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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和白求恩，一位是中国革命新闻
摄影实践和理论的开拓者、引领者，一位
是加拿大籍共产党员。1938 年 6 月到 1939
年 11 月，他们在晋察冀根据地相识相知，
在中国抗战前线分别以相机和手术刀为
武器，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友谊，用热血
和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期
间，沙飞为白求恩拍摄了许多照片，多角
度、全方位地定格下了白求恩在中国抗战
前线的伟岸形象。

沙飞镜头中的白求恩

1938年 6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
抵达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驻地。当时，沙飞正在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
晋察冀军区卫生所因病休养。

白求恩是一位优秀的胸外科专家，他多
才多艺，喜欢文学、绘画，还是一位摄影爱好
者，来中国之前，特地购买了一架新型的带
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后来成为八
路军的一名业余摄影师。

沙飞比白求恩小 22 岁，但相同的兴趣
爱好，使两个异国影友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
朋友。沙飞略懂英文，能用并不流畅的英语
同白求恩进行简单的交流。沙飞给白求恩
讲述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
故事，白求恩则给予沙飞人文启蒙和艺术熏
陶，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初到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就投入到
战地救治和医院新建等工作中，每天除了
开处方、做手术外，为了抓紧把松岩口村
的龙王庙改建为“模范病室”，他亲自设计
图纸，指挥泥工、木工改装房屋，指导木
工、铁工、焊工制作各种医疗器械和设
备。同时，制订医务制度，给医生、护士
及护理员规定了个人职责；撰写战地医
生护士培训教材，传授医疗技术；编写医
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由
于日军封锁严密，根据地医疗物资极其
匮乏，白求恩因陋就简，亲自设计制作医
疗器具，他用猪油配药膏替代凡士林，做
成油纱布；用刮脸刀片代替手术刀，用竹
签、废棉球代替探针，用竹片代替镊子，并
自制石膏和绷带。凡此种种，沙飞先后拍
摄下了《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
做手术》《白求恩为伤员检查身体》《白求
恩和木工一起制作医疗器械》《白求恩编
写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以及白求
恩身着八路军军装，精神饱满、神采飞扬
的《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
《佩戴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
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
员》等感人照片。

沙飞和白求恩经常一起交流、互相探
讨战场上使用哪种照相机效果最佳、战地

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怎样才能拍摄又
快又清晰的照片等问题。白求恩对沙飞的
摄影技术深表钦佩，赞赏不已，沙飞对白求
恩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见解深感折服，获益
良多。

白求恩非常注重对敌宣传工作，曾用自
己的相机为康复的日军战俘拍摄照片。
1938 年 10月 27日，他为两名战俘和自己的
助手林大夫拍摄了一张合影《八路军军医林
金亮与日本战俘伤兵在河北平山县》，反映
了八路军优待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日
寇残暴扫荡的罪行。

当时，军区摄影记者使用的是大底片相
机，冲完胶片就可以直接印制成较大的照
片。可白求恩的“莱丁娜”相机使用的是
135 胶卷，由于根据地条件艰苦，没有放大
设备，135胶卷只能印制同底片一样大小的
照片。为帮助白求恩解决底片冲洗后的放
大问题，沙飞和同事们一起研究，经过无数
次试验，终于成功地将 135底片放大制作成
6 吋照片。白求恩同沙飞等战地摄影记者
想方设法将拍摄的照片寄往延安、重庆、敌
占区和国外的新闻机构，刊发在各地的报刊
上，旨在让全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
八路军热爱和平、坚持抗战，救死扶伤、优待
俘虏的精神。

白求恩遗嘱交代赠送相机

白求恩医术高明，但他手术时不戴橡
胶手套，后来他患上败血症，就是在清除病
人体内化脓伤口时，手指不慎被碎骨刺破

感染细菌，又因缺少抗生素药品而造成的。
1939 年 11 月 10 日，八路军战士和乡亲

们抬着手术感染后病重的白求恩来到河北
唐县黄石口村。第二天下午，白求恩在写给
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中专门留下遗嘱，其中有
一句“照相机给沙飞”，意指将他心爱的“莱
丁娜”相机赠送给沙飞。12日凌晨，白求恩
不幸去世，年仅 49岁。

噩耗传来，沙飞悲痛万分，他星夜驰马，
于17日下午赶到于家寨，在白求恩的遗体前，
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灵堂等珍贵的历史镜
头。其中，《白求恩遗容》照片有两张，一张
的场景是白求恩宁静安详地长眠在两个桌子
并在一起做成的台子上，身上盖着白床单，
周围摆放着松柏花圈，聂荣臻正肃立瞻仰；
另一张的场景是白求恩躺在一副担架上，身
上盖着他从加拿大带来的鸭绒被，头发凌
乱，满脸胡须，脸颊瘦削，身后是一块缀满
星星的黑布。

当沙飞手捧着白求恩馈赠给他的遗物
时，不禁泪如雨下。这部相机是沙飞短暂
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它见证了
白求恩与沙飞间跨越国度的深厚情谊。
沙飞特别珍爱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礼
物，此后一直随身携带，并用它拍摄了中
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大量历史画面，直至
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0 年 1 月 5 日，晋察冀边区在唐县军
城，为白求恩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遗体
安葬仪式。4 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再度集
会，举办了白求恩之墓落成典礼，沙飞用白
求恩赠送给他的“莱丁娜”相机拍摄了多幅
珍贵照片。11月，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
沙飞在军城策划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
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他和战友拍摄的
50 幅白求恩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以及白求
恩的摄影遗作 28幅。沙飞同样用白求恩的

“莱丁娜”相机，拍摄了这次影展的实况。
1942 年 7 月 7 日，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

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以摄
影作品为主兼中英文说明的画报——《晋察
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编选了一组《纪
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
士》的专题摄影报道，借以表达自己对异国
战友的深切缅怀之情，以及中国人民对白求
恩的无比爱戴和崇敬。

1945年 4月 30日，沙飞又在主编的《晋察
冀画报》第8期上，推出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
院”专刊，刊登了包括内科、牙科、外科手术，
以及为美军飞行员治疗、为百姓和战士看
病等 10 幅照片，反映了白求恩创建的“模范
医院”在不断发展壮大，它们都是沙飞在住
院期间拍摄的，寄托了
他对挚友的无限追思和
沉痛怀念。 □周惠斌

沙飞和白求恩的摄影往事

清风店战役清风店战役：：
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

清风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在定县北部发起的一次运动歼灭战。
这次战役，歼敌总数达 1.7 万余人，给华北敌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晋察冀野战军转入
战略进攻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评价这一胜利，称其
“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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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儋元锡非一人
语林指瑕 唐代诗人韦应物，其

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
于淡泊，大是骚人气质，观其被收于《全唐诗》中
的十卷作品，酬赠类几占十之四五，感情真率，
豪人中之性情人也。德宗兴元元年（784），韦应
物在滁州刺史任上，写了一首七律《寄李儋元
锡》，清代的蘅塘退士慧眼识珠，亦将其收入《唐
诗三百首》卷六中，诗云：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对于诗题中的李儋元锡，到底是一人，还是

两人？有的注本和鉴赏辞书说是一个人。
《唐诗鉴赏辞典》谓：“李儋，字元锡，是韦应物
的诗交好友，当时任殿中御史，在长安与韦应物
分别后，曾托人问候。”

金性尧先生的《唐诗三百首新注》云：“李
儋，武威（今属甘肃）人，曾官殿中侍御史。给
事中李升期之子。韦集中屡有寄李儋诗，卷
二有《善福阁对雨寄李儋幼遐》，则其字为幼
遐、元锡。”

傅璇琮等先生选注之《唐诗精华二百首》云：
“李儋，字元锡，诗人朋友，曾官殿中待御史。”

李儋真的字元锡吗？非也。古代男子二十
而冠后，本名之外，尝有字。字系表字，即据本
名涵义另立之别名。如三国时诸葛亮，字孔明，

孔明者，大明也，有“亮”之涵义，又如东晋陶潜，
字渊明，“渊”有“潜”之涵义。回到本文，李儋
（音丹）本名中“儋”字的涵义是“肩挑”，故其字
“幼遐”之“遐”，乃“远”意，与本名意涵同；若以
“元锡”为其字，讲不通。而元锡之“锡”，赐与
也，其字为“君贶（音况）”，“贶”，赐与，加惠，与

“锡”涵义同。
明乎此，则知李儋元锡，并非一人而是两人。
因本篇只讨论人名，故对诗作不予注释，但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却有一说
之必要。这两句说，自己与李、元相别已忽忽经
年。上年（建中四年，即783年），应物有《赠李儋
侍御》诗云：“风光山郡少，来看广陵春。”则当时
应物曾以事赴广陵（地在今江苏扬州）可知。从
这两句诗中所述，可见李儋是时亦在广陵。而
元锡自建中四年与杨凌同时别韦应物离开滁
州，不详所在，然此诗题既以李儋元锡并题，大
抵元锡亦在广陵。

韦应物集中，有数首赠李儋和元锡的诗，分
别寄之的如《善福寺阁对雨寄李儋幼遐》《早春
对雪寄前殿中元御史》《同元锡题琅琊寺》。同
寄李元二人的诗作，除《寄李儋元锡》外，至少还
有两首，一曰《与幼遐群贶兄弟同游白家竹潭》，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五言诗《月溪与幼遐君贶同
游》，题下原注：“时二子还城。”

看，李儋并未字元锡，元锡也另是一人。李
儋元锡者，皆为侍御史也。 □杨乾坤往 事

谋局造势，把调动敌人作为实施运动歼
灭战的前提条件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孙子兵法》中的
一个重要作战原则，也就是说，作战要调动
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实施运动歼灭战，
先决条件是充分调动敌人，创造有利于运动
歼敌的战场态势。

1947年 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猛
烈的秋季攻势，蒋介石不得不先后从晋察冀
地区抽调 3个师出关增援，华北敌军可机动
兵力大为减少，战场情况发生新变化。为
有效牵制敌军，配合东北作战，我晋察冀野
战军根据华北守城之敌“攻其必救”的作战
特点，决心乘其兵力空虚之际，围攻平汉铁
路北段咽喉要地徐水，调动敌军增援，创造
有利战场态势，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有生
力量。 10 月 11 日夜，晋察冀军民统一行
动，向保定以北铁路、公路发起全线破袭，
国民党防守的点线被破坏得七零八落。13
日晚，晋察冀野战军第 2 纵队向徐水城发
起猛烈攻击。坐镇北平的蒋介石见解放军
攻势甚猛，徐水危在旦夕，急命保定绥靖公
署主任孙连仲，调集 12 个步兵团和 1 个战
车团的兵力沿固城、容城一线齐头并进，
增援徐水。由于敌援军兵力较强且队形
密集，我与敌激战至 16 日，仍处于胶着状
态。晋察冀野战军指挥员认为继续对峙
对我军极为不利，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
迫敌分散，遂命主力向平汉线遂城、姚村
地区转移，诱敌西进，伺机歼敌。这一西
进行动，让敌人误认为解放军兵力不足，
陷入被动境地，是个决战机会。蒋介石随
即命令孙连仲调驻石家庄罗历戎第 3 军急

赴保定以北地区，准备南北夹击晋察冀野
战军。罗历戎部孤军突进，为我晋察冀野
战军在石家庄以北、保定以南地区寻机运
动歼敌，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态势。

快速机动，把抢占先机作为实施运动歼
灭战的关键环节

毛泽东说：“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
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
退。”“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
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
本点上。”在清风店战役中，晋察冀野战军为
了实现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作战目标，紧紧
抓住实施运动歼灭战的关键环节，不仅灵活
应变、及时捕捉了歼敌战机，而且通过快速
机动兵力，在预定歼敌地区形成局部力量优
势。10 月 17 日下午，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杨得志率部向西转移途中收到电报，得知罗
历戎率第 3 军约 1.4 万人北进，准备南北夹
击我军这一重要情况。他立刻意识到整个
战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提议：“尽快抓住罗历
戎，打掉他，歼灭他！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
战机确实难得！”

随即迅速调整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
继续在保定以北战场伪装主力阻击敌人，
集中 6个旅约 4万人的优势兵力，沿平汉铁
路两侧快速机动，绕过保定，兼程南下，围
歼敌人于清风店地区。清风店位于第 3 军
北进必经的方顺桥以南地区，无险可守，又
是解放区，是歼敌的有利战场。由于行军
途中没有电台，野战军前委只能一边请示
报告中央和晋察冀军区，一边指挥西进部
队调转南下歼灭罗历戎部。耿飚在回忆录
中写道，“从接到军区电报，到作出最后决

定，一共才花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为了
抢占制胜先机，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伤亡、
消耗、疲劳、在“提前赶到清风店，坚决活捉
罗历戎”的口号鼓动下，向南疾进，经过一
昼夜强行军 120 多公里赶到清风店。野战
军部队乘敌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正
所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
道，攻其所不戒也”。

扼守要地，把阻敌增援作为实施运动
歼灭战的有力保障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
众寡不相恃”。在清风店战役中，为牵制徐
水以北敌人援军，防止出现野战军主力遭敌
南北夹击的被动局面，实现清风店围歼罗历
戎部主力的作战目的，保北地区有效阻援就
成了整个战役成败的关键。晋察冀野战军
以 4个旅兵力担任阻援部队，在徐水以北地
区构筑了大纵深的数道防御阵地，以攻为
守，以近战、夜战、白刃战与敌军反复争夺。
部队在“为了保南决战胜利，挡住敌人”的口
号下，以寡敌众，以弱对强，顽强阻击 4 昼
夜，顶住了敌 5个师 10余个团兵力的连续攻
击，迟滞消耗其有生力量，使敌军每前进一
步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始终未能突破我军的
坚固防线。阻援部队扼守要地的顽强阻击，
有力地保障了主力作战的胜利。

这次战役，晋察冀野战军坚决贯彻毛
泽东关于“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的
指导思想，集中兵力，乘敌之虚，围城打援，
在运动中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第 3 军主力。
此战的胜利对于扭转整个华北战局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尔后夺取华北重镇
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琳琳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
变革，很多触发巨变的政治、历史事
件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
场与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
复兴事业紧密相连，其空间形态和功
能也随之发生变化，折射出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历程。

从封闭走向开放
天安门广场始建于公元 1420年

（明永乐十八年），当时是紫禁城正门
承天门（今天安门）外“T”字形的封
闭宫廷广场，名曰“天街”，外建宫
墙。天街东西两端各建长安左门、长
安右门。广场南端建大明门。清北
京城承袭明代之旧，只更改了部分城
门名称，承天门改称天安门。

明清时期，天安门广场既是封建
王朝的礼法之地，也是“衙署林立、府
部对列”的皇家禁地，庶民百姓严禁
入内。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
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
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
拉开了序幕。1914年 5月，为适应新
的社会要求，拆除了天安门前千步
廊，贯通了东西两城的交通，使得原
本封闭的宫廷广场变成可自由穿行
和逗留的开放空间。广场南端的大
清门改称中华门。与此同时，社稷坛
也从皇家禁苑改建为北京的第一座
现代城市公园——中山公园。这一
系列的变化，使得天安门广场作为
城市中心的位置初步显现。五四运
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主义运动都
在这里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从此，一批批觉醒
的人民大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进
行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为中
华民族之崛起而不懈奋斗。

获得新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

解放，古都获得新生。1949年 7月，中共中央确
定，新中国成立之日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要有
阅兵式。典礼阅兵式地点几经权衡后，选定为
天安门广场地区，理由是阅兵地点应是中华民
族标志性建筑物。天安门城楼最具备且适合
观礼，同时天安门广场宽敞、通透、开阔，便于
阅兵队伍行进。

为筹备开国大典，有关部门对天安门广场
进行了第一次整修。整修工程包括开辟一个
大广场，清理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
物，修缮天安门城楼，粉刷城楼和广场四面红
墙，修建升国旗的设施，修补天安门前的路
面。1949年 10月 1日，在整修一新的天安门广
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广场上升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标志着一个
崭新时代的来临。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天安门广场首次
进行的大规模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选址经
过广泛讨论，最后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天安门
广场。1949年 9月 30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庄严的奠基仪式，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英雄纪
念碑奠基。1958 年 4 月 22 日，人民英雄纪念
碑建成；5月 1日，举行揭幕仪式。自此，在北
京城的中轴线上，迎来了一座专为人民英雄
而设置的新式建筑。纪念碑的设立赋予了天安
门广场地区新的时代内涵。

成为政治中心
自筹备开国大典的那一天起，对天安门广

场地区的改造和规划工作就已经开始
了。封闭着的宫墙和长安左门、长安
右门首先被拆除，天安门前的观礼台
相继修建起来。

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
年，北京启动“国庆十大工程”；6月，
北京市委请示中央，提出改变北京市
城市面貌的计划，内容之一是拓宽天
安门广场；8月，中央决定改扩建天安
门广场，扩建观礼台，并在广场西侧修
建万人大会堂（后更名为人民大会堂
并沿用至今），东侧修建中国革命博物
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随后，天安门广
场地区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拆
迁，中华门、棋盘街、广场上的红墙，以
及数十条胡同相继被拆除。上述工程
于1959年9月初竣工。

新建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
和历史博物馆，在建筑风格上既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建筑的
优点，呈现稳重、庄严、和谐的视觉效
果，是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
新式建筑群。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
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
面布局的中心，占据北京城最重要的
位置。广场可以同时汇集数十万人进
行集体政治活动，人民大会堂可以容
纳上万名人民代表共商国是。

格局趋于完整
1976年 9月 9日，毛泽东主席逝

世。10月 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
立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
定。经多方选址比较，最终确定毛主
席纪念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原中
华门位置建立。11月24日下午，毛主
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
举行。在建设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
民群众自发到工地参加劳动，经过不
到一年的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建成。
1977年 9月 9日举行落成典礼并对外
开放。在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上，毛
主席纪念堂居于最重要位置，成为广
场上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其主体建
筑为柱廊型正方体，南北正面镶嵌
着镌刻“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色大
字的汉白玉匾额，44 根方形花岗岩
石柱环抱外廊，雄伟挺拔，庄严肃
穆，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伴随着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正阳
门城楼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松树
林被移除，天安门广场向南延展至正阳
门城楼。扩建后的广场空间更加开阔、
庄严、气势恢宏。至此，天安门广场的
空间格局趋于完善，广场的纪念性、政

治性、文化性的内涵更加鲜明，国家庆典、人民集
会、纪念表彰等功能被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重要窗口
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中国日益走进世

界舞台的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地区举办的国家
庆典、外事迎宾、纪念等活动越来越多。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35、50、60、70周年大会以及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
会等都在这里举行。自 2014年起，每年 9月 30
日烈士纪念日，党中央都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
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为了配合这些重大活动，广场地区地面铺
装、绿化景观、夜景照明等方面也在进行调整。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更换广场地
面铺装、更新天安门广场扩声系统、改造金水河
喷泉、改善广场内照明及周边建（构）筑物照明状
况，并在广场内对称修建两块长160米、宽30米
的长方形绿地。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集中拆除了广场东南
角约4300平方米临时建筑，改变广场南侧区域沿
街建筑功能杂乱、界面零碎无序的状况。为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实施广场地区市容
环境景观提升工程，同步对部分地下管线等进行
更新维护。2018年 5月至 2019年 6月实施天安
门城楼及城台修缮工程，这是自 1970年城楼主
体落架翻建后进行的一次彻底排查和修复，有
利于天安门城楼文物古建
的永续利用。 □费宝岐

沙飞拍摄的《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
伤员做手术》（1938年）。

钩 沉

图为1959年10月10日，改造后的天安门和长安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