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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中石门，亦称石门隧道，是我国最早的
人工隧道，是历史上贯通南北的褒斜栈道南起
的入口，也是世界第一条人工开凿的人车通行
的山体隧道，起始开凿距今已是两千余年。

褒斜栈道的真正修筑，始于大秦相国范睢
之手。其地处关中的秦国，傲视群雄，鹏程正
举，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雁
门关，纵横天下之路，无所不通。唯独褒斜道还
是隐逸山林中的一条小路，严重影响秦国通往
西南的交通。范睢为相后，行远交近攻之策，深
知开通此路对于秦人雄踞天下宏图大略的重
要，便游说秦昭襄王，耗时十余年，在褒水、斜水
间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了褒斜栈道，为秦国的军
事、经济拓张，打开了便利之道。《史记》中这样
记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谷绾毂其口。”
可见褒谷峭壁之险峻而难以攻克。即便如此，
修通后的褒斜栈道，依然使秦国的国威迅速飙
升。《战国策·秦策》中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
汉，使天下皆畏秦。”足见当时的影响之大，从而
也谱写了秦王朝此后的壮阔历史。

而对于后来军事、经济产生更为深远影响
的开通，则是以褒谷口石门的凿通为标志，那是
又过了三百年以后的事。据《石门颂》记载是在
东汉时期：“至于永平，其有四年（公元 61年）。
诏书开余，凿通石门。”汉明帝刘庄的诏书颁布
后，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凿通石门的工程才真
正动工。据石门摩崖石刻《鄐君开通褒斜道》记
载：“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

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九年
四月成就。”据此可知，石门开凿完成于公元六
十六年，是调动了广汉、蜀郡、巴郡三地的刑徒
两千六百九十人，耗时三年才得以修通。也许
是受到秦国蜀郡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鱼嘴工
程的启发，为了凿开石门，当时的人们取山上之
树、河边之水，用“火焚水激”方法使山石变酥，
一点点、一层层地堑凿顽石，凿了一个长十六米
余、高宽各四米余的穿山遂洞，完成了人类历史
上第一座可以通车的隧道，实现了人类征服自
然的空前壮举，让人由衷叹服古人的伟大智慧
与坚韧无畏。

二

秦岭和巴山之间，在两千多年征伐拓展的
岁月里，先后修建了七条古代栈道，最负盛名
的当属褒斜栈道了，被誉为“蜀道之冠”。褒斜
栈道是古代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古长
安入川最为便捷平坦的道路。桥梁专家茅以
升先生称其为可与万里长城、大运河齐名的古
代三大建筑奇迹。

当我徜徉于石门，遥望仍在山岭间盘桓的
褒斜道残留段时，遥想当初，栈道最为兴盛之
时，悬岩峭壁上，凌空架起的栈道似浮在秦巴
崇山峻岭间的飘带，随山势蜿蜒起伏，与蓝天
白云为伍，当年悬于半空间的栈道，车马喧嚣，
兵丁匆匆，该是何等景象？文人墨客、官员商
贾悠悠行于青山之间、碧波之上，缓步徜徉于
亭、楼、廊、阁，又怎能不为这人间奇迹而诗兴
勃发？因而便有了在石壁上记事写诗，以抒情

怀，记载石门、褒斜道及山河堰工程的开通壮
举。这些石刻，刻在石门洞内两壁、洞外数里
的峭壁断崖以及褒河水中的巨石上，形成了蔚
为壮观的石门摩崖石刻群。在一百多方石刻
中，以汉、魏至宋代的十三块最为著名，曹操的

“衮雪”、张良“玉盆”、郑子真“石虎”，苍劲浑
朴，运笔流畅，布局奇巧，尤其是《石门颂》《石
门铭》，自古被推崇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楷模。

在石门十三品中，曹操书写“衮雪”的情
景，今日看来，似乎更有趣味。公元 219年，曹
操征讨刘备，驻兵汉中褒谷口，见褒河水汹涌
翻滚，飞流撞石溅花，兴之所至，挥笔题写“衮
雪”二字，随从提醒：“衮缺水。”曹操得意仰天
大笑：“一河流水，岂缺水乎！”遂成千古美谈。

三

跟当代科技应用的情形几近相同，栈道从
发明凿建初始，就与战争结下难解之缘。当这
条石门隧道凿通以后，从褒斜道北出斜谷即可
直逼长安，入南谷褒谷则可轻取川蜀，在军事
地理上是进可攻、退可守之地，自古乃兵家必
争。曹操举兵攻打蜀汉，三次行走于此；诸葛
亮六出祁山，两度帅兵途径此地：蜀汉炎兴元
年，钟会伐蜀，于此进汉；宋朝抗金名将吴玠、
吴璘兄弟，阻击金兵，亦曾取道于此……

当然，发生在这里最辉煌的用兵要属著
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历史战役了。
公元前 206 年初，鸿门宴刘邦逃得性命，项羽
封其为汉王，智囊张良被项羽封为韩王子成
的相国，张良送刘邦到汉中，看一路高山险

峻，栈道环山而建，劝
刘邦烧绝褒斜栈道，
以示天下，汉王刘邦
将永居巴蜀、汉中，无
心纵横关中，从而消
除项羽戒心。刘邦依
计而行，张良返回关
中 时 ，烧 绝 沿 途 栈
道。烧绝栈道，既使
刘邦军队中多数的外
地人，失去了还归故
土的念头，稳住了军
队，以图来日；又使项
羽失去了戒备之心，
以不可一世的娇宠，
荣归故里彭城，尊享
坐拥天下的“西楚霸
王”的荣耀。胸怀大
志的刘邦到汉中后，
休养生息，励精图治，扩充兵力。

在公元前 206 年 8 月，栈道烧绝仅仅数
月，既拜韩信为大将，谋划北上伐楚，建立大
汉一统天下。为迷惑楚军，韩信派樊哙率老
弱病残兵卒民工，修复烧毁的褒斜栈道，既以
修复栈道轰轰烈烈之举大噪于世，却行消极怠
工、怨声载道、瞒天过海之实。虽说栈道烧毁
的只是木桩木板，石穴、石桩尚在，可对于这些
老弱病残又消极怠工的人来说，抢修栈道确实
成为被楚将贻笑大方的趣谈。当韩信所带的
精兵从沔阳西入留坝、凤县，越秦岭、出大散关到

达陈仓时，楚将章邯才如梦初醒，仓促间调兵
遣将，但为时已晚。韩信统领大军势如破竹，
所向披靡，短短数月，富饶的三秦大地被刘邦
悉数占领，大汉王朝自此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行走于后人仿制的石门中，已感受不
到当年通车时的盛况，既没有“车辚辚，马萧
萧”的壮观，也观仰不到绵延数里、巍巍醒目
的石刻壁墙。这些宝贵的文物古迹、艺术珍
品，在历经千余年的世人景仰之后，在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因为修建褒河水库，迁出了珍贵
的十三品石刻，让后人观赏。 □柳笛

汉中石门栈道汉中石门栈道。。

《点石斋画报》是由上海《申报》的老
板英商美查创办的，发刊于 1884年 5月 8
日，根据近年研究成果可知，其终刊时间
为 1898年。《点石斋画报》是一份旬刊，每
期（称为“号”）八页，图九幅，装订成册。
每 12期为一卷（称为“集”）。卷以天干、
地支、八音、六艺等顺序来排列，每期的格
式大小一样，这样便于读者自己装订保
存。《点石斋画报》用连史纸印，每期售价
5分，或随《申报》赠送。

美查是一名中国通，他在《点石斋画
报》创刊号上写的序中提出：“取新闻事
迹之颖异者，或新出一器，乍见一物，皆
为绘图缀说，以征阅者之信”；“选择新闻
中可惊可喜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
提供“茗余酒后，展卷赏玩”。由此可见，
《点石斋画报》是以传介新“器”、新“物”
等新知识，同时关注“可惊可喜”的社会
热点和社会兴趣，既供市民消闲又可获
得新知为宗旨的一份图文并茂的新闻画
报。《点石斋画报》主要传介西学，是石印
画报的代表，开创了清末民初以它为模
式的长达四十年的石印画报的鼎盛期。
《点石斋画报》创刊时恰逢中法战争，后
来又逢中日甲午战争，这些都是深受全民关心的大事件，因此这
两场战争是画报的主要题材之一，创刊号上就有一幅《力攻北
宁》，画的是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抗击法军的宏伟场面。以
后，随着战事的进展，又有《法犯马江》《甬江战事》等画幅。此外，
其他的画题有中外新闻人物、中外风景名胜、风土人情，以及创造
发明和科学知识（如《水底行船》《新样气球》《救活妙药》《西医治
病》）。社会新闻和聊斋式奇闻的画幅占相当比重，涉及天灾
（如《英国地震》）、水灾（如《洪水为灾》）、虫灾（如《悉力捕蝗》）
以及其他如《监犯越狱》《马贼劫饷》等，新闻的内容无所不包，
因此，上自宇宙之大，下至昆虫之微，仙道妖魔、牛鬼蛇神，全都
入画进入《点石斋画报》。

在描绘中国抗法、抗日战争的画幅上，画家们的民族情怀和
爱国意识跃然纸上，如《力攻北宁》的文字说明看似客观报道，留
给读者的却是“华军机智、争一先着”的印象。对于上海租界当
局压迫市民的劣迹和制造的血腥案件，画家们泼墨记录；涉及水
灾虫灾的画幅，流露出的是画家们对灾区人民的深深同情，以及
对于吞没赈款的大小贪官的诅咒。画报对西方的政治、法律、科
学新知和风土人情的介绍，大大扩大了国人的眼界，增长了见
识，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旧观念。《点石斋画报》
的主画吴友如不墨守传统，思想是十分开放的，他曾说：“绘事
当跟时代而变迁，时代有这东西，尽可取为画材。”他的思想也
影响了周围一批画家，为《点石斋画报》绘画的还有王钊、张志
瀛、周慕桥、周权香、顾月洲、田子琳、金桂生、马子明等 17人。

我国原无新闻画报，对这种新传入的传媒形式，大家都感觉
新奇。石印技术能把画家挥写的恢弘场面、细致笔触，逼真地再
现在印刷品上，内容又是人们关心或新鲜有
趣的事情，定价也不贵，所以一经出版，就受
到热烈欢迎。 □阎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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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石斋画报》（资料照片）。

石门栈道：镂刻在绝壁上的史诗

往 事

1947 年 3 月 18 日晚，在国民党进
攻延安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
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十年
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
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
北野战兵团领导干部们说：“我军打
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
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
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
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 19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主动
放弃延安。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胡宗南
部进入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西北
野战军撤出延安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
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亲自指挥
下，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
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
有利地形，与比自己多达十倍的胡宗
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
队在陕北高原周旋。从 1947 年 3月撤
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
央军委在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
艰苦、与敌周旋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从
容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
行动，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
里之外”。

党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与国民党
军先后打了“10 大战役”，即青华砭战
役、蟠龙战役、羊马河战役、榆林战役、
沙家店战役、岔口战役、黄龙战役、延清
战役、宜瓦战役、黄龙山麓战役。其中，
最著名的当数青华砭战役、羊马河战
役、蟠龙战役，史称“三战三捷”。

青华砭战役是西北野战军撤出延
安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1947 年 3
月 1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主

动撤出延安后，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
力隐蔽集结于甘谷驿、青华砭等地待
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率部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解放军主
力决战，判断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
西北地区，遂于 21 日以整编第 1 军军
长刘勘的 5 个旅由延安向安塞方向前
进，另以该军第 31 旅由延安东南的临
镇向青华砭前进，以保障其主力翼侧
安全。西北野战军以第 1 纵队第 358
旅、第 2纵队第 359旅、独立第 4旅及教
导队、新编第 4 旅等 5 个旅的兵力，24
日、25 日在青华砭地区利用有利地形

布成袋形阵地，伏击孤军前进的第 31
旅，采用拦头断尾、两翼夹击的战法，全
歼第 31旅 2900人，俘旅长李纪云，深重
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气焰，极大鼓舞了
陕北解放区军民的斗志。

羊马河战役是 1947 年 4 月西北野
战军在子长县羊马河地区对国民党进
行的伏击战。1947年 4月 3日，国民党
军在向子长连连扑空、粮尽援绝，以整
编第 76 师守备延川、清涧，整编第 15
师第 135旅守备瓦窑堡，整编第 29军第
12 旅经永坪遭西北野战军攻击，企图
围歼西北野战军于蟠龙、青华砭，西北

野战军集中第 1 纵队 2 个旅、第 2 纵队
和教导旅、新编第 4 旅共 4 个旅的兵
力，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法，
在羊马河西北高地，将第 29 军 135 旅
4700余人全部歼灭。

蟠龙战役是 1947 年 5 月西北野战
军对国民党军补给基地延安蟠龙镇进
行的攻坚战。1947年 4月青华砭、羊马
河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和
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绥德附近地区，并
开始东渡黄河。遂令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胡宗南率部由永坪、蟠龙地区北上，
并令榆林守军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
击，消灭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于
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胡宗南即以
整编第 1、第 29军共 9个旅的兵力北进，
仅留第 167旅及地方团队 1个总队守备
其补给基地蟠龙。西北野战军以小部
兵力伪装主力诱敌北上，并集中第 1纵
队的第 358旅、独立第 1旅、第 2纵队的
独立第 4旅及新编第 4旅共 4个旅的兵
力，攻取蟠龙，全歼守军 6700人，俘旅长
李昆岗，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

“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 1.4万余
人，从而稳定了陕北战局，为转入战略
反攻奠定了基础，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
略进攻的序幕。

在转战陕北的艰险征途中，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央机关面对十倍于己的
强敌，不急不躁、应对自如，气定神闲、
游刃有余，徜徉于陕北高原的沟壑之
间。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历时一年
零五天，途经 12个县、留住 38个村庄，
转战千余公里，但基本上一路平安无
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解放军具
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贺丽丽

蟠龙战役（资料照片）。

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延安保卫战中的“三战三捷”

人物春秋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祥谦镇，
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背倚青山，面
朝一江碧水。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
门处矗立着一座花岗岩石雕砌成的塑
像：一个青年工人站得笔直，泰然自若，
双手抱于胸前，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烈

士。9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
工人运动最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中，林祥谦血洒大地，英勇就义。

拾级而上，庄严肃穆的林祥谦烈士
纪念堂出现在眼前。一件件珍贵的历史
照片、烈士遗物和历史文字资料，把参观
者带回了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1892年，林祥谦出生在闽侯县的一
个贫农家庭。1906 年，年仅 14 岁的林
祥谦进入马尾造船厂，成为一名学徒。
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钳工技术。
1912年林祥谦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
车辆厂当钳工，1913年转到工务修配厂
当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路是连接华
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
政治和军事意义，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
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工人中
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
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触到
进步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开始
走上革命道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
江岸工人俱乐部干部，并于 1922年光荣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
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领导铁路工人
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

1923年 1月，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
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
会。当天，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
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
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
岁”等口号，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并决定自 2月 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

2月 4日，京汉铁路 2万多工人举行
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
工会对外发表宣言，并提出了维护工人
权益的五项条件。大罢工引起了帝国
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
的支持下，吴佩孚调集 2万多军警在京
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 7日，林祥谦不幸被反动军阀、
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逮捕，捆绑
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
向林祥谦，逼他下令复工。在屠刀面
前，林祥谦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断然拒
绝复工，献出了年仅 31岁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奶一遍
遍地说起，在那个雪花纷飞的寒夜，刽
子手的屠刀一刀刀地向爷爷身上砍
去。爷爷拼尽全力高喊‘头可断，血可
流，工不可复’，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林祥谦的大孙子林耀武告诉笔
者，“在我眼里，爷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
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就算
他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他也要用鲜
血唤醒更多的人民，所以爷爷视死如归。”

中共建党以后第一次有党员捐躯
的流血事件就是这次二七惨案，其中
殉难的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当属中
国共产党的首批烈士，而较早就义的
林祥谦则是目前经考证可以认定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中壮烈牺牲的第一位烈
士。2009 年，林祥谦荣膺“100 位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祥谦
烈士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决定在烈
士的家乡枕峰山西麓建造陵园。1963
年初，陵园完工并对外开放。

“有信仰，有正气，有纪律，克随
性，有爱心，乐助人。”如今，林祥谦烈
士的后人将他的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
家训，并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子女，影
响他人。

□陈弘毅

林祥谦（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