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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英雄团长高增岳之墓
◎吕向阳

关中自古是兵家争夺之地。楚
汉战争中,“先入关者为王”的约
定, 上演了一出鸿门宴的凶险。三国
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 留下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绝唱。及至
现代, 最惨烈的那场战争, 当数扶眉
战役。

扶眉战役发生在西府地盘, 以
扶风、眉县、岐山为中心, 时值小麦收
割碾打完毕，庄稼人播下的玉米已有
一人高，犹如无边无际的青纱帐，也
易于神出鬼没的军人掩藏其中。关中
形如口袋状，南山、北山如屏障不可
逾越，北塬坦荡如砥堪称粮仓，而渭
河谷地的陇海铁路上，已有火车呼啸
而过。不大的谷底，摆着两条长龙，蓝
色的铁道与灰色的渭河并摆着发出
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高亢与低沉的
吟唱。胡宗南看重这块地盘是设伏打
口袋战的好地方。国民党军队，西有
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东有胡宗
南军队，其 38 军、65 军、119 军等 5
个军蜂拥般集结这里，他们想东西围
截，扎紧口袋，胡宗南的脸上不时流
露出一丝丝阴险的笑容。我军是彭德
怀、习仲勋指挥的一野部队，有贺龙、
王震、张宗逊、周士第、杨得志等叱咤
风云、身经百战的将领。彭德怀的部
队是从陕北一路打来的，沙家店、黄
龙山、澄合战役像卷席似的。胡宗南、
马家军已折兵损将 16 万人。仗打胜
了，就豪气冲天、一往无前。一野很快
撕开了胡宗南的口袋阵，从礼泉、乾
县、扶风悄没声息地分割包围了胡宗
南的军队。胡宗南把主力军摆在了武
功、扶风、眉县一带，仅午井镇强家沟
一带就有李振西的 38 军、李振的 65
军。开战前夕，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
裴昌会在视察前沿阵地时，当属下问
到我们能否坚持到水果成熟时，裴坚
定地说 ：“不要说水果成熟时，我们
要在这里杀猪宰羊过大年哩！”

战争的胜负是谁也料想不及
的，但犹如下雨之前蛇过道燕子低飞
一样已露出了常人无以觉察的痕迹，
只是收尸布还没有展开，火山口上还
坐着一群狂舞之徒罢了。

多少年前，在参观扶眉战役纪
念馆时，我听讲解员说，我军在这场
战役中牺牲了三四千人，其中三位是
团级干部，而副团长高增岳是死在战
场的中心地带——午井镇强家沟高
地上的。高团长指挥着两个营浴血奋

战，先是被子弹打中了腿部，血染红
了裤管，他看到敌人像蜂群一样拥了
过来，用手枪指挥战士猛冲猛打。可
是，又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他
捂着伤口高喊着 ：“同志们，人在阵
地在，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直到
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倒在
了一棵柿子树下再也没有起来。高增
岳是陕北横山县人，据当年的战友
回忆录中记载 ：1950 年，横山县人
民政府将埋在那棵柿子树下的那口
棺材运回了故里予以安葬。英雄魂归
故里，乡亲们的哭声震天动地……可
是，五年前，我在强家沟采访时，却看
到在一块平台的柿子树下，有一座墓
冢，当地老乡说是高团长的墓。他到
底埋在了什么地方？这一直是我心
中的一个谜。

直到今年 3 月初，著名书法家陈
扶军回到家乡在整理高增岳事迹时，
邀我一同采风接受洗礼时才找到了
答案。

3 月初的关中平原，被几场春雨
洗刷得姹紫嫣红，麦苗正在拔节起
身，田地里乡亲们正在辛勤劳作。我
们先是找到了 84 岁的老木匠赵宽
鱼。他留着胡子，戴着家里几代人都
视作养眼清火的石头镜，神清气爽，
银须飘拂。这个老人的父亲叫赵巨
昌，也是个老木匠，据说，是赵巨昌亲
自为高增岳用 7 块银圆买了村上一
位寿星棺材，用白布裹了尸体埋在
柿子树下的。谈到扶眉战役，赵宽鱼
说 ：“高团长牺牲后，当夜解放军就
想买棺材安埋他。我父亲不知道他是
团长，只约莫能装棺材埋肯定是个大
官。解放军给我父亲说，你联系个棺
材，给你 7 块大洋。父亲找了户人家，
那家有个老人愿意把他自己的寿材
卖掉。可是，解放军还在追击残兵，虽
然有他担保，但那位老者不见银圆，
却不肯让拉走棺材。我父亲显得十分
生气，这时解放军送来了 7 块银圆。
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他们一时凑不
齐 7 块银圆，凑来凑去才凑齐了。”这
说明解放军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的。买卖公平，不强箍硬霸。也
说明解放军对群众一团和气，那个时
候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见什么都
抢，而解放军面对团长不能很快入
殓，也没给那个老汉发火，足见是人
民的军队。

银须飘拂的赵宽鱼走路有些战
战兢兢，他领着我们走了三里路，在
村东一块平台上指着一个土堆状的
坟墓说，那棵柿子树下就埋着高团
长。墓上迎春花正开得十分耀眼，墓
前是乡亲们供放的水果和馒头。

赵宽鱼说，当年高团长棺材被
运走时，村上人开始怎么也不答应。
大家说，埋在这里我们会上香烧纸，
像给先人扫墓一样不会冷落烈士。可
一听是高团长家乡来了人，也想高团
长能回故里得以安息，就再没拦阻。

可是，乡亲们还是忘不了高团长，他
们就把高团长一件遗物埋了进去，当
作衣冠冢。此后，年年清明时大大小
小的人自觉来坟上祭奠，献水果和花
馍 ；过年时也给烈士坟前浇上白酒，
献上猪肉盘子……

赵宽鱼说 ：“有人也问过，高团
长棺柩移到了陕北，这里咋还有第二
个墓呢？我们村上人说，过去诸葛亮
也有三个墓，是因为人们爱戴他。高
增岳为劳苦百姓牺牲得这么壮烈，他
永远活在咱强家沟人心中，有两个墓
说明他是个好人，值得永远祭奠，他
牺牲在这里就是咱村上人！”

赵宽鱼说 ：“这块墓地上，每到
秋天就开满黄花，开得旺得很，高团
长的魂在这里，他是一直看着让我们
过上好日子。”他又指着那棵柿子树
说 ：“咱村上的柿树不少，可只有这棵
树结得最多最繁，过去困难时期粮食
不够吃，不少人来树上摘柿子，柿子
甜得像冰糖，吃了后还能充饥哩！莫
非是高团长依然爱着咱穷苦人呢？”

站在柿子树下，赵宽鱼又给我
们讲起了高团长的成长身世 ：高增
岳 1916 年正月十七出生在横山县殿
市乡李继先村，兄弟 5 人，家贫如洗，
1928 年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小组
长。陕北大旱，他随父亲逃荒要饭，
逃到山西临县给一家瑞典人传教
士当雇工，受到百般凌辱，又回到故
里。后来他投奔了国民党 11 旅，在共
产党人胡立亭等宣传教育下，接受
了先进思想。他由排长升到连长，正
式加入了共产党。1938 年，11 旅奉
命北上抗日，驻防榆林三岔湾一带，
当地反动军阀张廷祥企图霸占三边
地带，设宴款待 11 旅连以上军官，宴
会上逼着刘旅长停止抗日，将枪口
一致对准共产党。刘旅长反唇相讥，
决不服从，张廷祥当场打死了刘旅
长。好在高增岳没有参加这场鸿门
宴，他闻讯后率领全连战士赶赴现
场，消灭了张廷祥部下，并活捉了张
廷祥。1945 年，11 旅在安边起义，
改编为八路军 11 旅，高增岳任连长。
高增岳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参加过
横山县城、波罗、镇川堡、袁大滩等
战役，九死一生，后又参加了扶眉战
役，没想到天下解放时奋勇献身，牺
牲时只有 33 岁，多可惜呀！

离开柿子树，我们在村中央又
遇到 87 岁的老人何志德。何志德一
听说我们是打问扶眉战役的事，他立
马显得容光焕发。何志德是来强家沟
走亲戚的，他的家距此有 5 里路，村
子叫豆村。他说 ：“你们跟着我去看
看，我的家住过国民党 38 军军长李
振西。”一听住过这么大的官，我们又
来到他家。

何志德家已盖起了二层楼房，他
指着院子后崖背下的一孔窑洞说：“当
年李振西就住在这窑中，李振西把我
家人都赶走，在崖背上和门前撒了 50

多个卫兵。村上人一看国民党军队见
啥抢啥，都东躲西藏起来。权志笃家
的一个地窖中，竟藏了 20 多个村上妇
女。李振西带着个留卷发的时尚太太，
又养着一只猴子和两只狼狗。你说他
开销多大，养猴养狗每天要吃多少肉。
打仗哩，还和猴子戏耍，能打赢吗？当
时，解放军火力猛得出奇，李振西被包
围了起来，他让卫兵护着他逃走，出院
子时 50 个卫兵被打死，他带着猴及小
老婆装着一车银圆逃走了。下大坡时
车翻了，银圆倒了一地，不少人围了过
来捡了一笼子银圆。解放军为凑齐 7
块银圆给高增岳团长买棺材也手头拮
据，国民党将军却驮着金条银圆，都是
些爱财怕死的货！”

李振西后来弃暗投明，1950 年
在四川茂县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阵营，还担任过解放军西南军区炮兵
战术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我在翻阅国
民党军将领撰写的有关扶眉战役回
忆录时，都对他养猴之事只字未提。
再追溯那段战争时，提到解放军插到
益店镇时无意觅到一段让人发笑的
事 ：国民党军 65 军军长李振给裴昌
会打电话汇报这一紧急军情时，卫兵
说：“裴司令正在睡觉，不能打扰他！”
后来有人不断给裴打电话，卫兵还是
那句话。等裴司令一觉醒来，裴接上
电话后说 ：“这不可能，解放军怎能
这么快到益店镇，抓几个俘虏弄清楚
情况再说，不要为几个人的扰乱而影
响全盘计划。”其实，这个时候，解放
军的一个军已到了益店镇周围。战争
如此紧张，这个司令还在睡大觉，而
且睡得这么安稳，真是死猪不怕开水
烫呀！李振西在回忆录中说，他从北
塬上穿过玉米地、高粱地、渭河滩，游
到渭河南岸，伏在稻田里直到午夜，
溜出来后逃到宝鸡。而另一个国民党
军长王治岐也是从北塬上仓皇逃到
渭河滩后躲到泥淖中，解放军对准他
连放十几枪却未命中，王后来爬出泥
淖渡过渭河也逃到宝鸡。将军如此狼
狈，吃了败仗的士兵更如惊弓之鸟、
瓮中之鳖。我 550 团有 4 名炊事人员
在行军中碰上胡宗南一个连，他们急
中生智佯装是自己人，将敌人诱骗到
一个村，便手持步枪，大喊一声 ：“我
们是解放军，缴枪不杀！”就这样，像
牵羊似的俘虏了 67 个敌人。这场战
役，歼敌 4 万余人，速度之快犹如风卷
残云，干净利落犹如瓮中捉鳖。

扶眉战役硝烟早已散去，关中
大地浸润在乡村振兴的习习春风中。
又到了一年清明时节，一拨又一拨人
来到扶眉战役纪念馆凭吊先烈。高增
岳等烈士的名字会被传得更响更亮。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人民怀念英
烈，是因为他们为人民的解放而英勇
献身。那棵柿子树下的不显眼的土
坟，就是人民对英雄的永远怀念，也
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就是江山的
最好诠释！

文学相伴的日子最充实
——访我市青年女作家杨萍

本报记者 王卉

在宝鸡众多女作家中，70

后杨萍的作品辨识度很高，看似

普通的题材她总能从中挖掘出新

意，让人眼前一亮。作为省青年文

学协会会员、市作家协会理事、市

职工作协理事，她在散文园地深

耕细作，继散文《人情、酒香与墨

香》获“禧福祥”第四届全国青年

散文大赛优秀奖之后，散文集《离

歌》还获得了六维·第二届宝鸡

作家协会文学奖散文奖。对文学

的热爱与执着，令她甘之如饴，她

说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阅读让她度过最美好的时光
就像绽放美丽的鲜花总

惹人喜爱一样，学生时代的杨

萍，常摘抄些优美的词句，然

后栽种到作文里。杨萍的成长

环境比较闭塞，从乡村到大山

里的工厂，她的阅读仅限于课

本，文学的爱来得十分迟缓。

校园里流传着汪国真的诗，就

连戴着黑边眼镜的语文老师，

也会在正式讲课前，在黑板的

右上角抄写他的诗。那种简

约、直白又带着洒脱、励志和

哲理的诗，激起杨萍对文学的

向往，但这样的美好时光却随

着老师的更换戛然而止。

“我最喜欢暑假去三姑

家，她家有一个不大的枣红色

书柜，鲁迅、巴金、曹禺的书都

在那里。”杨萍回忆起那个没有

风扇和空调的阳台一角，说道，

“我坐在一个小木凳子上，读着

课本上不曾读到的文章，闷热

的阳台也不觉得闷热了。所以

我一直把在三姑家读书，认为

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

工作、结婚、生子，不料这

平凡的生活却被 2004 年 3 月

单位“放假”而改变了轨迹，

失业、找工作、辞职、再找工

作……杨萍的生活重心完全转

移到了生计中，关于阅读、关于

文学，变得遥不可及。直到多年

后，当她能抽出独属于自己的

时间思考一些问题时，发现自

己需要一个释放的窗口，需要

将自己和同命运的人的经历写

出来，所以在 2012 年杨萍写了

一篇关于回家的文章，并发表

在了集团内刊上。

追求文字的本真与质朴
文章被印成铅字，鼓励着

杨萍的文学创作。在著名作家

冯积岐主讲的一堂文学课上，

她认识了宝鸡的一些文友，受

到大家的感染和鼓励，她把笔

尖伸向生活的勇气更坚定了。

最初的写作并没有想象

中顺畅，杨萍坦言那时自己缺

少文学内涵和美学的构建，生

涩的笔尖还不能准确而深刻

地流畅表达。她开始了大量的

阅读、学习，来提高自己对文

学的鉴赏力和感受力，而散文

则成为她阅读和书写最亲近

的文本。杨萍读到与之前所见

不一样的散文，她被周晓枫、

杨献平、塞壬、草白等作家的

文字深深吸引，感受到一种真

诚的表达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的写作看似也有几

年了，但觉得进入一个清晰

的写作状态才是这两三年的

时间。”杨萍表示，自己最初

的写作追求着一种姹紫嫣红

般的繁华，直到参加过凤县

一次采风，听了市作协主席

李广汉关于女作家散文创作

的建议，她茅塞顿开。在此后

的写作中，她摒弃曾常用的

那些大量的形容词，开始追

求文字的本真和质朴。“这个

世界不缺少绮丽的文字，向

阳的一面和阳光的背面都需

要表达。”杨萍说，“表达出

一个丰富的多样的复杂的世

界，成为我对散文的理解，也

成为我对自己创作的要求。”

笔尖写下生活的感动
杨萍认为好的素材需要

珍惜，当认识和能力不能完全

驾驭它时，她宁愿不写，以给

自己更多的积淀和思考时间。

写作成了杨萍释放自己的

方式，以清淡自然的散文笔调

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逐渐成

为她散文的特色。菜园里的父

亲、农民工的姨父、小饭馆老板

娘、菜市场的小商小贩等，杨萍

用平视的眼光感受着他们平凡

的生活。杨萍写他们就像写自

己，对他们身上的明与暗，并不

刻意褒贬，一切都是自然流露。

2019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友

看到杨萍的作品，《车祸之后的

现实生活》《唯有一条河给我慰

藉》《澡堂和澡堂里的女人》《织

毛衣的女人》……相继发表在

《四川文学》《延河》《西安晚报》

《宝鸡日报》等报刊。

任何文本的书写都是极其

不容易的，散文看似容易，但它

同样需要书写者投入感情，储备

经验，有持久的文化修养。2020

年，杨萍的散文集《离歌》由团结

出版社出版了，她将生活中一幕

幕的感动都记了下来，有悲伤更

有幸福。随着书写的同质化现

象，杨萍开始有意放慢自己的写

作，尽量在文字中避免抒情，她

希望呈现出的是立体的有层次

的书写。面对自己、面对一篇即

将问世的文字，她交出了所有真

诚和勇气，也表达出对这个多彩

世界的思考与感受。

李明绪为太白鳌山树碑立传

本报讯 近日，我市户外运动协会李

明绪、李喜两位资深驴友主编的《大秦岭

之魂——鳌山探秘》一书，由陕西旅游出

版社出版，为顶天立地的秦岭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位于秦岭腹地太白县城南端的鳌山，

是大秦岭的第二高峰，曾被《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评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而

享誉全国。两位作者 20 多年来在秦岭腹

地进行户外登山穿越并多次登顶鳌山和

太白山。作为鳌山山水文化的爱好者和传

播者，他们在书中以登山者独特的视角和

感受，对鳌山作以详细阐述，内容涉及鳌

山的辉煌历史、地质地形、气象气候等方

方面面。书中还精心选配了作者及其他户

外登山爱好者在不同时节登山、穿越鳌太

四十里跑马梁过程中所拍摄的 520 余幅

风光照片。本书作为首部图文并茂全面展

示鳌山悠久历史、山水文化、户外登山运

动资源及徒步穿越鳌太线的专著，集知识

性、实用性于一体，关注和探秘神奇鳌山，

颇具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本报记者 王卉

吴克敬长篇新作《乾坤道》问世
本报讯 宝鸡籍文学名家吴克敬致敬

陕北三代知青的长篇新作《乾坤道》近日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春暖花开之际为

建党百年热诚献礼。

我市扶风人吴克敬现为陕西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主席，曾两获柳青文

学奖、《小说选刊》文学奖等奖项，中篇小说

《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有

四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其中《羞涩》获美

国雪城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由长篇小说

《初婚》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全国。《乾坤道》用

20章讲述了生活在陕北革命老区乾坤湾村

的老八路道老汉，秉承着老祖宗做人要讲道

道、做事要讲道道的原则，他深爱母亲般的

黄河，东渡黄河打过日本鬼子，多次立功受

奖，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又默默回到乾坤湾，

以他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守护他曾经的爱情，

并因此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后来人。地道的

“信天游”，浓郁的陕北气息在作品中弥漫；

从当年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到上山下乡的

插队知青，再到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三代知

识青年为了陕北人民的幸福生活持续地奋

斗；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念以及坚持不懈

的韧劲在书中得以充分体现。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大唐飞花诗集《诗绣长安》出版

本报讯 我市金融作家大唐飞花的诗

歌集《诗绣长安》日前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为其作序。

大唐飞花本名张西西，现为中国金融作

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省作家协会会员，曾

在新浪博客以“大唐飞花”为名，陆续发表不

同体裁的诗文原创作品，并自创“唐妃体”散

文。此次出版的诗歌集取名《诗绣长安》，来

自唐朝诗人杜牧名句“长安回望绣成堆”，与

她的“唐妃体”散文集《梦里长安》前后呼应。

诗集收录 180余篇诗作，既有对唐朝诗歌盛

景的浪漫想象与仰望，也有重走北京、梁家

河、宜昌等革命故地的采风行吟，还有对烈

士忠魂的哀思与敬意，体现着一个当代诗人

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王卉

芳草地
fangcaodi

平凡人的
       文学梦

岐山文丛《卷阿风》九本付梓
本报讯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一套

以这句《诗经》描写周公庙地形的诗而命

名的文学丛书《卷阿风》（9 本），近日由岐

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智文策划主编、团

结出版社出版，堪为誉满三秦的“作家县”

锦上添花。市文联主席、岐山籍文学名家

吕向阳为文丛作序。

近年来，岐山文学创作热潮再起、新秀

迭出，涌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及省市文坛颇具

实力的作家、诗人。该套丛书的作者均为岐

山籍作家，由著名作家徐岳的《徐岳文学艺

术作品精编》领衔，其他 8本分别为岐山麦

禾营中学语文老师张玉琴的《给灵魂穿上漂

亮的衣衫》，省残疾人作协副主席赵林祥的

《布谷声声》，市职工作协理事王英辉的《书

页里的光阴》，岐山中学语文老师侯玲的《一

念山水》，金台卧龙寺中学老师孙虎林的《半

生缘》，岐山蔡家坡初中语文老师李娟的《涓

涓清泉流》，岐山第三初中老师墨玉(王玉

琴)的《暮色如昨》，以及蔡家坡田建忠的诗

词《知秋堂诗稿》。据悉，这也是岐山县第一

套纯文学作品丛书。    本报记者 周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