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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梁晓阳一出手就是大部头的长篇

巨著，先有十年磨一剑的长篇散文《吉

尔尕朗河两岸》，现有更长时间、更多机

缘造就的长篇小说《出塞书》，每一本都

沉甸甸的。这分量不只来自于书的厚

度和重量，更来自于作者在书中倾注的

绵长深情，和他作为一名文学赤子近20

年来奔波于新疆广西两地所采撷、珍藏

的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沧桑往事，那些

事后回忆起来感到幸福美好当初却实

在艰难苦涩的岁月。

在《出塞书》的后记里，梁晓阳写

到：“从 2003 年春天陪妻子回娘家开

始创作本书算起，一晃 15年过去了。

15年，一年一度甚至两度在疆桂两地往

返，不断地记录和思考，在奔驰的列车

上、在两地的房子里，埋头苦写。有一

天我突然发现，我写了一部大书，超过

了 70万字，这使我感到困惑和惶恐。

我曾经试图控制它的增量，但是无济于

事，反而被它的叙述牵着走。在绞尽脑

汁进行挪移调配之后，最终我将书稿一

分为二，一部叫《吉尔尕朗河两岸》，

一部叫《出塞书》。”

作为一名有想法的写作者，梁晓阳

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他必须与一片自然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必须要找一个地方

作文学故乡，而这个自然这个故乡，就

是北疆的伊犁，妻子的故乡、女儿的出

生地。十五六年间多次北流、伊犁的两

地来回“转场”，梁晓阳的文学视野和心

性被打开，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灵魂被激

活。站在融汇了多民族文化精粹的伊

犁高地，读书、写作，倾听“盲流”长辈们

的故事，和吉尔尕朗河两岸的各族乡亲

一起，俯身虔诚劳作，静观四季更替，用

真诚的心灵之眼寻找缪斯女神的指

引。这片土地上的各族文化、纷繁往事

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往返于

南北两地的行走和写作，胜过再上一次

大学。作为汉族儿子的梁晓阳，书写少

数民族地区的人与事，像牛羊对草原一

样充满渴望和感恩。

两年前，我阅读了《吉尔尕朗河两

岸》，梁晓阳和他的这本荣获首届三毛

散文奖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极为震撼的

印象，此书表现出来的主人公精神上的

返璞归真与阔大充盈，其对生活和写作

的毅力和耐心，令人感动和羡慕，它书

写的不仅是乡情亲情爱情，不仅是文

学，还是社会学、人文学、行为学。而我

越来越被触动，是因为梁晓阳作为写作

者身上那种“悲情的理想主义者”的精

神气质，他的目光总是看到人世的苦

难、命运的多舛和这背后的执著与顽

强，他对人间的热爱似乎要比我们很多

人多一份炽热和执著，他对文学的热

爱，更比很多写作者多一份深沉和悲

切，他和他的作品总让我想起那著名的

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十五六年来，艰难又漫长的写作过

程时常让梁晓阳痛苦，疆桂两地的人们

和他们的故事让他痛苦，但他偏偏离不

开那些痛苦，他在这痛苦中沉醉，并拜

这痛苦所赐，成就他热爱的文学事业。

厚重达 55万字的《出塞书》（《中国作

家》刊发的压缩版10多万字），是献给

在苦难、世俗和欲望中仍不忘追求的人

们的悲情礼赞，作为一部书写疆桂两

地、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六年的作

品，它让梁晓阳经历了太多心酸的往

事，一家人的命运随着他对文学的执著

追求而跌宕起伏，至亲的亲人们（包括

他本人）密集的病情让他明白了身体与

理想的辩证关系，父亲对他的各种期待

难以达成而表现出的失望，让他内心充

满了内疚和惆怅。即使如此，他依然为

了文学梦想而常常去流浪，被理想鼓舞

着修改书稿常常至深夜。在写作和修

改本书的过程中，他常常被一种情感浸

染着，阿依母亲人生的沧桑，“我”理想

的苍茫，人世间那些散溢四处的悲欢离

合，让他无数次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泪

水，让他无数次地在内心呐喊。文学和

时光就是他经常乘坐的西去列车，带给

他的是一场漫长的人生求索，从少年到

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南到北，从东到

西，穿梭着，往返着……

无论是以散文面世的《吉尔尕朗河

两岸》，还是先后以非虚构、小说文体面

世的《出塞书》，都不是那种“好读”的

书，既考验读者的耐心，也考验读者的

耐力，这是理所应当的、必然的，因为写

作者所投入和付出的巨大热爱和深

情，因为大时代大环境大命运所包含

之种种，使他的著作不可能轻易或者说

轻佻地勾起人们的阅读欲望。我曾经

问过自己，如果梁晓阳不是我的同学，

如果我对他的文学情怀知之甚少，我会

不会安静地投入地读完他的长篇巨

著？答案是不肯定的。但荣幸的是，机

缘让我认识了梁晓阳且了解和理解他

的文学理想，我没有因为肤浅的阅读经

验错过这样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梁

晓阳是一个内力雄浑的人，同时也可以

算得上大器晚成——相比于年少成名

者一鸣惊人万众瞩目的效果来说。他

积淀深厚情感凝重，他的写作充满了力

量和力度，深邃博大如新疆那片广袤的

热土。这种力量和力度某种意义上源

于他对文学深切的热爱，源于他想写出

一部“可以当作枕头”的大作，也源于他

作为南方的儿子和北疆的女婿十数年

两地转场的独特的文化背景。

如果说水流湍急的《吉尔尕朗河两

岸》已经先入为主地给我留下了上述印

象，用脚步一次次丈量用痛苦悲欢一年

年铸就的《出塞书》更加深了这份印象，

让我对梁晓阳更加敬重和叹服。单行

本《出塞书》是梁晓阳多年的积累和近

年的飞跃之集大成者，从小说的整体布

局、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语言的精细

推敲到笔下人物内心世界、情感经历的

体察和揣度，各个方面来看，相比于他

之前的作品，梁晓阳的进步都是巨大而

明显的。作为一部厚重的小说，《出塞

书》呈现出与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不

同的艺术气象，可以说前者还属于生活

体验，后者已经明显进入生命体验的层

面了。记得一位老作家说过，“从生活

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有

如由蚕到蛾羽化后的心灵和思想的自

由。”我以为，生活体验对于社会、他人、

自我的理解多停留于生活层面，生命体

验则返回自身、反思自我、省悟自

我、理解自我，这是反思的最高境

界，也是生命的最高境界，这一点在

《出塞书》的下半部表现尤为突出。梁

晓阳深刻自省，毫不留情地将“我”

生命中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内心深处极

为隐私的想法勇敢坦荡地展现于纸上，

读来令人震惊、动容，不由得要说一声：

“梁晓阳，你够狠！”

是的，理想主义者梁晓阳，每一本

书都苦心孤诣，都渴求突破，都似乎要

投入全部的生命热情，他对自己“够

狠”，他对他的文本“够狠”。在这个人

人习惯了吃快餐看热闹过目即忘的时

代，在这个市场需要什么就迎合着去创

造什么的时代，他把自己最大的财

富——时间，十五六年的时间耗尽在南

来北往中，写作中更是反复推倒重来，

甚至书稿进入编辑出版阶段了还在不

停地删删改改，犹如托尔斯泰对于《安

娜·卡列尼娜》的十多次修改。梁晓阳

《出塞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厚重积淀和

悲情礼赞，他不断地追问、探寻、南下北

上“转场”，以及埋头苦写的形象，都让

我想起俄罗斯的那些作家，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他们对于文学的

珍重、对于自己的严苛，叫人望而却步

又深为叹服。

《出塞书》的开头楔子部分是饶有

趣味的。当然，在今日读来令人忍俊不

禁的往事，当时曾浸满了主人公无法言

说的无奈和窘迫。主人公的恋爱史比

较曲折和传奇，一个紧接着一个出现的

姑娘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忍不住慨叹青

春和爱情的多姿多彩与不可捉摸。一

进入全书的主体部分——上部《巩乃斯

往事》的第一章《盲流》，就不由得要在

心理上“正襟危坐”起来了，由此开始的

阅读要不时回过头去看一看，才能真正

领会或者体会某个段落甚至某个句式

所表达的情深意切。而到了书的下部

《十年转场》，就更要集中精神来体会

“我”所看到的人生苦难和经历的内心

煎熬。梁晓阳的整体叙述，其表面并不

是十分流畅或光滑的，他时而潇洒自如

忘乎所以，时而沉郁凝重细腻入微，很

考验读者的接受力；疆桂两地转场奔波

的那些故事，似乎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引

人入胜的情节可供翻转以求不断吸引

读者的阅读兴趣，达不到令人欲罢不能

的境地；其间相遇的那些人，普通平凡

甚至卑微，似乎谈不上有多么扣人心弦

难以忘怀。但梁晓阳笔下的深情和悲

切是需要默默而慢慢体会的，他的热

烈激情是藏在文字背后的：主人公历

经挫折收获的爱情故事、对文学的一

片赤诚、阿依及其父母和伊犁“盲

流”亲友的沧桑往事、南方与北方在

某些习惯和理念上的不可调和……在

梁晓阳心里盛装得太多太重，而这些都

是他一片诚意地要奉送给读者和他的

伊犁的“牡丹汗”的，有一种让人无法拂

逆的真心和浓烈的真爱在他的笔下汪

洋恣肆，难以自由收放，更不可能时时

刻刻考虑阅读者或者审读者的意见。

所以，即使他写的生活是读者所陌生

的，他写的那些煎熬、痛苦、奔波甚至死

亡并非喜闻乐见的，也一样能让真正读

进去的人与他产生共鸣，多少年来那些

平凡朴实的生命所遭遇的，作者及其笔

下的主人公所体会的，让我有一种切肤

之感。这是《出塞书》最令人动容之处，

这也是《出塞书》与目下大量作品的不

同之处。每每，我都要停下阅读，站起

身，目光穿过窗外的湖泊和树林，望向

西北方向，仿佛看到了书中主人公于南

方碧野茕茕孑立凝神静思的背影，或于

北疆大漠踽踽独行艰难前进的背影，孤

寂而又执著……

梁晓阳时常因为写作而痛苦，那是

因为他爱得深沉；他也时常因为文学而

自卑，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天分，而韶

华已逝，梦想还未实现。他为了文学理

想和人生追求总是怀着孤注一掷的劲

头，豪迈又悲壮，令人叹惋。但在我看

来，这正是那种真正具有远大前程的作

家所必须具备的，梁晓阳完全不需要焦

躁和着急。他的文学目光深邃悠远，他

的作品一贯具有重大主题，展现的是历

史和现实生活中诸多大地子民的命运，

既有对大时代的细致描摹，又有对大环

境下人物命运冲突的深刻反省，更难能

可贵的是，他写出了人的灵魂所经受的

种种磨难以及磨难之中和之后的不忘

追求，这一切令读者必须以一种郑重的

态度来阅读《出塞书》：恢弘开阔，不拘

泥于一己悲欢，诸多人物形象感极强，

表现手法上也颇费思量，全书以“我”及

妻子候鸟般的探亲为点，以岳父母家族

的历史考察为线，以众多南方人出塞

的故事传奇为面，采用复调式结构一

唱三叹，一边讲述“我”的岳母岳父那一

代人50多年间从内地盲流到新疆的沧

桑往事，一边记叙“我”为实现文学梦

想、为陪妻子探亲和逃避南方生活，为

探寻岳父母的身份之谜而往返于桂疆

两地，最终完成了心灵“转场”的历程。

河 畔—— 马 场、旅 途—— 住 居、南

方——北方、理想——风景、插曲——

葬礼……大开大合的场景，飘摇不定的

行踪，命运多舛的人物，或远或近的对

话，时而悲吟时而呐喊的心灵独白，梁

晓阳不断变换叙述语调，全书丰润饱

满，行文纵横捭阖。在阅读曲折故事的

同时，我们也被作家本人的丰富宽阔所

吸引。试看，那些作品令人难忘的大作

家们，是不是行文大都具有辽远苍茫如

西北边陲的品质？他们的生活积累足

够宽广深厚，他们对人生和命运的认识

和思考发人深省，他们本身就是崇山峻

岭，就是江河湖海，就是漠野苍穹，他们

既是南方又是北方，他们让读者满怀期

待且坚信他们不会辜负这种期待。

《出塞书》，这部极具作者个人特色

（经历、情怀）的罕见的长篇巨著，这南

方文学赤子冲破个人欲望、无视世俗功

名的对北疆热土的悲情礼赞、对时代潮

汐的生动描摹、对人生和命运的真挚剖

析，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构思上的小

机灵与写作中的小技巧与此种大书是

“不搭”的，我们不能苛求任何一本大书

是完美无瑕的，只能期望它们接近完

美，或者说只能欣慰于作者为了接近完

美地表达所做出的努力和展现的才

华，但《出塞书》让我看出了作者不完

美的书写下那颗激情满怀的赤裸裸的

火热的“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的文

学真心，看到了时代巨变中那些为了生

存而远离故土移民他乡且把他乡当家

乡的坚韧的灵魂，看到了或洒脱动情或

沉郁苍凉的描述下该文本所具有的社

会历史学和风俗学的价值，看到了人类

顽强的生命意志……足矣！

南方赤子对北疆热土的悲情礼赞
——读梁晓阳《出塞书》 □陈莉莉

“号外，号外！辽西会战失利，辽

西会战失利……”飒飒的秋风中，一

个肩背挎包手拿报纸的半大孩子边跑

边喊。

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头发被风吹得

像一团乱草，衣服上打了很多补丁，鞋

子破得像张着嘴的蛤蟆，但脸上的轮廓

倒不失俊俏。他在人头攒动的马路边道

上叫卖，夹在那些华冠丽服、仪表翩翩

的青年男女中间，显得有点不太协调。

这一天，天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

看到呼喊的报童，就像喳喳报喜的喜鹊

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听到呼叫的

人都为之一惊。

由于这是一个爆炸性新闻，无不

引起路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从政经

商的业内人士，都纷纷掏钱买报，因

此一时洛阳纸贵，报童的钱袋也装得

鼓鼓的，报童黑灿灿的脸膛洋溢着少

有的光彩。

“辽西会战”，又叫“辽沈会战”，是

国民党对辽沈战役的称谓。这是20世

纪中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

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

1948年秋，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

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9月12

日至11月2日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

东北野战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

区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

大决战。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

军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

在兵力数量方面超过国民党军，使中国

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从而

加速了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进程。

正如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

长巴大维所言：“满洲及其30万左右最

优秀的军队的丧失，是对国民党政府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

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

死亡的开端。”

此时的天津，如同全国各地一样，

刮起了一股惊天动地的旋风，人们热议

的话题都是辽沈战役。

对辽沈战役胜利的反应，各阶层人

士也不尽相同，有的欢呼，有的忧惧，有

的冷漠。

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百姓早就盼

着解放了，辽沈战役胜利的喜讯犹如一

股春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们怎能

不为之欢欣鼓舞呢？！

官僚、资本家对辽沈战役的胜利

却怕得要死。他们知道下一步就要解

放北平和天津，因此对前途不免担忧

起来。位于海河岸边的天津火车站，

此时变成了一个巨大“蜂窝”，嘤嘤嗡

嗡，噪声四起。

烟草燃出的烟雾在候车室里弥漫

着，再被挤出门外，扩散到水汽氤氲的

广场上，如同云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

切，使整个车站变得灰蒙蒙的。

天津站是津山线、津浦线和平津线

的重要铁路枢纽。它始建于1886年，当

时称老龙头车站。该车站历经劫磨，阅

尽沧桑，曾见证两次中国人民反击外国

侵略军的历史事件：1900年，八国联军

侵入天津时，在车站第一站台上，义和

团阻击了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的

一列北上军车。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

福田各率军团和“红灯照”及清军董福

祥部一起，还攻击了占领车站的沙俄侵

略军。坐落于三岔河口的水师营炮台对

老龙头车站也进行了轰击，打得洋鬼子

在站房上挂起白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站又成为

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军交锋的战场。宁

殿武率领的第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和保

安队包围了车站，日军守备队和航空兵

拼死反击，并烧毁了站前建筑物。中国

军队在大炮掩护下很快占领了车站，全

歼日军一个小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经济萧条、

战火频仍、政局不稳等诸多因素，天津

站一直没有多大发展。

如今的天津站，到处都是人，南来

北往的人。有的人在排队，有的人在张

望，有的人在喧闹。每个人都拖着疲惫

的身子仰望挂在墙上的列车时刻表，盼

着自己要坐的那趟列车快一点到来。

这些焦急的旅客都拥挤在充满着

汗味、屁味和脚臭味的候车室里。这时，

候车室的喇叭响了，在广播重要消息：

“旅客注意了，旅客注意了！去东北的列

车暂时停运……”霎时，候车室里像吹

进一股狂风，掀起了一阵波涛。随后有

的张口结舌，有的面面相觑，有的唉声

叹气。

一个上身穿对襟夹袄下身穿叠腰

大裆裤的东北大汉，操着家乡的口音大

吼起来：“他妈的，白等了一宿，看来三

天五天都通不了车。这国军也太没用

了，那么大的一个东北能让他玩丢了。

你早不丢晚不丢，单等俺回家时丢了，

害得老子有家回不了。眼瞅着天就要冷

了，这不把人急死也把人冻死了！”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以后再也不

出远门了。”说这话的人穿着一件半新

青布衫，带有山东口音，“听说南方也在

打仗，我是济南府的，这趟车能不能开，

还不好说呢……”

“砰——砰——”忽然两声枪响，候

车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只见那个身穿青布衫的山东人立

即起身，直冲候车室的侧门飞跑而去，

看到迎面走来的年轻人用手往左边的

中正桥方向指，那山东人来不及多想，

就往左边跑去，像龙归大海似的钻入了

人群。

接着又是“砰、砰”两声枪响，随后

传来“抓共党，抓共党”的声音。

几个军警追到门口，问那个年轻

人：“看到有人跑出去吗？”

那年轻人点点头。

“往哪个方向跑了？”

那年轻人往右边指了指。

几个军警往右边迅速追去……

大街上人来人往，多为上学、上班

和遛早的人。

在宫岛街与旭街交口处，一个学生

模样的年轻人买了一份报纸，站在避风

湾翻阅起来，其中有一篇援引新华社的

消息。

他读着读着竟情不自禁地发出声

来：10月 20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在

辽宁西部全歼企图重占锦州之国民党

主力军第九兵团，生俘第九军团中将司

令廖耀湘等高级将领。10月18日，蒋介

石第三次飞赴沈阳，妄图重占锦州，打

通北宁线。

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根据

毛泽东关于全力抓住沈敌、暂不打锦葫

的指示，以两个纵队继续阻击锦西、葫

芦岛之敌，主力则从锦州挥师东进，十

纵队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五、六纵

队由阜新、彰武南下断敌后路。10月26

日夜，东北野战军主力对已被包围在黑

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

殿以南、台安以北地区的第九兵团发

起攻击，边分割边围歼，至 10月 28

日，全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至此，在

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的主力已基本上

被消灭……

天津的秋天不是太冷，但也充满着

一股寒凉之气。树上的叶子都黄了，好

像一朵朵黄色小花。叶子飘落在空中，

像一只只黄色蝴蝶；落在地上，则宛如

铺了一层当地特产的那种黄地毯。

在惨白阳光的映照下，一个遛早老

人踩着发出窸窣响声的“黄地毯”来到

读报的年轻人身边。

这个眼花齿落、已近龙钟的老人面

庞虽如褐色老树皮，但其光泽在太阳下

依然闪烁。脸上的皱纹雕刻得分明而不

网细，犹如远观盘山那些棱角分明、生

机勃勃的深壑大谷。

老人咧开跑风漏气的大嘴问：“小

伙子，辽西在嘛地方呀？”

“辽西就是辽宁西部！”年轻人眼不

离报地顺口而答。

“那不就是东北吗？”

“不错，是东北。”年轻人接着说，

“准确地说就是沈阳以西，也是我们常

说的关东。那里离我们这儿只隔着一道

长城，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听说八路出关以后发展得很快，

不但队伍多了，而且武器也好了，就像

我们平时常说的那句话，叫嘛来着？”老

人拍了一下皓发下的脑门儿，“对，鸟枪

换炮！”

年轻人的眼睛离开了报纸，面对老

人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解放军的大炮

确实厉害，不但打得远，打得准，而且也

打得狠。要不，他们怎么能拿下东北那

么大一块地方呢！”

“东北地广人稀，是打游击的好地

方，看来共产党要在东北占山为王了！”

“共产党过去是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现在是农村包围城市，要进城了，他

们已经占领了三个大城市。”

“那你说，共军要是打过来，咱天津

卫抗得住抗不住？”老人睁大眼睛问。

“很难说。”年轻人摇摇头。

“自杜建时来我们天津当市长后，

建了不少碉堡工事，陈长捷当警备司令

后又扩建了一些碉堡工事。这些碉堡工

事都非常坚固，即使共军打过来，我看

也能抵挡一阵子。”老人满有信心地说

完，捋了一下花白的山羊胡，好像他就

是守军司令似的。

“千万可不能打成持久战，真要是

那样，咱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年轻人颇

为担心地说，“古人云，神仙打仗，凡人

遭殃。战争就是破坏，无论谁胜谁败，都

是生灵涂炭……”

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熙攘，汽笛

声和叫卖声此起彼伏。在川流不息的人

海里，有一个身穿蓝布衫的中年人，报

童的叫卖声把他吸引到对辽沈战役胜

利的喜悦之中。

忽然看到迎面走来两个巡警，当中

年人转过头来时，报童不见了，只是在

拥挤的人群中传来渐远渐弱的喊声：

“快看本市新闻哟……”

这个匆忙行走的中年人叫刘希民，

是隐蔽在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

今天，刘希民格外高兴，脸上洋溢

着甜蜜的微笑。在他的眉毛下，深嵌着

一双明亮的眼睛；他那健壮的身躯，如

军人一样挺拔，并具有一副英俊的相

貌。他不过三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

重，比同龄人显得精干而沉稳。

“卖报，卖报！辽西会战失利，共军

占领东北……”

“哈啰……”一个外国男子叫住报

童，买了一份报纸。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鼻梁高耸，嘴

唇厚薄适中，眼珠像蓝色的宝石，眼睛

深邃有神，尤其是搭配在一起，更像出

自上帝之手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那人长着一张坏坏的笑脸，连两道

浓眉也泛起毛茸茸的涟漪，好像一直都

带着笑意。外表看起来放荡不羁，但眼

里不经意流露的光芒让人不敢小觑。

与外国男子并肩同行的是一个外

国少妇。那少妇有一头闪亮的金发，鹅

蛋粉脸上嵌着两只顾盼有神的大眼睛，

鼻梁高挺，红唇大嘴，身条凹凸有致，丰

满而不失苗条。

她的上装紧身合体，下身的裙子宽

大飘逸，露出的两条腿光洁白皙，如同

洗净了的藕瓜。再加上点缀少许珠翠，

显得很有气质，如同一个没有断臂的维

纳斯。

那外国男子一边行走一边浏览报

纸，那外国少妇则不甘寂寞地问：“希伯

来，有什么好消息吗？”

“没有好消息，玛丽。”那个名叫希

伯来的外国人道，“对我们来说都是坏

消息。”

“坏消息？”玛丽微蹙眉头。

“对，共军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地

区都落入共军之手。”“亲爱的，共军占

领沈阳，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玛丽以幽

深的蓝眼睛打量着丈夫，眼神里闪出一

丝不可思议的柔光。

（摘自《暗破金汤》，武立金著，作家
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暗破金汤》（书摘）

□武立金
内容简介：

谍战小说《暗破金汤》描写了在
平津战役前夕，驻守天津的国民党警
备司令陈长捷和天津市长杜建时，都
认为天津的城防工事固若金汤，解放
军没有半年三个月是攻不下来的。中
共天津地下党领导刘希民接到华北
局城工部关于搜集天津城防图的指
令后，带领手下情报关系，在波诡云
谲的隐蔽战线开展一系列惊心动魄
的情报活动……人民解放军由于有
了天津地下党提供的大量情报，特别
是具体详实的城防图，解放军的大炮
犹如长了眼睛，避开了工厂、学校和
民居，准确无误地摧毁了被国民党称
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工事，仅用
29个小时就智取了天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