个小时
里同生死、共患难，心为他们痛，泪为他们流。陈凯
歌的肺腑之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有在人物塑
造上下功夫，拍出中国人民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强
大敌人的精气神，作品才立得住。 这几部类型片，
立场正、感情真、诚意足、效果好，中国电影工业的
进步为其注入新的磅礴气象、技术品质，是它们票

房和口碑双成功的“密码”所在。
《长津湖》主演吴京曾说：“拍摄电影《长津湖》，

是为了纪念那些牺牲的志愿军前辈们， 让更多人知
道他们当年做的事情， 希望我们的表现不会给志愿
军老前辈们丢脸。 ” 铭记历史，先从了解它开始。 致
敬先辈， 更要继承光辉的品质。 每个时代都需要英
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更需要弘扬英雄
气质、民族精神。 曾有网友问《长津湖》有没有“彩
蛋”，网上一个高赞回答是：“当你走出电影院，看到
我们今天的生活，山河无恙，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
最大的‘彩蛋’。 ”———前人曾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们
要做的是，牢记他们的功勋，传承他们的精神，继续
披荆斩棘，风雨无阻向前进。

··特别报道··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一部充满东北特色的古装喜
剧《医是医二是二》在视频网站热播，“轻喜+”题材开始
更多走进人们的视线。 据统计，在今年广电总局备案待
播的剧集名单中，有大约 18 部部轻喜题材剧待播，都采
用“轻喜+都市”“轻喜+古装”“轻喜+爱情”“轻喜+青春”
“轻喜+职场”等形式。 著名制片人张衍认为：“这几年影
视剧的创作上现实题材比重加大， 加入轻喜剧元素，必
然是一种更实用的创作手法。 无论是职场、婚姻还是育
儿，现实题材创作难以避免碰到现实的痛或社会问题带
来的苦闷，而用轻喜剧元素去化解，让观众在轻松的氛
围中观剧，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

“轻喜+”题材成创作新宠

数字科技助力古籍保护与利用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要 “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 近日，字节跳动向北大教育基金会提供捐
赠，支持“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的
建设。 该实验室将调动相关资源，力争在 3 年内完成 1
万种精选古籍的智能化整理工作。 “我们希望与北大的
跨学科团队在自然语言处理、 知识图谱等技术领域展
开全面合作，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古籍数字化
整理、研究与利用，让更多的研究者、爱好者以更高效、
便利的方式获取古籍里蕴藏的丰富知识。 ”字节跳动有
关负责人表示。

·边看边画·

·投稿邮箱：ahrbwhsj@126.com

铭记岁月峥嵘，，老兵永不““凋零””
这些“最可爱的人”，也有柔肠百转的爱，也有难以割舍的情，但为了心中的信念，在平凡琐碎中坚

守，在生死抉择中向前，无悔奋战，流血牺牲，留下激荡天地的浩然英雄之气，后人除了尊崇、铭记，还应
该明白，传承先辈精神，变得更加有勇气、志气、豪气，才是最好的纪念。

■ 本报通讯员 子华

本报记者 吴晓征

清晨六七点钟，迎着柔亮的阳光，走进位
于合肥市望江东路的中铁四局机关大院，扑
面而来的是恍如城市“大公园”的火热晨练景
象，广场上、绿荫里、鲜花旁，三三两两的银发
老人打太极、 练器械……四处流溢的 “青春
派”，与春光相得益彰，老人们华发飞扬，舒展
着数十年沧桑冲不淡的生命力， 风霜脸颊绽
开笑涡，透着奋斗者们晚年的舒心从容……

这个大院的历史文化渊源， 可以追溯到
经时间沉淀后愈发耀眼的一段峥嵘岁月。 清
明前夕，记者来到这里，追觅一群抗美援朝老
兵们在历史硝烟中不灭的身影。

1950 年 10 月， 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
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参战，这
支由工程队伍和工兵组成的抢修队， 在敌人
拥有制空权的战场上， 保障中国军队获得战
争资源的最重要通道———铁路动脉的畅通。
志愿军英勇善战， 补给送上去， 才能继续战
斗。这个道理，比我军对后勤依赖性大得多的
敌人更懂得，“绞杀战”进行得格外凶狠残酷。
指战员们流血奋战，保障了补给线持续贯通，
支撑了中朝军队两年零九个月浴血战斗，赢
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今，我们再说起
他们的故事，山河无恙，民族走向复兴，老兵
“不死”，精神永不凋零。

总队队长刘汉东

刘汉东是这支队伍的总队长，是战时“军
工一体”的指挥员。

1912 年出生在沈阳的刘汉东，铁路中学
毕业后，被送到日本铁道省留学，学铁道工程
专业。 1946 年，他任哈尔滨铁路局工务处总
工程师， 先后参加中长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
及拉滨线被破坏铁路修复工程， 分别只用了
23 天和 20 天，使两条铁路全部恢复通车，为
支援解放战争建立功勋。

1951 年 1 月，时任东北铁路工程总队副
总队长的的刘汉东率领工程总队近万名官兵
跨过鸭绿江，负责朝鲜境内新安、价川以北的
500 公里铁路线， 包括两处咽喉———清川江
大桥和大宁江大桥的维修保障任务。

刘汉东说：“这条铁路是前线通向祖国的
大动脉，是敌人轰炸的重点目标。尤其是那两
座桥， 敌机几乎每天来炸。 我们的高射炮很
少，射程又短，打不到它，美国飞机飞得很低，
见人就打，炸弹丢到桥周围 200 米以内，经常
把桥炸坏。 ”

“白天，我们的火车藏在山洞里，路桥一
修好，立即通知指挥部连夜开车。 时间一长，
敌机什么时间来，什么型号的飞机，怎么个炸
法，全熟悉了。 我们就守在清川江大桥附近，
一看飞机飞走了，争先恐后往桥上跑，看炸坏
了哪里，赶快想出抢修方案。 时间长了，大家
对敌机轰炸习惯了，就不害怕了。 ”

有一回，敌机来得突然，刘汉东就近趴在
灶炕里，敌机从他的头顶上飞过。等他起身出
来，成了个“黑人”，战友们都忍俊不禁。 刘汉
东在朝鲜战场上近三年，白天黑夜在线路、大
桥上跑，炸弹、定时炸弹、机枪扫射都没伤着
他。 他常告诉来访者，不是自己命大，是战友
们保护了他。有几次，都是同志们把他扑倒在
炸弹爆炸之前，才捡回一条命。

自 1953 年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他在中
铁四局历任指挥长、 总工程师、 副局长等职

务，是我国铁路工程著名专家，带领职工修建
了宝成铁路、兰青铁路、鹰厦铁路、外福铁路、
皖赣铁路等 20 多项重大铁路工程。

“拆弹大王”郭金升

战争初期，美军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大肆
投弹破坏铁路运输线。尤其是定时炸弹，爆炸
时破坏力极强， 延时引爆的危险性常常给人
造成精神恐慌。这些定时炸弹，大部分扎入土
中，有的在爆炸前地表无明显痕迹，隐蔽性很
强，很多同志都在排除定时炸弹时牺牲。

这样的情形， 深深刺激了后来被誉为
“拆弹大王”的郭金升，他决心破解它的秘密。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一位朝鲜人在公路
旁拆卸一颗哑弹的全程，找到了其中的诀窍。

一天，线路上发现了定时炸弹。闻讯而来
的郭金升带上工具，围着炸弹转了两圈，从头
到尾仔细地看了看， 蹲下身子， 用耳听听弹
体，有嘀嗒嘀嗒的声响，这是定时器的声音。
他扒开弹尾四周的土，发现一条细微的缝隙，
周围并没有焊接和铆接的痕迹， 缝隙前有一
个小“帽子”。他一只脚踩在定时炸弹上，用扳
手拧那顶“帽子”，拧了两下没拧动。郭金升抓
起大锤，两臂一甩，照着“帽子”抡了两锤，那
“帽子”还是纹丝不动。在远处隐蔽的战友，无

不为他捏了把汗。
此时，郭金升汗透全身，不知所措，可是

一想到被定时炸弹夺去生命的战士， 热血勇
气又冲上胸膛。他直起腰擦了擦汗想，方才用
那么大的劲，那“帽子”没松动 ，是不是倒扣
的？ 用足劲向反方向拧了几下，松动了！ 一鼓
作气把那“帽子”卸了下来，信管就在里面。接
着，他用同样的方法，卸了第二枚定时炸弹。

这是郭金升第一次独立完成拆卸定时炸
弹。隐蔽的战友们拥了上来，紧紧地抱住郭金
升， 高喊着：“我们成功了! ”“定时炸弹成了
‘定死弹’！ ”

从此，郭金升开始了他的拆弹传奇，每当
发现定时炸弹，大家第一个想到他。这个外粗
内细的战士，每拆一颗定时炸弹，都牢记引信
的特征和部位，自己是运用什么方法拆的，记
下了大量笔记，后来总队编写《炸弹处理与研
究》一书，就参阅了他的宝贵经验。

郭金升拆炸弹的速度越来越快， 成为朝
鲜战场拆卸定时炸弹最多的人，据统计，郭金
升共拆卸 50 余种 603 枚定时炸弹，还排除了
凝固汽油弹 4 枚、杀伤弹 20 枚、蝴蝶弹 512
枚、地雷 207 个。

1952 年 6 月 25 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
导机关授予郭金升特等功臣称号。 郭金升回
国参加国庆三周年庆典， 并三次受到毛泽东
主席的接见。毛主席称赞郭金升：“好哇，你做

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美国定时炸弹
的秘密被你揭穿了! ”

1953 年 11 月，郭金升凯旋归国，脱下军
装换上工装，投身大西北铁路建设。 “拆弹大
王”化身“开路先锋”，为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
做出了新贡献。

“战地小白鸽”曲镜

曲镜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医
院的一名护士。 战争爆发时，她是哈尔滨铁路
工程学校的一名学生。 1951年春节刚过，哈尔
滨铁路工程学校政委刘波在全院职工大会上，
作投身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 年仅 18 岁的曲
镜听得热血沸腾，带头报名，但政委以她年龄
太小没批准。曲镜急了，争辩道：“我小，可以长
嘛， 到朝鲜战场绝对不会添麻烦， 请领导放
心。 ”她一再坚持下，刘政委终于点了头，2 月
上旬，她随同入朝军列，跨过鸭绿江，分配到铁
道工程总队一大队设在孟中里的医疗所。

1951 年 6 月 9 日，一群朝鲜老乡抬着一
位满腿是血的朝鲜老人来到医疗所。 因流血
过多，老人生命垂危，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医
疗所没有备用血液，老人血型也无法化验，唯
一的办法是找“O 型血”输血。曲镜听到后，喊
道：“我是 ‘O 型血’， 在国内我就是输血队
员！ ”她伸出瘦弱的胳膊，抽血的针头扎进静
脉血管，抽出 200 毫升的鲜血，输进了昏迷中
的朝鲜老人身体。手术很顺利，朝鲜老人转危
为安。得救的老人，欲报答中国姑娘和医护人
员恩德的心情难以言表， 恳求曲镜做他的干
女儿。曲镜愉快地答应了。中国姑娘用鲜血和
朝鲜老人凝成朝中父女情的故事， 在朝鲜战
地和当地村民中流传开来。

在朝鲜当地里委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里
委员长说：“中国护士用自己的鲜血，挽救回垂
危老人的生命，中朝人民的血流在了一起！ ”

曲镜在朝鲜战场上，每遇危难，都能坚持
住，逢凶化吉，保障伤病员的安全，被同志们
誉为“战地小白鸽”。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曲
镜不以功臣自居， 精心做好组织交付的各项
工作，曾担任铁四局医院院长。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总队， 这支由
铁路职工组成、列入志愿军序列、总计 10000
余人的队伍艰苦奋战， 抢修总管段占北朝鲜
8 条铁路总长度的 32%， 如不计战时难以利
用的元津线，总队负责管区约占 51%，平均每
公里有 7.3 人在战斗。 其中，245 名烈士的英
魂永远留在了朝鲜。

作家王树增曾在《朝鲜战争》一书“后记”
中写道：“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很重
要， 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
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昨天’的事情，而后者会
在今天传承，并将影响到我们的明天。 ”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落后、 补给困难
的情况下，打败了武装到牙齿、掌握制空权的
“联合国军”。毛泽东主席在总结经验时认为，
志愿军靠的是一股“气”。我军是钢少“气”多，
而敌人则是钢多“气”少。

这些“最可爱的人”，也有柔肠百转的爱，
也有难以割舍的情，但为了心中的信念，在平
凡琐碎中坚守， 在生死抉择中向前， 无悔奋
战， 流血奉献， 留下激荡天地的浩然英雄之
气。 后人除了尊崇、铭记，还应该明白，继承先
辈的精神，变得更加有勇气、志气、豪气，才是
最好的纪念。

▲ 抗美援朝

时期清川江大

桥抢修场景 。
（资料图片）
中铁四局提供

老字号掀起新“国潮”

据新华网报道，去北京旅游吃全聚德，去福建观光
看蔡氏漆线雕，去南京游玩逛夫子庙……那些承载积淀
着历史与回忆的百年老字号，是游客们了解一个城市风
情和文化的重要打卡地。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各地加大老
字号保护力度，激发老字号创新活力。在政策利好下，老
字号企业积极与文旅、创意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正在
成为掀起消费新“国潮”的主力军。

（谷雨/文 冠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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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卸巨大的定

时炸弹。 （资料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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