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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一首《草原之夜》

风靡大江南北，歌曲中关于新疆可克

达拉（哈萨克语意为绿色的原野）的描

述带给几代人美丽且无尽的遐想。7

月30日，作为全国省级党报记者新疆

行采访团的成员，怀着对兵团的探奇、

对军垦战士的崇敬，欣然来到《草原之

夜》诞生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驻守在“塞外江南”伊犁河谷的第四师，其前身是

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等部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五军十五师，他们以身作盾、铸剑为犁，在边疆草

原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奇迹。当记者来到四师六十四

团团部的中心广场，不由得被“美丽的夜色多么沉静，

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的歌声深深打动。顶着

炎炎的烈日，听

着曼妙的旋律，

看着大屏幕上

伊犁优美的景色，欣赏着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特色舞蹈，望着坐在树荫

下石阶上的老人和旁边嬉戏的孩

子，便深深地陶醉在这幅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的生活图景中了。

“大家快来找老乡喽！”不知是谁

的一声提醒，让还沉浸在歌声美景中

的记者开始寻找起各自的“老乡”。

在中心广场，记者同两位精神

矍铄的老人攀谈起来。一位叫宋永

乐，81岁，另一位叫李本金，76 岁。

他们都是六十四团老职工，现在退

休了，每月养老金3800元左右。宋

永乐老人是1960年支边过来的，当

时从湖北省当阳市一起过来的有

800多人。李本金老人笑着说，自己是“自动自编”入

的兵团。谈起当年戍边拓荒的经历，两位老人脸上都

充满着自豪的神情，生活在用自己双手辛勤劳动建设

的美丽家园，更显得无比幸福。

当记者走进职工艾克塔木江·吾斯曼家时，只见

小院内葡萄架上挂满了串串即将成熟的葡萄，诱人的

金黄色“吊树干杏”挂满枝头，信手摘下一枚放入口

中，满嘴的甘甜。在葡萄架下，边吃着瓜果，边和艾克

塔木江·吾斯曼聊了起来。得知他一年的收入近百万

元时，记者大吃一惊。原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艾

克塔木江·吾斯曼就借助霍尔果斯边贸的兴盛，做起

了跨国运输的生意。如今，艾克塔木江·吾斯曼拥有

12 辆载重货车，源源不断地将各类工农业产品运送

到哈萨克斯坦。他还特意向记者介绍说，他有许多汉

族朋友，跟他们相处，一点儿生疏感都没有。

在金边博物馆和六十二团三连的军垦文化展示

园内，那一幅幅珍贵的史料图片、一件件带着岁月印

迹的老物件和斑驳的农具，记录着六十二团从成立到

恢复并发展壮大的光荣历程。墙壁上醒目的“难不倒

的兵团人、摧不垮的军垦魂、割不断的国土情”题字，

让记者对兵团的印象逐渐丰满而深刻起来。

三连党支部书记王玉花告诉记者，兵团经过多年

摸索，已总结出了制种玉米和葡萄搭配种植的最优农

业结构。“我们连现在职工的年平均纯收入已超过5

万元。”同行的浙江日报记者惊叹道：“哎哟，那可比我

们富多了，这里比江南好啊！”六十二团副政委张成东

笑着补充道：“也不全是这样，他们确实发展很快。不

过就全团而言，去年我们农牧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

21292 元，也算是比较好的，伊犁河谷是个好地方。”

走进兵团的历史，再走进兵团职工的家门，我们

多少有些禁不住心潮激荡，为今天，也为明天。

——2012年6月，国家级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

团分区的设立，为四师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

的空间。目前，兵团分区基本实现了基础设施“五年

任务两年完成”的预期目标，园区招商引资展示出逆

势上扬的好势头。“我们一直在选择和引进适合园区

发展的企业以及资金，欧亚大陆桥霍尔果斯段就在园

区内，从这里延伸出去，一直到鹿特丹，这里有很大的

吸引力。”兵团分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安文学如是说。

以屯垦戍边为历史使命的四师在经历了半个多

世纪的发展后，也在积极进行从传统农业屯垦向新型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转型。一栋栋高楼拔地

而起，一片片小区井然有序，一个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环境优美的可克达拉新镇尽收眼底。军垦人正以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霍尔果斯、可克达拉建市为

新契机，靠着勤劳和智慧，谱写出一曲新时代民族团

结的动听乐章，使这片亘古荒原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成为伊犁河谷一颗璀璨明珠。

《草原之夜》的歌声似乎还在耳畔回响，伊犁河水依

然静静地流淌。在兵团短短的一天，收入眼底的不仅是

兵团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还有伊犁河谷的美景；

纳入心头的不光是感慨、感动和感悟，还有汉族、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所见所闻，

林林总总，着实令记者惊奇、惊喜、惊叹。而留在我们

记忆深处的最是那广场上翩翩起舞的老人、玩耍的孩

子，正在缝纫机、织布机前忙碌

的少数民族妇女，以及行来往

去的一张张笑脸……

草原上，
别一种“生活图景”

——新疆兵团第四师见闻
□张育新 王桂珍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3万余名东北抗日义

勇军将士假道苏联辗转到新疆82周年。全世界人

民都在纪念反法西斯这一胜利日，我国也将在今

年的9月3日这天举行阅兵式，纪念抗战胜利。此

时此刻，更加怀念曾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并为新

疆的稳定、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东北抗日

义勇军一代英豪！

中国的抗战始于东北，自从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部分爱国军队和不甘受日寇蹂躏的东北人

民，为了反抗日寇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拯救东

北三千万同胞、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发组织起抗日

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队伍，打响了抗战的第

一枪。

82年前，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

义勇军”，与日寇殊死战斗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

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各路义

勇军各自为战，遭到日军的疯狂“围剿”而惨败。

剩余4万余人泣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

1932年12月27日至29日，苏炳文将军率领

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

国军总计1.5万余人（含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

女）先后经满洲里退至苏联；李杜将军率领的1.3

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

县双城子退至苏境；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万

多名国民救国军也进入苏联境内；1933年春节前

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自发

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

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

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

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

战场，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

进入苏联的。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

进入到苏联境内后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原

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对进

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依据相关《国际法》，完

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不少幸存下来的义

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

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

虏？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

苏联的。

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部分人

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

家属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

民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

克黑面包，2碗苏泊汤，1块小方糖和一小撮茶叶；

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人一样，

所有生活开销由我国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

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要。400克

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

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

官兵同样的标准，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拒

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

再坚持）。

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须的最低需要，渡过眼

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

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

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

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在当时的伯力、

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

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庄，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

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

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

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

小时到达工地，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

误工、误时，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

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

每人一日的三餐不限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5个

土豆的奖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

的负担，一些义勇军家属也给当地一些富裕的人

家当起了“临时保姆”，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

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两顿饱饭，她们得不到

也没有要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

的坚韧和贤达。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

了回国的信息。

从1933年2月上旬起，4万多名抗日官兵（含

部分家属）在零下三十多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五

十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力—西伯利亚—赤

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

—塔城（伊犁）的路线返回。

从新疆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

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间长达半

年之久。

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

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出于抗

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很少，一些报名留

学的人员，不少人后来还是加入了回归的大军。

“最难度过的就是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夜了，没

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充足的御寒衣服，也没有

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家完全依靠相互拥挤着同严

寒进行抗争，人体本能的抵抗疾病的能力极大削

弱，稍有伤寒感冒就会失去性命。当时的带队军

官最怕的就是点名，因为每次点名时，总是有一些

大家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而每每这种情况出现，

队伍里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

的声音会在什么时候消失，以至于回归大军中逐

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死去战友的遗物，掩埋好战友

的遗体。”

从各方面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情况

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

约有1万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而这些死亡的

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以后，也就是距离

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

抗日义勇军回到新疆，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

的热烈欢迎与款待。

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

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扰的祖国

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

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

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啊，而且没有

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

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

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

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新疆各族人

民不断高涨的热情，也把广大义勇军官兵推向了

社会的最前沿。心潮澎湃的他们踊跃走上街头，

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大好

河山的种种暴行。”

当时的新疆政府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对待义

勇军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

相关史料记载，从接到中央政府有关义勇军回归

新疆的电报后，仅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名义

下发的要求搞好接待工作的电报就有23份。这些

电报全都要求义勇军经过的各县市“竭力供应，取

据具报”；“一经请求，悉数照办”；“从优招待，俾资

饱暖”。正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悉心照顾和关怀，才

能够使疲惫不堪的义勇军官兵在短时间内得以康

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在美英等西方国

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寻

求苏联政府对援华抗日的支持，经过中苏双方政

府反复协商，决定开通经阿拉木图——伊犁——

迪化——哈密——酒泉——兰州的这样一条援华

抗日的陆地和空中西北国际大通道。由东北抗日

义勇军担当主力的筑路大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打通了由霍尔果斯经迪化到星星峡全长1860

公里的陆地大通道，这是抗战初期我国惟一获取

外援的国际大通道，是最困难岁月里中华民族的

“生命线”。此后，国际援华抗日的物资通过这条

大通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战场。

1933年的数万名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归新疆，是

现代新疆文明进步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

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思

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

生机与活力。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除一部分编入解放军守卫祖国边防外，其余被编

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行各业，广泛参加到建

设边疆的行列中去。

从白山黑水到天山塔河
——东北义勇军在新疆

□王义新

在千呼万唤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

选终于尘埃落定。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

存在时间最长久的文学类奖项，茅盾文学

奖（以下简称“茅奖”）获奖作品在塑造文学

作品经典上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在本次茅奖总共入选的252

篇长篇小说中，不乏贾平凹、王安忆、严歌苓等文坛名宿，更有

不少往届“茅奖”得主有新作参加评选，如贾平凹的《古炉》和

《老生》、刘醒龙的《蟠虺》、王安忆的《天香》、刘心武的《飘窗》

等。经过层层角逐，最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

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和苏童的《黄雀

记》脱颖而出，而阎真《活着之上》、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

撒冷》则遗憾落败。

茅奖的奖金自2011年李嘉诚赞助后，已经从最初的5万

元一跃涨到50万元，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日，这可谓是重

奖。茅奖最大的荣耀，在于能为获奖者提供奖金以外的东西，

如头衔、名望以及由茅奖带来的一系列“文化资本”。而茅奖

之于文学奖的重量，不仅仅是对当代优秀长篇作家的一次褒

奖，也是图书市场里读者争相阅读的风向标。在良莠不齐、魔

幻作品当道的今天，这样的评选名单，给许多想看书却不知从

何选书的人们一个可以读下去的名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茅奖涵盖了最近四年里中国最优秀

的长篇小说。虽然也有网友在质疑“五部作品都是旧时代的

老故事，作家们都在构建一个‘世界’，所有主人公都在思考人

生，而故事只是框架。”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得奖人都很资深，

作品也在水准之上，堪称“实至名归”。获奖作家中，虽然金宇

澄以海派的烂漫繁华呈现“黑马”之姿（其实不然，金在编辑界

蛰伏20年，实乃小说界一大“潜伏者”），在网络上的搜索量和

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四位。而其余四位，都是当代文学发展

历程中见证了一个时代文学发展与流脉变化的中流砥柱。其

中，多年陪跑终凭借旧作改写而成的《这边风景》，使得出名甚

早的王蒙终于在81岁获此殊荣，甚至被有人戏谑地称为“终

身成就奖”，这比起姜太公80多岁得遇周西伯还是要幸运得

多。若论得多年来的业界影响力，王蒙都有资格靠自己的文

学贡献创立一个“王蒙文学奖”了，然而却还是兜兜转转直到

名单公布之日，才让不少人惊呼：王蒙才获得茅奖啊！

其他获奖者如格非、苏童的获奖作品，或许并不能代表他

们创作生涯的“高峰”，但这不是“高峰”的“高峰”却造就了作

家们的一个茅奖梦。往往是该获奖时没获，获奖作品不是最

好那一部。究竟是以“作品为王”，还是靠“山头平衡、资历辈

分”，在茅奖的评选中，一些作品外的因素似乎在暗流涌动。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茅盾文学

奖，有时并不能百分百剥离作家与作品，而是会让作品因作家

而得奖。这就导致，有作家没能在年华大好时收获志在必得

的奖项，却可以在相对庸碌时得到一次意料之外的‘安慰

奖’。”更有如余华之类此前呼声很高的候选者，却总是惜败，

让人不甚理解，或曰时机未到？

近年来，每次文学评奖都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与非议，本次

茅奖的评选也不例外。文学本来就是人人殊意的，每个人的

文学趣味都不相同。加之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激增，

每年就有一千多部，初评与终评的评委们，几乎是无法实现对

这些作品的“完全阅读”。这几乎就决定了评奖的“矛盾”所

在。茅奖甚或是其他文学奖，就是要在这无法摆脱的“矛盾”

中，披荆斩棘，不断发现彰显时代与人性复杂纠葛的佳作，集

结出时代审美的“最大公约数”！

茅盾文学奖：

在“矛盾”中发现佳作
□鲁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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