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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其国（撰写）


有用的，国民党认为没用了，也没看，我们去看
了，结果这个海军专家说，舰外面虽然看着破，
但里面的主要机器还是有用的，只要花些功夫，
完全可以把这三艘舰修好。二是张爱萍派人赴
香港去买旧船旧舰，买了三艘商船改成军舰，又
买三十艘（也问好了），想回来后改建成军舰，因
朝鲜战争被英国人阻止。第三，张爱萍本来想
买苏联军舰的，结果无法如愿，于是他提出买苏
联的舰炮，苏联也只好卖给我们。于是我们就
用老的船改装新的炮，射程比台湾国民党军舰
的炮远一倍，
这就叫
“陈船利炮”
。
说起修船，还得感谢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主
的工人，那时陈（毅）老总把江南造船厂、浦东船
厂等的技术骨干都请来，又分别动员广大工人
们参加突击修建；白天防空，夜间分散上舰去
修，再进厂。还从武汉等地招来懂得修船的专
家和沿江海军小船厂的工人。陈毅当上海市
长，他全力支持张爱萍，说“你要什么，我们只要
有就都给”，后来果然光各种马达，就给了 25 万
台。到当年 11 月，海军学校第一批新海军学员
突击学技术，原海军人员集中转变思想，历尽万
难，按时突击毕业，船也全部修理完了。我们已
有十一艘修理改装军舰，商船改装也有八艘，总
计有二十艘（被炸沉一艘），这是非常了不起
的。原国民党海军的专家们都说张司令（张爱
萍）了不起，比内行还内行。国民党海军司令说
我们二、三十年也搞不成功的，结果我们当年就
建成了三个舰队。
初步有了船，有了炮，还有关键的是要有
人，要有可以上船出海打仗的海军人才。此前
国民党这方面人才多是靠外国人帮助培养的，
舰艇上的技术要求确实是比较高的。但张爱萍
说，现在即使能靠外国人培养也来不及，还是要

报社地址：大连西路 195 弄 12 号

邮编：200092

自己想办法，用中国人。这时候，我们了解到，
许多起义后的原国民党海军官兵，因不想打内
战，就离开部队回家乡了，他们中有不少都来自
上海、青岛，都是沿海的年轻人，都有相当文化
知识，大都反帝、爱国、反内战。张爱萍于是就
想到对这些人晓以大义，把他们请回来。后来
我们就是对这些人加以教育改造，张爱萍亲自
出马，对他们讲世界观、人生观，分析国内外形
势，改变他们的思想，最后把他们争取过来，当
上人民海军。
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我基本上常被调在张
爱萍身边，既当他的助手，也当他的秘书。做他
想做，想他所想。特别是光靠原国民党海军不
行，又从陆军里面调一些有文化知识的领导干
部过来，这些人脑子聪明。又以广大从陆军调
过来的部队为基础，但他们大都无文化，不懂技
术，还要赶在年底前完成组建，于是请教原海军
专家徐时辅，
共商结果。
我们找了原国民党海军的一位徐教授（美
国安娜波里斯海军学院优等生），以前国民党海
军军舰训练多是他负责的。张爱萍说，我请教
你，用什么方法，能不能尽快训练出这支海军，
让他们掌握海上航行、海上打仗的技能。最好
你有什么办法突击。又说，有些东西你不要跟
他们讲操作原理，你只要告诉操作方法，先学操
作技术，以后进一步再学原理。比如说电，原理
讲起来很深奥，但是我们现在不学原理，你只要
教会大家开关就行，一开来电亮了，再一关电就
没了，灯也熄了。就用这个简单实用的办法，短
时间里把这些新海军训练出来行不行？不是半
年学文化、半年学技术，一年才学会，而是要在
两个月内，学会岗位操作技术，这样年底以前我
们好上舰，先掌握操纵技术，以后再逐步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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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扬婉兮
隽美清淡的纹饰，品质的娟秀与细腻，在釉色
里流痕出悠远的雅意。器物匠心，窑烧里千年
的秘密，如时光深处的等候，倾心相见。面前
的圆镜、水注、盖罐，古意玲珑，巧夺天工，久伫
而欢喜，与物相对，传一份无言的默契。包装
等候时，见一东北大姐猫身在整理她选好的坛
坛 罐 罐 ，回 头 问 我 是 哪 里 的 ，说 再 远 都 可 邮
寄。想起去年回程时，往回寄的大箱子除外，
随身又带回几件，恨不得双脚都派上用场。初
夏时又心心念念想觅一口青瓷大圆缸，养上荷
花，放在窗下清凉身心。往年送出去的花瓶，
听朋友讲其中的一个落地窑变釉，多次被她母
亲 相 中 ，说 空 摆 着 看 浪 费 ，打 算 讨 去 放 腌 咸
蛋。也想起原先家中，父亲拿一个年代久远的
青铜摆件当了烟灰缸，忍不住想笑，摆设和实
用，各人眼中各有价值究竟，都有各自好处，我
其实喜欢性情中无欲而小沉迷的可爱。雨停
了，三五个小摊摆在路旁兜售瓷具，看得出是
大学生创业作品，其中一个薄瓷手绘茶盏，底
部印着丁酉盛夏的字样。初夏微风轻拂，不急
切，才有古老凉意归心沉静，历练方可蜕变，成
色成就，如玉坚贞。雨停了，黄昏的色调给陶
溪川的古老气息和现代氛围添了一息宁和，音
乐厅内远远传来正在排练的零落的摇滚乐声，
今晚的陶溪川将是热闹的。
坐车在城中游逛，途经景德镇繁华地段，
名品商城设在沿街的老建筑中，气味古朴，街
路的灯柱全由青花陶瓷制成，旧时气息穿过香
樟树叶迎面而来。后经莲社北路，一条小径蜿
蜒而上，梧桐光影落地，这是高端陶瓷市场所
在，想象中十分期待。设院的老教授，爱去古
窑厂拾那些陶瓷碎片，于我也是深深的吸引。
于器物中久久注视，古风荡漾，静谧气息贯穿
身心。一片瓷纹背后，即是一则久远的往事，
一则则往事，串联在时间的长河。走过这古老
的城，倾心的涟漪一波一波，合着梅雨的点滴，
坠入城池风物。
告别瓷都古镇，往婺源，池中的荷花开了，
凉意拂人。水墨小城，一曲江水，半城翠色，并
未去景点，
打着伞，
沿着星江河畔闲行在古城的
雨中。

书籍节选

永恒的军魂
黄胜天（口述）

这幽所专注创作，
也是一份清福。绕出院落，
两
街面有店家忙着摆设开张，楼内是大学生创业
之所，挨家走过，看尚且稚嫩的成品、挂饰、摆
件，或碗碟之类，想起学飞的鸟儿，逐渐丰满的
羽翼，
生动无畏。小店中遇心怡器物，
如儿时草
丛里见玻璃弹珠，趣味瞬间提起来。梅雨落得
湿哒哒，拎着宝物，心头喜滋滋。酒鬼爱酒，垂
钓的人总爱收藏鱼竿，
适时取悦自己，
是件幸福
的美事。
午后步去陶溪川，沿路积水，公交停运，陶
溪川入口除标识外，还有一幅当夜民谣音乐会
的广告，
学生爱校园民谣，
如我们那时爱唱罗大
佑。陶溪川是路旁的一方公共空间，由原先的
陶瓷厂改建成的传统文艺区域。拾阶而上，草
坪如茵，巨幅墙面上，是手绘的《星空》，古老而
宁静的文化气息丝丝缕缕伴着微雨落入身心。
高耸的烟囱，苏式风格的老厂房，锯齿状的屋
檐，
映在静谧的池塘。一面是青灰色窑的砖墙，
间以流水小桥，
有江南园林的微风拂面，
与陶瓷
的古典意趣相融。梧桐下的门店，
“云弥”
“嘉木
烧”
“拙青”
“文心素器”……都是好听的名，
器物
的陈列中，
传递着古老和新生的神奇；
另一面柔
暖色系的砖墙，
除经营各异的店铺之外，
还有一
个展厅，
陶溪川美术馆坐落于此，
陶大毕业展刚
过，又逢央美有设计展出，出入年轻的身影，让
这方区域呈现生机。
九零年代，家中摆设的各类花瓶、台灯、四
美人屏风、居家餐具，均是景瓷。说起景德镇，
人人皆知有陶瓷。以白瓷最先著称的景瓷名
品，到宋代典雅精秀的影青瓷，再到元代的青
花瓷和釉里红瓷，明永乐的玲珑瓷，官窑到清
三代达到鼎盛期，粉彩的烧制在雍正年间工艺
成就极致。
《景德镇陶录》有述：
“ 公深谙土脉、
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
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
萃 工 呈 能 ，无 不 盛 备 …… 窑 至 此 ，集 大 成
矣！”。而民窑中的纹饰图案集民间的情趣富
于生动，创作来源于生活，现代陶瓷的制作，在
传统思维上更多自由想象空间，艺术、生活和
古典现代巧妙融入，呈现另一种典雅，也是陶
瓷文化生生不息的延续。在展厅内逗留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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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节，
江南梅雨。
烟雨季，
在火车上看山色，
是美事一桩。雨
下得最猛的时候，我已辗转在婺源至景德古镇
的高速上。动车过义乌站，
山色就开始绵延，
雨
将落未落，乌云薄薄在低空飘，水汽团成了雾，
陌上零星开着白花，
远山的苍翠已被笼罩，
云团
翻卷，
峰峦若隐。坐前排座位，
很容易走到廊道
的门旁，
透过窗玻璃，
在那一方静默更自由的小
天地中独享视野。
遇见一个七岁女孩，
梳两条小辫，
悄然站我
身旁，蹲下身去与她交换姓名。她说是第一次
看山，未经世事的眼，清澈天真。一路上相伴，
看山看云，
过山洞，
说心里话，
身侧的镜中，
映照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在玉山南站停靠时，一起
到站台放风，在云山前为她们母女拍照留影。
孩子牵我手，
伸展手臂走路，
像极了天使。婺源
站分别，
惜别之意在空间流转。遇见一程，
人与
青山同好。
走杭瑞高速，
暴雨倾盆，
我安于山间云雾的
迷离，感觉甚幸运。列子御风而行，身心一念，
洒然自若。而我一路青山为伴，半日已转过各
路云山，
如何不似神仙！看水雾中梯田错落，
衬
着黑瓦白墙的小山村，
缥缈如晕开的水墨，
时浓
时淡的绿意在车窗外无尽延伸。
雨中去陶大，
翠湖中莲池寂静。去年此时，
曾绕着昼开暮合的睡莲散步，午后听林深处响
亮的蝉鸣，
凌晨三点到后阳台看高远的星空，
群
山压压，万籁俱寂，黎明前的幽暗，让人神识奇
异，
不知身在何夕。而雨里青山则是别样滋味，
站在设院的山麓远眺，校园被环绕在烟峦叠嶂
的氛围中。简餐后去往客栈，
途中街市积水，
想
起儿时雨后的弄堂。
一夜大雨。清晨，
雨仍在淅沥，
窗外传来卖
粥人的叫卖声。撑伞去瓷厂闲逛，沿街的门店
都还没开张，陶瓷雕塑厂牌楼前停着卖粥人的
小摊。雨霏微，
跨上台阶往清净处，
古镇气息合
器物之美，拙朴抑或秀雅，营造一份静的空间。
樟桂散着叶子的清香，荷叶上擎着顽皮滚动的
水珠，小窗内传出哝哝语声，生意合着契缘，或
人或物，
恰到好处。踏着方砖走入独院，
苔痕斑
驳，门扉半掩，榴花几朵照着老式门院，想来在

山西记事

在我从事军事高端（野战军和各军间）敌我
绝密指挥系统收发的三年中，从华中到华东，十
六个纵队（相当于军级）及一二十个直属单位，
没有出纰漏，通讯兵们也没有丢失过文件，记两
次三等功。到 1948 年淮海战役前夕，任作战参
谋，管海军情报。
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负了伤，到苏联去
治病，后来他认为自己伤愈离院回国。1949 年
初，因为要成立海军，毛主席就任命张爱萍当
海军司令员，又从华东三野司令部直属部队调
些人来。那时候，已是作战参谋的我，跟着张
爱萍来到海军，成了海军参谋。我是中国人民
海军初创的参与者之一，也是目前健在的见证
者之一。
1949 年 4 月，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我地
下党一直在做国民党海军的工作，林遵将军就
是国民党海军舰队起义的关键人物。林遵的起
义使得解放军渡江非常顺利，大大化解了空前
的渡江战役决战，缩短了解放战争进程。也促
使了中国人民海军比预计时间突然提早成立
了。1949 年 4 月 23 日，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中国
人民海军宣告成立。
初建海军，部队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国
民党起义海军将领一开始就不服我们，他们说
“你们不要管我的部队”。这当然由不得他们，
张爱萍接管了。
本来觉得人民海军建立应该没有什么大困
难，再说张爱萍能力很强，但哪里知道，当时国
民党撤退的时候，舰艇能弄走的全弄走，弄不走
的就破坏掉，轰炸沉没，小艇没有什么用，出不
了海。怎么办？张爱萍用的起义部队的第二舰
队等军舰也先后被炸掉了。
张爱萍非常了不起。当时人民海军船少，
张爱萍就一人深入基层召集海军专家学习研
究，因为“要在当年前后解放台湾”，时间又非常
紧迫，所以最后是想了几个办法。一是找废旧
军舰，张爱萍把所有旧的军舰，能修的都找来，
自沉的打捞起来，又找来懂得修船的原国民党
海军专家，这位专家一看便知：哪条舰可以修、
哪条舰不能修，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当时，黄
浦江里还有三艘舰，都发黄锈了，都认为那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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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南

我才知道吃冰棍儿是可以像下馆子吃饭一样
正正规规地坐在方桌前慢慢吃的。其实，在这
里真吃冰棍儿的很少，大家都用扁扁的两头圆
的小木板刮小纸杯里的冰淇淋球，还有用可乐
瓶那样的玻璃瓶现拷酸梅汤和橘子汽水，而且
玻璃瓶里还插着白色的长吸管。我一边四顾
心里一边感叹，挪到半面墙大的窗口下，两只
巨大的冷柜在那里发出低沉的颤抖。柜台里
面一个又高又大的胖胖的师傅白衣白帽地伸
出头来：
“要什么？”哇，问我“要什么”！要什么
呢？估计弟弟的眼珠子早就掉进冷柜开着的
那道看不见底的缝里去了，大师傅没等我想好
就哗地拉开巨大巨厚的不锈钢冷柜盖子，用一
个非常正规的不锈钢的带夹钳的冰淇淋勺挖
了一勺乳白色的冰淇淋，轻巧地扣在小纸杯
里，正好是一个完美的圆球。哇！我和弟弟都
惊喜地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弟弟乐颠颠地双
手捧着小纸杯，我细心地从柜台上的纸盒里拿
了两个小木板，我们居然都忘记了应该也和
“那些个待业青年”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坐在白
色的小方桌前慢慢享用，而是怀着忘情的喜
悦，相跟着走出了北冰洋的大门。
那个冰淇淋的味道其实我已经忘记了，我
只记得心里暗暗想过，什么时候再去就要买用
玻璃瓶现拷的酸梅汤和橘子汽水，坐在小方桌
前，用白色的长吸管慢慢吸。可是，我再也没
有去过北冰洋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北
冰洋冷饮店消失了。它消失得那样毫无征兆
无声无息，就像铅笔画里被橡皮擦去的一块，
至今想起来都是疑问。

☞ 海军初创在白马庙

谢智君

海田夏收

我们县城中心是一座明代中期修建的鼓
楼，这座鼓楼的四周就是整个县城最繁华的地
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鼓楼正正的东北角，
开了一家冷饮店，店门上安装着县城里最大最
拉风的广告牌，这块长方形向内弧的广告牌和
现在的巨幕液晶广告牌完全是同一个等量级，
上面蓝色的海上溅起层层白浪，左边是一个金
发碧眼的美女微笑的侧脸，长长的的头发和海
浪向着同一个方向被看不见的风吹起来，右边
空阔的地方高低错落地停着 3 个顶着雪的大
字：北冰洋。是啦，这个北冰洋冷饮店就是这
么现代得让人仰视，每次远远看见它，都觉得
它美好得有点飘忽，离我又远又近。
这么美好的冷饮店虽然一直人满为患，可
是我却只进去过一次。那么多年轻的姑娘小
伙子们，成群结队地、三三两两地进进出出，他
们又青春又成熟，像一道道白光，笑着来来去
去。隔壁的伯伯鼻子一哼说：
“ 那些个待业青
年就喜欢那种地方。”待业青年，在那个时候这
可不是什么好词儿，作为小学生的我，瞬间生
出疑惧：这么美好的店原来是“那种地方”？这
么让人羡慕的大哥哥大姐姐原来是“那些个待
业青年”？啊喂，
哪里不对呢？
可是，我终于有一天抱着坚定的决心踏进
了北冰洋的门。我紧紧拉着馋嘴的弟弟胖乎
乎的小手，就像拿到了政府批文一样，理直气
壮地走了进去——谁还能不许给一个这么可
爱的小家伙买根冰棍儿吗？店里的空间呈 L
形，好像挺深，可是明亮干净，一股冷气从半面
墙大的窗口缓缓泻出来，舒服极了。一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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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以说新海军是政治基础，可靠，原海军是
技术，当老师，结对子，互帮互学。教、学双方共
同努力，改进方法，简化内容，集中解决困难，现
场教学等，终于在舰队改装同时，在以新海军
（陆军来的）为基础，团结改造原海军的方针下，
用共产党领导方法统率，终于成功按时训练成
了首批人民海军舰队和艇队，并且特别能战斗
的小艇打敌人大艇，出了名，陆军老大哥一开始
看不起小艇，对自己的小艇无信心，直到亲眼见
小艇撞击敌大艇，像陆军一样接敌近战，投手榴
弹、小包炸药、到冲上敌艇捉俘虏等，使陆军由
衷钦佩，从此，陆海军联合作战，深受欢迎。这
就是人民海军初创时的独特速成状况。也是只
有中国人民海军是如此特殊创建成功的。
我当时担任作战参谋，作战部门是灵魂部
门。当时我既当参谋又当张司令的“勤务员”。
开党委会，由我做记录；他外出时的事务，由我
做些先前安排。基本没有出岔子，所以张司令
对我的工作自己认为还是认可的。后来他去国
防科工委，又越过海军，通过总政把我调去，告
一段落后，
应我的坚决要求，
重回了海军。
许多知情人都说，中国人民海军舰队，是张
司令用超人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在根本没
有基础的情况下，空前快速于当年建成，实力已
大大超过当时台湾国民党海军。直到 1955 年，
再次决定解放台湾，毛泽东又启用了张爱萍，组
建了陆海空三军，计划首先解放一江山（浙江），
再解放福建金门，再解放台湾，取得全胜。由于
毛泽东发现一江山“三军联合作战”，决定暂缓
攻台，先搞三军“编组成现代化陆海空三军”。
后来又因中苏分裂，调张爱萍去调研（
“两弹一
星”工程，就此下马呢？还是自己干？中央也有
两种意见）。张爱萍去调研后提出：只要党中央
下决心，有全国人民全力支持，完全可以战胜困
难，1964 年按期炸响当年美帝投在日本广岛那
样的原子弹来。于是张爱萍又抓了国防科工
委，今天的“两弹一星”大事，事关全局，
“解放台
湾”任务就此暂时放了下来。而这支海军直至
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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