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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观

巨 变
———紫阳县脱贫攻坚纪事

■ 曾德强

报告文学

拜山帖

站在群山中喊一声
喊醒万籁此都寂
喊醒一览众山小
忘记了给我回信
翻山越岭坐在那塔
立在高高的山顶
佛渡过万丈深渊
一草一木都是缄默的神灵
许多人拜了再走，走了再拜
拜出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庙
壁立千仞。 我向前一步
虔诚叩拜一塔、一山
既看不到塔，也不见云
1665 米的海拔上的庙堂
世俗的凡人点燃一炷香
便是普度众生
而山在云中，而我在山中
置身事外站在这里
所有的石头、草木
夕阳下立地成佛
我脚下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
一一稽首扣头。 法器敲响
每一座山。 俯首叩问
我亦隐没于万山之中

失语

夜晚一枚叶子落下
星星把灯火除名
举头望明月的那些人
萤火虫的光亮里熟睡
并排而坐。 聊着童年
或者情书，或者活着
但是谁都没有开口
在一片沉默里衰老
或许只有失语症患者
活在凌晨两点以后
英雄的自画像挂在月亮上
月光覆盖，说出许多悲壮

天黑

路灯下的女孩

始终追不上影子
比如枫叶和月亮
摇摇欲坠的风
不停地吹过河面
月亮就像一枚硬币
买下我的整个夜晚
起雾了，那些和雨水
有关的句子语无伦次
天黑了的我。 星火
和我一起埋在城市
要么生根发芽
要么一点一滴写好
昨天的墓志铭

奔跑的孩子

天气越来越冷
苹果落在枯枝烂叶里
被公园流浪汉捡起
或是吃掉
或是送给黎明前的星星
看见的城市是一种图腾
移动的影子
是奔跑的孩子
下雨了的时候
没有伞
头上会长出
一个清晨的露珠
而不是我们伞下
虚无缥缈的脸

安澜公园记

萤火虫闪烁的时候
公园步道，坐满了情侣
椅子上的兰蔻儿以身相许

一阵风吹过的时候
低声细语说今天发生的事
星星望眼欲穿
透明的贝壳
珍珠一样璀璨的思念
然后还是大风
一圈圈荡漾出的黎明皱眉
每一个城市，小到县城
总有火车站的分水岭
月台的灯火烧焦了黄昏
铁轨上的绿皮火车
沿江而下。 我要把我的骨灰
埋在公园的步道
落叶会敲响回声
顺江而下
星星和江水一样沉重

紧锁的单车

落叶飘下一个季节的图腾
比落叶成堆更有感觉的是下雪
白茫茫。 像月亮破碎在路边
城市中心。 两棵梧桐树之间
标识牌杆上，紧锁一辆单车
装载春夏秋冬各自的图腾
车轮、铁锁，锈迹斑斑
带钥匙的主人没谁说得清
去哪儿了。 束缚自由了
主人也不会走得太远
总会回来。 要么就在周边
要么就在一颗星星的眼睛里
再次路过，眉头紧锁一样的车轮
或是等主人回来。 或是
叶落。 归根

拜 山 帖 （外五首）

汪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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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优树模民风淳

紫阳县还深入开展“劳动模范”“道
德模范”“诚信先进个人”“好媳妇、好婆
婆”“身边好人”“致富标兵”和“文明家
庭”等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人们
见贤思齐、比学赶超。

紫阳县洄水镇团堡村黄金瑞办的
养猪场， 被 2014 年一场瘟疫袭击得一
地鸡毛，200 多头猪全部死亡， 欠下近
50 万元外债，不得不外出打工。

2018 年初，在外务工的黄金瑞找到
驻村扶贫工作队，要求把他家评为贫困
户。 工作队长、镇人大主席罗勇耐心地
给他做工作：“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
们家里有公职人员，是不能进入贫困户
系统的。 ”但是，不管怎么解释，黄金瑞
执拗地认为：“我家欠账多，穷得媳妇都
离婚了，某某比我家经济条件好就是贫
困户呢，我怎么不能当？ ”镇村两级得不
到解决，他还多次到县、市两级上访。

罗勇和工作队员在与黄金瑞交流
中了解到， 黄金瑞想进入贫困户的目
的，是想在发展产业上得到支持。 村上
茶叶、中药材种植和渔业养殖搞得风生
水起， 黄金瑞因为养猪时的欠债没还，
被银行拉进黑名单， 无法获得信贷支
持。 得知黄金瑞有种植香菇的想法，工
作队以身边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为例鼓
励他奋发图强， 并承诺全力以赴支持
他。工作队的态度给了他信心。 “争当贫
困户，是因为心里不平衡，我知道这不
是什么光彩的事， 不符合新民风精神
嘛，我一个堂堂男子汉也不能让别人在
背后指指戳戳！ ”黄金瑞放弃了当贫困
户的念头，决定一门心思搞产业。

不懂种植技术，村党支部书记钟雅
带着他到城关镇楠木村香菇种植企业
学习。 没有启动资金，钟雅以个人名义
担保，赊下 3.5 万元的菌种；村互助资金
协会向他借款 1 万元。 没有种植场地，
邻居孙福芝将半亩平地让他无偿使用。

黄金瑞的香菇种植就这样五凑六
合地闹腾起来了 ， 当年 10 月底拉回
8000 袋菌种。最麻烦的活儿就是给菌种
注水，不但劳动强度大，还会把水溅在
身上。 “那几天，从早到晚身上没一点不
是湿透了的，但是我感到身上有使不完
的劲，无论如何我都要把香菇种好。 ”黄
金瑞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刚满一个月，香
菇就开始采收了， 肥厚的香菇拿到市
场， 就被抢购一空。 到 2019 年 2 月中
旬，黄金瑞采收了两茬香菇，实现销售
收入 3 万余元。 全部采收完毕，实现纯
利润 2 万元以上。

昔日难缠上访户 ， 今朝产业带头
人。 黄金瑞香菇获得丰收，新女友看到
他这么有志气、有能力，与他喜结良缘。
新民风建设，美了乡风、淳了民风。

2019 年，紫阳县 1 人荣登“中国好
人榜”，3 人荣登 “陕西好人榜”，100 户
家庭荣获陕西省“五好家庭 ”称号 ，800

余人荣获“脱贫攻坚自强标兵”称号。
2020 年，全县选树表彰各类先进典

型 650 余人，其中：命名表彰市级文明
社区 3 个，县级文明单位 35 个，县级文
明社区 5 个，1 人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
干部”，2 人荣登“陕西好人”榜 ，5 名青
年被评为“安康好青年”，18 人荣获“紫
阳县劳动模范”，17 人荣获“紫阳县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

一个个身边榜样如同一颗颗钻石，
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芒，为农村广大群众
树立了社会价值风向标，影响带动着紫
阳人民自立自强、勤劳致富、尊老爱幼、
夫妻和睦、邻里和谐。

风起云涌而又润物无声的新民风
建设，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尚诚、重
孝、倡俭、践勤、崇和”的价值理念，补齐
了脱贫攻坚的“精神短板”。 贫困的紫阳
乡村不仅有了光鲜的“面子”，而且有了
厚实的“里子”。

第十章 “亲戚”助力

《增广贤文》曰：“穷居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如今世道变了，穷在
深山有远亲。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紫阳县众多
贫困户迎来了“亲戚”，却有很多从未谋
面。 他们是专门来攀穷亲的。 其中有中
央、省、市单位帮扶紫阳的干部，有来自
江苏常州的干部和爱心人士.....

用情用力，同心同向。 一个个 “亲
戚”走进了穷乡僻壤，一双双温暖的手
握住了贫困户，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帮扶人员的大爱。 他们除了嘘寒问
暖，还捐款捐物给项目、扶志扶智送技
术，不图任何回报，只求贫困户早日脱
贫、贫困村早日退出。

对于一场彪炳史册的大决战来说，
他们是顾全大局的友军，是积极策应的
侧翼，是慷慨驰援的后勤。 如果没有他
们的助力，紫阳县脱贫攻坚战很难获得
全面胜利。

上级帮扶单位，情洒“穷亲”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的五年中，共有
中、省、市 52 家单位 87 名干部到紫阳
县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其中中央直属单
位 1 个、省直属单位 22 个、市直属单位
29 个，帮扶 48 个贫困村，与众多贫困户
“结亲”。 既有干部长期驻扎，又有领导
经常慰问加油、同志们助阵给力。 他们
用实际行动把真情洒向茶乡大地，唱响
一曲曲动人的扶贫之歌。

为了充分凝聚攻坚合力，县上成立
中、省、市挂职干部联系服务工作协调
小组，建立“中央、省、市单位在紫阳县
挂职干部信息库”， 县政府定期组织对
接交流活动， 安排挂职干部每年体检、
学习培训等，加强与中、省、市帮扶单位
及挂职干部的密切联系，做好与挂职干
部的联络、服务、保障等工作。 先后印发
《加强中央、省、市在紫阳县扶贫挂职干

部联系服务工作方案》《关于明确紫阳
县脱贫攻坚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工作
职责的通知》《紫阳县单位包村、干部包
户帮扶工作管理考核办法》《关于明确
紫阳县脱贫攻坚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
工作职责的通知》《关于动员全县社会
力量参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的通知》等文
件，不断推动与中、省、市单位的深度合
作，扩大帮扶成果。

1.建行，不愧为“中字号”

在紫阳县定点扶贫的中央单位是
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 建行
在定点帮扶紫阳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从党
建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和公益扶
贫等方面入手，多角度、多维度探索扶
贫新模式， 有力助推了紫阳脱贫进程。
特别是在金融、电商扶贫方面，通过创
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壮大，开辟“善融商务”绿色通道，帮
助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为山区农民
增收提供了保障。

建行经过实地走访贫困户、与相关
企业座谈，明确通过建行“善融商务”作
为平台为紫阳县各类特色产品搭建销
售渠道的工作思路，确定“建行善融+地
方政府+地方扶贫龙头企业+贫困户”的
定点扶贫模式， 推进土特产品网上销
售。

2016 年，建行“善融商务”与紫阳三
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起策划了“青春
洋芋”项目，以高于市场 0.3 元的价格向
紫阳县 17 个乡镇的贫困户收购自种土
豆，建行派驻干部帮扶，并给予电商推
广支持。 被低估的富硒土豆价值回归
了，“小土豆”掀起“大浪潮”。

在推动紫阳富硒茶销售上 ， 通过
“半亩茶园”项目的实施，实现茶企、贫
困人口与建行精准对接，提升紫阳富硒
茶的知名度， 降低了茶叶的物流成本，
促进了贫困户增收。 建行与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对接，向其推荐紫阳县优质农
特产品，2017 年成功推荐紫阳县成为该
频道“双十一”电商扶贫活动中 4 个参

加现场直播的贫困县之一，借助央视强
势推介， 紫阳富硒茶销售额超过 1300
万元，创历史新高。

为帮助紫阳农特产品打开销路 ，
2018 年春节前夕，建行组织紫阳县内企
业创新出一款建行特供的“紫阳年货大
礼包”产品。 产品包含土豆、魔芋、粉丝
在内的各类紫阳特色农产品。 同时，建
行还利用海外机构平台资源和客户资
源，扩大地方特色产品销售，将紫阳县
生产的毛绒玩具、茶叶等产品推广至马
来西亚当地最大的超市，搭建起中马扶
贫贸易桥梁。

对于紫阳县“飞地经济”园区和富
硒生态产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新建，建行
充分利用金融专业知识在可研报告、立
项论证等多方面提供融智服务，创新性
利用扶贫差异化政策设计申报方案。 建
行驻紫阳县扶贫工作组全力推进项目
贷款申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同时协助
园区公司完善融资申报资料，积极争取
贷款利率下浮和担保费率优惠。2018 年
8 月， 紫阳县园区发展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标准化厂房一期项目 1.5 亿元长期扶
贫贷款成功落地，贷款期限为 16 年，贷
款利率下浮 5%。

建行还“一条龙”式的帮扶包联的
高桥镇权河村。 捐资实施党群服务中
心、村路灯照明、生活垃圾智能处理站
和通村公路建设等项目， 建立香椿、阳
和姜种植基地，通过惠农富硒贷等金融
产品，支持紫阳县山野食品有限公司在
权和村建立农副产品加工厂，并在 APP
善融商务平台扩大宣传力度，与其他子
行内外联动，拓展产品销售渠道。

到底是家大业大力量大，建行对紫
阳县的帮扶不愧为“中字号”。 紫阳人民
记得他们的深厚情谊和巨大付出！

2.省直单位，不遗余力

从 2012 年起， 由陕西省科技厅牵
头，省安全厅、中科院西安分院、西北有
色金属研究院、 省石油化工研究设计
院、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中国启源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 7 家单位组

成省级扶贫团， 在紫阳县开展扶贫工
作，每个单位包联一个贫困村。

随着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省上选
派到紫阳定点扶贫单位逐年增加。 2017
年新增西安美院、中国能建设集团西北
电力建设工程公司 2 家帮扶单位；2018
年新增省科技交流中心、陕西科技资源
统筹中心、省科技情报研究院、省航空
工业管理局、省文联、省作家协会、省侨
联、省法官法警教育培训中心、省杂交
油菜研究中心、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
公司、大唐西北电力试验研究院、省红
十字会、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研究所有
限公司 13 家帮扶单位；2019 年新增铁
塔陕西分公司，西安工程大学 2 家帮扶
单位，新增西安市未央区、航空基地对
口帮扶市区。 截至 2019 年底， 共有 22
家省级单位包抓紫阳县 21 个贫困村
（其中深度贫困村 10 个）， 选派定点挂
职副县长 1 人， 派驻驻村工作队员 31
人（其中第一书记 4 人），共筹集帮扶资
金 2000 余万元。

作为省级驻紫阳县扶贫团的牵头
单位，省科技厅定期召开扶贫团联席会
议。 通过联席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和
省委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交流工作经
验，协调解决问题。 既牵头抓总，又率先
垂范。 在帮扶城关镇双坪村过程中，积
极探索创建“支部+科技示范+合作社+
贫困户”产业发展新模式，发挥科技示
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村支部的组织引导
和服务，把扶贫的政策、资金、人才和技
术资源，无缝对接到贫困户家中。 针对
双坪村缺乏金钱橘种植技术的问题，向
茶农橘农推广茶橘园水肥一体化技术，
使茶叶和橘子效益增长了一倍。 成立合
作社免费给养殖户提供鸡苗，聘请专家
手把手教老百姓养殖技术，初步建成以
“一站两园三基地” 为主体的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区。

为了发挥科技在产业发展中的支
撑引领作用，2018 年， 省科技厅先后选
派省级科技特派员茶产业技术服务团、
生物农药产业服务团到紫阳， 围绕茶、
魔芋、中药材、金钱橘等特色产业，开展
为期三年的产业技术帮扶， 在产业规
划、项目编报、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全
方位服务，解决农业产业发展中的技术
难题。

其他省级扶贫帮扶单位将驻村扶
贫与部门单位工作同计划、 同研究、同
部署、同落实，并通过实施水电路、文教
卫、广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
定点村实实在在的帮扶。

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包抓焕古镇苗
溪村，重点在申报科技扶贫项目，建立
现代产业科技示范园区下功夫，以围绕
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新技
术、新产品开发引进和示范推广，培育
科技扶贫示范点，以点带面，以科技创
新驱动县域经济发展。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包抓
东木镇燎原村，投入资金 240 余万帮助
村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发展集体经济，

先后帮助村上成立 6 个合作社，带领村
集体合作社创收 150 万元，用实际行动
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从繁华都市来到
偏远的深度贫困村，从光鲜亮丽的工程
师变身为浑身汗水泥土的驻村第一书
记的李挺，用满腔真情带领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驻村伊始，燎原村的贫穷与闭
塞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因为没有可实现
迅速增收的产业，他带领工作队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动员群众养蜂、种植果
树、改造茶园、改建茶叶加工厂，通过电
商平台销售土特产，把村里的山货变成
了炙手可热的俏货。 他争取资金为村里
建桥修路，为村小学捐赠图书和电教设
备， 购买投影设备给群众播放教育影
片， 把先进理念和科学技术传授给村
民，带领群众搅活了“一池春水”，砸碎
了贫穷枷锁。

省红十字会包抓瓦庙镇新华村，采
取红十字会“生计金”模式，在新华村中
药合作社投入 24 万元， 支持贫困户参
股，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捐赠紫阳县
红十字会 65 万元物资， 充实爱心超市
物资，带动新民风建设。

省安全厅包抓汉王镇汉城村，省归
国华侨联合会包抓城关镇大力滩村，省
法官法警教育培训中心包抓高滩镇百
坝村。 通过他们引进项目资金，支持帮
扶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村容村
貌发生巨大变化。

省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包抓焕古
镇金塘村，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包抓焕
古镇松河村。 通过“消费扶贫”的形式，
购买茶叶、食用菌、木耳等农产品，帮助
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省文联包抓高滩镇白鹤村，省作协
包抓毛坝镇染沟村。 他们积极发挥单位
自身优势，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分别开
展 “脱贫攻坚老区行”“到人民中去”文
化助力脱贫攻坚惠民义演等系列活动，
丰富贫困群众精神生活，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西安市未央区和西安航空基地成
立专项帮扶组， 组织扶贫干部多次赴
紫阳县调研， 先后向紫阳县提供帮扶
资金 800 万元 ， 并积极引进社会力量
进行产业帮扶，打出产业合作、就业扶
贫 、消费扶贫 、宣传推介以及教育 、文
化、卫生等方面帮扶工作的“组合拳”。
2019 年，双方共交流互访 10 次。 航空
基地帮扶组注重生活、就业、教育等多
个领域的帮扶工作， 加强劳务需求信
息对接和就业技能培训， 探索建立新
型劳务协作机制，以就业促脱贫、促增
收、促发展。 组织开展“爱心起飞·筑梦
成长”爱心助学活动，向学校师生捐赠
图书、学习用品、体育器材及航空飞机
模型等教学用具。

这些省直单位攀上紫阳这个“穷亲
戚”后，除派驻精干人员驻村帮扶外，还
给钱、捐物、献智、出力、倾情......可谓真
心实意 、不遗余力 、各显身手 、战绩显
赫！

（连载二十一）

呜———船起航了，特意关照我们的船长于忠义笑
眯眯地问：“没在渤海坐过船吧？ ”

“第一次。 ”
他告诉我，我们航行的方向是天津港，可离大连

最近的是山东烟台港和威海港。 你该知道甲午战争，
渤海上可经历过一场大海战，有机会你可去威海刘公
岛看看，那里有北洋海军的提督府……

甲午战争， 我立即想起上世纪 60 年代在延安求
学时看过的电影《甲午风云》，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指
挥致远舰冲向敌舰的形象时常浮现眼前。 我踅到船舷
边，望着镜儿似的海水，久久地、久久地沉思，思绪飞
越时空，只觉得波涛汹涌，脑海里回放着那憋屈、惨烈
似连续剧的影像。 我真想飞越过海，去威海汲取勇士
的豪气。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 对中国人的
警醒和心灵伤害至今不灭， 每每提起就让人心头战
栗。 多次要写这场战争的冰心老人，每次提笔都抑制
不住热泪长流，终至难以成文。 我虽愚笨笔拙，但铭刻
心头的印痕不时撞击，牢记！ 永远牢记！！ 虽无机会游
览威海，就四处搜集史料，总算知道了战争的根根梢
梢。

日本在 19 世纪 60 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
义得到较快发展， 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
产生了军国主义不断扩张的怪胎 ， 目标对准中国 ：
1887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前后实施了
8 次《扩充军备案》，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
中、朝活动，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
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 每一条道路的详图，决
定在 1892 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 可清朝朝廷毫
无觉察，一直陶醉在洋务运动的“兴盛”中，自以为北
洋海军兵强舰坚 ，根本没把这个 “蕞尔小邦 ”放在眼
里。

1894 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
请求中国派兵帮助镇压。 日本借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
为名也派劲师入朝， 趁中朝军队毫无防备时攻占平
壤，又于 7 月 25 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
战争。

被称为“黄海大战”的海战，是中日海军主力的大
决战，历时 5 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
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 战斗开始不久，北
洋舰队旗舰 “定远 ”舰由于 7 年未修 ，主炮发射时炸
膛，水师提督丁汝昌摔伤，他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
舱，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 管带（即舰长）邓世昌指挥
“致远”舰奋勇作战，但遭日舰围攻，全舰燃起大火。 邓
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
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
力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
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
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
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全舰清兵共 252 名全部阵亡。 由于旗舰
指挥信旗被毁整个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受到重创， 这场海战清军损
失 5 艘战舰，只剩下“定远”, “镇远”号等 4 艘军舰。

从 1894 年 9 月 17 日到 11 月 22 日，战争扩展到辽东半岛。 在
金旅之战中，因清军龚照玙等将帅潜逃，致使旅顺陷落，日军进城
后大肆烧杀掠夺。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 《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
法》 一书中真实记载了大屠杀：“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超出常
规。他们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
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只剩 36 人。而这 36 人完全是为驱
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

‘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
就被捅死了。 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
着四五个孩子， 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接
着。 日军陆军长驱直入，占领我国东北大片土地。

辽东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 日军拒绝了清廷
的和谈要求，拨出重兵进攻山东半岛。 李鸿章被日
军强大的攻势所震慑，不敢勇敢迎战，命令北洋舰
队以“保船”为主，不许出海。 1895 年 1 月 20 日，
3.4 万日军在联合舰队护送下在山东半岛荣成登
陆，随后占领威海沿岸炮台，猛烈的炮火把北洋海
军封锁在威海港内， 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
为孤岛。 日军司令诱降，丁汝昌和广大清军水陆官
兵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精神断然拒绝， 誓与敌血战
到底。 双方炮火互射，硝烟蔽海，战斗甚为激烈，六
艘日舰被击中。 日军利用深夜偷袭，北洋旗舰被击
伤搁浅，3 艘战舰和 10 艘鱼雷艇被敌击沉，弹药库
也被炸毁，期盼的援兵迟迟不至，士气低落。 这时，
在北洋舰队服务的外国船员威逼丁汝昌向日军投
降，遭丁汝昌拒绝，他与统领张文宣、镇远管带杨
用霖等先后自杀， 这场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
御战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2 月 12 日，由美籍海员
浩威伪托丁汝昌名义起草投降书，尔后签订了《威
海降约》。

日本学者、 著名作家井上靖在 《日本军国主
义》 一书中评价说：“甲午战争开辟了日本走向现
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 甲午一战，日本把
中国当成崛起的垫脚石，很快变成亚洲的暴发户。
当时日本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却
获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 连舰艇等战利品
算在一起，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兴奋地说：“一想
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 无论政府还是
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4 月又签订的《马关条
约》，把祖国的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更多特权让
苦难的中国雪上加霜。 侵略， 让日寇野心极度膨
胀，“东洋霸主”“万世一族” 成为日本右翼沾沾自
喜的荣耀，后来一次次出兵侵略，以至 1937 年占
领大半中国，还妄图进一步吞并世界。

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失败？ 究其原因，根子在
朝廷腐败。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
30 年，效果明显，北洋海军在 1884 年前可称为“亚
洲第一”。 但掌握朝廷实权的慈禧老佛爷为庆自己
六十大寿，不惜挪用军饷修筑颐和园，所花金银足
可装备 10 个北洋水师。 衰败的朝廷内买官卖官之
风盛行，文官唯利是图，贪污成风；武将贪生怕死，
战争关键时刻多名大将临阵脱逃。 虽然军队人数
庞大，但外强中干：水师军舰年久失修缺少训练；

陆军的大部分还停留在弓马时代，整支军队素质低下。而此时日本
大量购买船舰， 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 31%。 就以击沉
“致远舰”的日舰“吉野号”来说，原是中国在诺丁汉船厂订购的，因
无钱付款转售日方。 至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军力已超中国三倍，
造成偌大王国不堪一击。

如今日本右翼势力多次重弹“中国威胁”论，要修改和平宪法，
重建日本军事力量，强调“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这不
免让我们重温历史，惨痛屈辱血的教训绝不能重演！ 怒火填膺，奋
笔写来。 我突然想起穿渡渤海的那一夜， 预报中的大风浪并未发
生，同伴们都说：“因为毛主席稳坐船上！”这也许是一种祈盼。今天
有党中央的深谋远虑， 军队中又有无数个具有邓世昌般坚强意志
的将士，蓬勃华夏不再是“东亚病夫”，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定是铁
拳！

那
一
年
我
穿
渡
渤
海

银

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