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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
□ 严歌苓

风尘女子抗战记———

135

解放战争
□ 王树增

短短四年演绎人类历史上的传奇———

现在连书娟眼中的大英
雄戴少校都用男人的弱点宠
赵玉墨她们、纵容她们。少
校放下了矜持，放浪形骸起

来。少校宁可忍受左肋枪伤的疼痛，也
要进入名妓蠕动的怀抱。

书娟发现玉墨一边搂着少校蠕动，
一边不断朝透气孔转过脸。她知道书娟
还没走，她向女孩示威：在你的骂声
中，我赵玉墨又征服了一具灵肉。她还
让书娟看看，她也会做红菱、做豆蔻，
做一切下九流女人，破罐子破摔，摔给
你看。她把漂亮的下巴枕在少校宽阔的
肩上，两条胳膊成了菟丝，环绕在戴少
校英武的身板上。少校的伤让她挤得剧
痛，却痛得心甘情愿。她突然给少校一
个痴情的诡笑，少校脸上挂起赖皮和无
耐的笑容。她感觉到他欲火中烧，他的
赖皮笑容答复她：都是你惹的祸呀！

所有窑姐和军人都知道两人眼光的
一答一对是什么意思，全都笑得油爆爆
的。只有王浦生不明白，拉住豆蔻的
手，问她大家在笑什么。豆蔻在他蒙了
绷带的耳朵边说：“只有你问呆话！”
她以为她是悄悄话，其实所有人都听见
了，笑声又添出一层油荤。

书娟比量着铲子的长度，考量应该
怎样提高带火星的煤灰的命中率。

“你在那儿干什么？”
煤灰连同铲子一块落到地上。书娟

回过头，看着法比·阿多那多。“你要
干什么？”他看着地上的煤灰，还有三
两个火星眨动。

书娟不说话，只是脊梁贴着墙直
立。被老师罚，也不必站这么直。法比
个子高，当然是无法从透气孔里看“西洋
镜”的。

地下仓库里更欢腾了，还有人击掌，
舞步节奏快了一倍，就是要气气骂她们

“骚婊子”的人。
法比向厨房的门走去。书娟明白他

要去干涉地下仓库那帮男女，再不干涉，
秦淮河的生意真要做到教堂里来了。法
比刚一转身，书娟就趴在透气孔上。

现在名妓赵玉墨的舞蹈变了，上流
社交场子的姿态和神态全没了，舞得非
常得艳。那是叫吉特巴的舞蹈，更适合她
的浪荡妖冶。她舞到人身边，用肩头或胯
骨狎昵地挤撞一下他们。她的胯骨撞到
戴少校身上时，少校给她撞得忘了老家，
撞出一个老丘八的笑来。她赵玉墨再不
用拿捏了，可把长久以来曲起的肠子伸
直了，她知道骂她“骚婊子”的女孩仍然
在做她的观众，她就浪给她看，她的浪
是有人买账的，天下男人都买账……

书娟看到地下仓库里的人顿住一
下，都往头顶上那个通向厨房的出入口
看。书娟知道这是法比在那里叫他们开
门。

玉墨只停顿一下就舞下去了。

不知是谁为法比打开了出入口的盖
子。法比进到地下仓库时，玉墨对他回
眸一笑。

副神甫用英文说：“安静！”
没有人知道他说什么，红菱说：

“神甫来啦？请我跳个舞吧！跳跳暖
和！”

后来，书娟知道，是小愚带着安娜
和苏菲向法比告的状，要法比来干涉窑
姐们“劳军”。

法比不像以往那样用纯正的江北话
下禁令。他只用带江北口音的英文一再
重复：“请停止。”他的脸枯黄衰弱，
表情全部去除，似乎对这些窑姐有一点
表示，哪怕是憎恶，都抬高了她们。他
此刻要表现一种神性的高贵，像神看待
蛆虫一样怀有平常心。

果然，一个不声响、无表情的法比
使人们收敛了，玉墨首先停下来，找出
一根被拧得弯弯曲曲的仕女香烟，在蜡
烛上点燃，长长吸了一口。戴少校走到
她身边，借她的烟点着自己的烟。

“请大家自重，这里不是‘藏玉
楼’、‘满庭芳’。”法比说。

“哟，神甫，你对我们秦淮河的门
牌摸得怪清楚的！”喃呢不识时务，还
在跟法比贫嘴。

“神甫是不是上过我们的门？”玉
笙更没眼色，跟着起哄吃豆腐。

女人们笑了起来。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
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
城部队造成混乱，长春规定
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

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
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
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
城部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
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
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
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
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
让真正的饥民饿死冻死。

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
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
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
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
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
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
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
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
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
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
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
为被赶出来的长春饥民的身份证件以
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
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
便饿死了两千多人。为了饥民的生
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人，但顷
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

饥民塞满。
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

示下，九月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
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标、解
方：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
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
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
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
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
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
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
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
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
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
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
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
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
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
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
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
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
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
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
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
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
为了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
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
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

拼命吃结果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
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
加馒头。

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
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
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
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
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
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
战结束后减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
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
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
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
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
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
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
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
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
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
据相吻合。

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
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
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
人”。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
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
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
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
民党守军却度日如年。

□本报记者 孙 巍
本报通讯员 兆 龙 立 平

赴日照市东港区采访，该区的一“静”一
“动”，令记者感触良多，小记于下，以飨读者。

“静”如处子

难以置信，8月18日，日照大润发商业中
心试营业第一天：商场内顾客盈门，商场外却
没有红毡铺地、彩球飞舞，也没有庆典。

据了解，大润发是日照市目前唯一一家由
外来投资建设并独自经营的大型购物超市。按
理，一般都会置典庆贺，为何选择了开业“静
悄悄”？

“不组织庆典，不是对大项目不重视。相
反，我们需要静心思考服务，挤出更多时间服
务大项目发展。”东港区委副书记、区长郑加
贵坦言。

今年以来，东港取消了20多次现场会，
区、镇两级推掉了120多次开工仪式、开业典

礼等邀请，实施了“三大工程、128个重点项
目”，领导从未正式参与挂过一次牌、剪过一
次彩，更极少在一些新闻采访活动中“露
脸”。

东港区上下此举，显然不是单纯为了躲清
净。抛开各种杂务和应酬，谋事之心更静；心
静方能耳清目明，抓发展的眼睛才更亮。

“经济增速期待更快、工业实力亟需增
强、区域竞争压力很大”，上半年生产总值
184 . 9亿元，同比增长13 . 2%，增幅高于全市平
均1 . 4个百分点，面对这些数字，东港区一班
人不喜反忧，更加看到“不足”、“压力”。

知难而后勇，知不足而后超。赶超发展，
该区先从静心揣摩当学生开始，先后组织南下
北上取真经，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交流机会，
把自身置于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静心谋划
产业规划、工业布局，围绕“幸福东港”建设
主线，快速推进“一区四园”“一城三带”。

对此，市委常委、东港区委书记张永霞认
为，“十二五蓝图已定，开局百事待举，容不
得我们停下来做‘庆典’、唱‘赞歌’，越是

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心无旁骛的专
一、敢于追求的超越。”

“动”若脱兔

高手“亮剑”，贵在“快”和“勇”；东
港攻坚破难，凸显快执行、勇担责，成为
“动”力十足新追求。

东关北路改造，位于日照街道区域，作为
市区为民办实事项目，工程涉及千家万户利
益。早晨六点半，日照街道党委书记李建富来
到该现场，和有关人员推敲如何快推进，他们
几十天没睡过囫囵觉了，“必须靠上拼上豁
上，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的。”

日照街道包保干部，不分昼夜连轴转，与
时间赛跑：5天，搬迁协约全部签订；半个
月，5300余家商户、30000余平方米门头房迁
离。

跟日照街道一样，全区其他镇街道和部
门，不约而同抢速度，拼效能，“快执行”，
“勇担责”，可谓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投资3000万元山东圆通钢结构项目落户东
港，因名称中有“山东”，需要到济南办理名
称核准。如客商自己走程序，正常是一星期。
为让客户早安心，该区行政服务中心专人赶到
济南，顾不得吃午饭，当天下午就把所有手续
送到了客商手上，仅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今年以来，从落实好74项惠民政策到扶持
重点大项目建设，东港开足马力快执行，一次
次跃动升级服务，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密。
区行政服务中心共全程代办登门送“审批”41
次，客商满意率100%。

同时，全区128个重点工程重点项目打擂
台，分别由区级领导第一责任包保，30多位副
处级以上干部冲上一线打头阵，拉开了拼效
率、夺一流的接力赛。其中，8个镇街道、8个
万人社区建设圆满完成，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
3个月；龙泰汽车、华东国际钢材物流园等50
余个大项目飞速建设，全区新储备过亿元项目
12个，提报过千万元到位资金项目127个、投
资108亿元；1-7月份地方财政收入突破14亿
元，同比增长28 . 15%。

□马先吉 报道
本报五莲讯 同样一条河，过去污水横

流，众人侧目；经过政府投资治理后，立刻身
价倍增，成为投资热土和休闲乐园，这是五莲
县潮白河治理前后的鲜明对照。

五莲县潮白河总长4 7公里，流域面积
516 . 9平方公里，横贯市北经济开发区。过去
每逢汛期，河水泛滥，侵蚀两岸河床，造成水
土流失，严重影响了河道和两岸村庄的安全。
同时，由于缺乏管理，沿岸群众把垃圾随意倾
倒在河床中，对河水造成了污染。

为此，2010年10月以来。该县启动了五莲
县潮白河综合治理工程。该工程集沿河景观、

城市建设和防洪排水于一体，总投资4 . 4亿
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1 . 2亿元，主要在河道
下游处，建一座182米长的橡胶大坝，回水长
度1500米，拦河回水面积560多亩，蓄水65万
多立方米，等于新建了一座小型水库。

在大坝主体工程建设中，为确保工程质
量，每道工序，都严格实行定人员、定材料、
定时间、定检查、定奖惩的“五定责任制”管
理。大坝浇筑混凝土时，正值深冬腊月，气温
下降到零下十四五度，为确保质量，在浇筑混
凝土的取暖棚里，用上电钨灯、电热器，买上
煤炉子生火，土洋结合，加热升温，使气温保
持在5度以上。为加快进度，40多名工人身穿

棉大衣，两班轮作昼夜奋战，饭在工地上吃。
吃尽了苦头，赢得了甜头，所浇筑的11500多
方的混凝土，全部优质达标。随后，工程队又
抓紧完成了石砌护岸墙2 . 96公里，修滨河路3 . 8
公里，所有工程，经监理检测鉴定全部达到优
质标准要求。

工程完成后，实现蓄水65万多立方米，旱能
浇，涝能排，使河两岸的5 0 0 0多亩粮田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随着治河工程大见成效，土地资
源价值成倍增长，生态环境快速变优变美，很快
成了招商引资的热土和居民休闲乐园。今年上
半年，外地客商来经济开发区投资兴业的项目
多达25个，协议投资额达65 . 1亿元。

“静”“动”之辨
——— 日照市东港区发展记事

五莲治理一条河 引来众多项目

潮白河漂亮转身后身价倍增

□王宝川 孙克重 李洪帅 报道
本报昌邑讯 在今年村级换届选举中，昌

邑市有13名大学生村官当选村两委成员，其中
有7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当选书记的都是80
后,现分属4处镇街，其他人以98%以上得票率
高票当选。这是该市建立“321”大学生村官
服务机制，助力大学生村官积极创先争优的结
果。

为引导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昌邑市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动力，积极探索建立
“321”关爱服务机制，促进了大学生村官健
康成长。“3”即抓好“三个关键”。一是落
实各项待遇，二是建立健康档案，三是关心终
身大事。“2”即建设“两个阵地”一是成立
大学生村官联谊会。通过举办演讲比赛、联欢
会、书画展、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努力打造大
学生村官的精神家园。二是开设大学生村官论
坛。围绕农村重点难点工作、大学生村官成长
规律和他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开设论坛，把握其
思想、工作、生活动态，激发他们的工作热
情。“1”即坚持“一体培养”。将大学生村
官纳入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规定每人每半
年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目前已举办大学
生村官培训班22期，组织外出参观670多人
次。同时，建立“3+1”结对制度，每名大学
生村官都由镇街领导干部、包村干部和优秀村
干部担任“工作导师”，做到传经验、帮学
习、带成长。

目前，已有30名大学生“村官”因各方面
表现突出、工作优秀被纳入村党组织书记后备
队伍进行重点管理。现任北孟镇朱甫村党支部
书记助理的付党杰，自到村任职后，在镇包村
干部的帮助下，逐步熟悉村情，了解民意，很
快与村民打成一片。针对该村道路年久失修的
实际，组织动员村内“能人”筹措资金21万
元，硬化了出村路，修砌了排水沟，深受群众
欢迎。该市已有41名大学生村官领办、创办或
合办了种植、养殖、加工项目23个，带动周边
群众3200多人走上了致富路。

昌邑建立“321”

关爱服务机制
助力大学生村官创先争优

□张环泽 刘凤琦 报
道

9月26日，枣庄市义工联
盟携手乐淘网、爱心365网来
到台儿庄区泥沟镇霍庄小学
开展“爱心鞋送农村娃”捐助
活动，将319双运动鞋送给在
校生，用爱心鼓励他们刻苦
学习。图为小学生们高兴地
领到“爱心鞋”。

农村娃喜领

“爱心鞋”

□王会 庆祥 报道
本报临清讯 今年以来，临清市盘活闲置场地300

多亩、厂房8万平方米，新上项目9个，没有增加一分建
设用地。

临清城区，有一座占地35亩、厂房1万平方米的
面粉厂，近几年因为设备陈旧，产量小破产倒闭。今
年4月，市里引进深圳客商陈敬的鲁磁机械项目，生
产磁力吸盘及曲轴等。他们利用现有场地、厂房，仅
投资3000万元，4个月就建成投入生产。预计年收入1
亿元，利税1千万元。

为解决建设用地紧缺的矛盾，该市组织有关人员
深入企业调查摸底，发现有1660亩闲置场地、近10万
平米闲置厂房可资利用。他们采取腾笼换鸟、见缝插
针的办法招商引资，盘活了闲置资产，节省了建设费
用，加快了建设周期。

临清新上9个项目

没增一分用地

□记者 申红 通讯员 孙政黎 报道
本报莱州讯 “这幅作品是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

成的。”近日，在莱州市文广新局，莱州剪纸艺人陈
淑香兴高采烈地向记者谈起了她创作十米剪纸长卷
《和谐中国》的经历，“先是构思，然后下手剪，剪
完后又请教高师修改，最后才装裱。”

该作品卷长近10米，宽35厘米。卷首是用寓意吉祥
的松竹梅兰四种植物花架造型分别镶嵌的“和谐中国”
四字，四花架又分别含着“福·寿·喜”图案。作品由56幅
约18厘米高的各民族人物代表剪纸组成。陈淑香告诉
记者。“一直以来，我总想用我的手艺来表达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莱州艺人剪出《和谐中国》
历时3年多 卷长近10米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凤华 相卫 报道
本报临沭讯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国家投资的临

沭县大兴镇磨山土地整理项目区，但见田成方、渠成
网、树成行、路相通，人们正在忙着收获花生。原来这片
地属丘陵，土地瘠薄，通过土地整理、改造中低产田，开
发未利用的土地万余亩。

近年来，临沭县针对全县山区丘陵多，土地质量
差，生产力低，分布零星散乱，不便于农业机械化操
作的实际，确定实施山、水、林、田、路综合开发与
整理，在资金投入上，坚持“谁开发、谁投入；谁经
营、谁受益”的原则，建立了国家、地方、社会、集
体和农民群众“五位一体”的投入机制，充分发挥上
级投资的启动聚合作用，调动了单位和群众开发整理
土地的积极性。自2000年以来，该县累计投入资金
1 . 5亿元，组织实施土地整理项目213个，整理各类土
地24万亩，新增耕地4 . 6万亩，连续11年保持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今年，该县又将实施12个土地整理项
目，总面积达到3 . 2万亩。

临沭10年
新增耕地4 . 6万亩

□记者 岳增群 通讯员 杨和山 报道
本报枣庄讯 9月2日，记者在山亭区店子镇尖子

山村东砂石山上看到，一棵枝干苍劲、结满果实的古枣
树上，挂上了保护牌。尖子山村农民张广勇说，这棵树
已被列为枣园里的观赏树，我是它的保护人。

店子镇长红枣已有12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枣庄
市面积、产量最大，生态环境最好的长红枣生产基
地，目前已有6 . 8万亩。经普查，目前，枣园里500年
以上树龄的古枣树有20多棵，镇上不仅为这些古枣树
建立了文物档案，上了“户口”，挂牌保护，而且与
有关村委会签订合同，由镇财政出资2000元，每棵每
年保护费100元，为每棵古枣树聘请一位“保姆”
（保护人），防止人为破坏，并负责为这些古枣树支
撑打箍、防腐补洞，防治病虫害对古枣树的侵袭。

店子镇为古枣树雇“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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