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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
去，观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
挖掘的是人文，滋养的是当代
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热爱
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
探寻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
吧！

● 稿 件 请 发 至 ：

qlwbxujing@sina.com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自问世以来，不仅以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幽默抒情的写作风格深受读
者的喜爱，而且以此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那么，《铁道游击队》这部红
色经典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刘知侠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
来回溯历史，追记刘知侠历时十年、三赴枣庄实地寻访铁道游击队战斗生活的传奇往事。

三次深入枣庄实地采访，历时10年方成书

刘知侠写《铁道游击队》背后
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3年英模会上接触
铁道游击队员

刘知侠与铁道游击队的首次
“亲密接触”缘于一次偶然的采访。
1943年夏，刘知侠任山东文协主办的
《山东文化》杂志副主编，参加山东
军区在莒南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
模范大会，会上他被铁道游击队的
短枪队中队长、甲级战斗英雄徐广
田的英雄事迹深深吸引，为此对他
做了专访。当时恰好游击队的政委
杜季伟也在附近的省党校学习，刘
知侠得知后多次找他采访。

刘知侠在英模会上通过对这两
个人的访谈，粗略地了解了铁道游
击队的英雄人物和一些抗敌事迹，
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战斗事迹深深
感染了刘知侠，英模大会后，他便迅
速整理材料，着手写关于铁道游击
队的章回体小说，不久，刘知侠草创
的《铁道队》小说在《山东文化》上连
载了两期。由于作品故事性
较强，富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强烈反
响。不久，刘知侠接到了铁道
游击队的来信，当时大队长
洪振海已经牺牲，新任大队
长刘金山、政委张洪义写了
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铁道游
击队中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还
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战事比较紧
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
加英模会。如果他能够到铁道游击
队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
间，对他们的战斗生活做多方面的
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1944年首次实地采访
铁道游击队

1944年春，刘知侠第一次来到鲁
南对铁道游击队进行实地采访，当
时，枣庄、临城还有敌人。刘知侠绕
道韩庄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登
上微山岛和铁道游击队里的英雄人
物生活在一起。刘知侠住在铁道游
击队的大队部，当时的大队长刘金
山，高个儿，和刘知侠很能谈得来，
见面后还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一支
轻型驳壳枪当做礼物送给了刘知侠。
他常常与游击队员们一起活动在津
浦和临枣铁路两侧。一有空闲，刘知
侠就向他们采访多年来在铁道线上
英勇歼敌的事迹，从大队干部到长枪
队和短枪队的队长及主要骨干队员，
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访问。

值得一提的是，铁道游击队中
的女英雄“芳林嫂”的人物原型就是
在临城南的六炉店、大庄、刘庙一带
走访中发现的。刘知侠得知铁道游
击队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牺牲在微
山湖畔黄埠庄附近的一块小高地
上，他亲自到那里去凭吊，俯视着曾
经洒满鲜血的这块土地，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后来，副大队长王志胜带

领他到枣庄火车站去看血染洋行的
旧址；到临枣支线的五孔桥，采访打
票车的战斗经过；又悄悄地到临城

南的古井村了解当年铁道游
击队员潜伏在这里，智毙鬼子
特务队长岗村和痛歼敌特务
队的情景；到沙沟和塘湖之间
黄庄那段铁路弯道的地方，了
解当年他们怎样把布车从列
车上卸下来，发动湖边人民群
众和长短枪队员，连夜向微山

湖运布，解决抱犊崮山区主力部队
的冬衣问题。

1946年再次创作性采访

1946年4月，刘知侠再次奔赴铁道
游击队所在地——— 枣庄，进行创作性
采访。此时的枣庄虽然日军已经完全
撤退，但以王继美为首的1000多名伪
军控制着“中兴煤矿公司”与我军作
对。王继美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挺
进军三十二纵队少将司令”，他不仅
不配合我军的工作，而且还殴打我方
谈判代表，拒不向我军投降。

鲁南军区经过研究决定全歼这
股顽匪，值得一提的是，刘知侠与铁
路局警卫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次攻打
中兴公司伪军的战斗，他随同部队
一边作战，一边深入战场采访。战斗
一打响，我军七师一部将东南围墙
炸开突进，一个连在炮火掩护下直
逼“电光楼”，经一夜激战，全歼王继
美部，枣庄遂宣告解放。这次战斗，
刘知侠不仅亲自参与，而且经受了
血与火的洗礼。

刘知侠第二次到铁道游击队活
动区域采访，历时半年多，足迹踏遍
枣庄和微山湖畔，找到昔日的铁道
游击队英雄，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战
斗，根据收集的材料开始创作《铁道
游击队》的初稿。作品最初是以传记
或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将铁道游
击队的真人真事如实地写出来，如
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
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在津浦

干线上打岗村。正当刘知侠准备倾
力投入创作时，解放战争打响了。铁
道游击队编入主力部队，他也奉命
奔赴前线，写作只好停下来。

1952年枣庄重温斗争
情形终成书

解放后，刘知侠在济南市文联
担任领导工作。1952年刘知侠请了一
年长假，准备完成创作《铁道游击
队》这部小说的夙愿。为了重温当年
铁道游击队以及整个抗战时期的斗
争情形，唤醒当年与铁道游击队共
同生活、参加战斗的激情和冲动，刘
知侠又找到了小说中人物李正、王
强、芳林嫂的原型——— 杜季伟、王志
胜、刘桂清等进行采访座谈。1952年
春，刘知侠又一次到枣庄、临城、微
山岛去寻访当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
战场——— 早已坍塌的洋行、打票车
的三孔桥等；又夜宿微山岛，访问了
这一带村庄的老百姓。乡亲们听说

“铁道游击队的人”又来了，像迎接
久别的亲人一样都围了上来，生动
形象地描述着当年铁道游击队在这
里奋勇杀敌的故事，一幅幅栩栩如
生的抗日战争画卷就这样在当地老
百姓的口中传颂着……

从枣庄回来后，刘知侠就开始
在济南大明湖畔进行创作。从1943年

“英模报告会”与铁道游击队英雄偶
然邂逅，让刘知侠萌生写作此书的
念头，三次深入枣庄等周边地区实
地采访，到最后成书，历时10年，真
可谓十年磨一剑。这部小说在出版
前也曾遇到曲折，有的编辑说，这不
是文艺作品，只是堆积了一些战争
素材，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部好
作品，应该立即出版。经过一番周
折，1954年1月，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
版，发行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
震撼，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
再版。到现在，《铁道游击队》这部红
色经典小说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
文字，印数超过了400万本。

□李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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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念松
趵突泉三股水，自然是三个泉眼(地

质裂隙为两个，北裂隙又分出一支)，但
是在80年前，趵突泉水脉上却同时存在
过11个泉眼。

老舍曾在《趵突泉的欣赏》里说道：
“新近为增加河水的水量，又下了六根
铁管，做成六个泉眼，水流得也很旺，但
是我还是爱那原来的三个。”(1932年8月

《华年》第1卷第17期)很多人看了这段心
生疑问，怎么会有六个泉眼？其实老舍
这里写的是九个泉眼：趵突泉的三个泉
眼，外加六个铁管引出的人工泉眼。

1931年，当时的山东省建设厅为了
加大河道水量，在来鹤桥的东西两侧各
开凿了三个涌水口，桥西泉眼东西向一
字排开，桥东泉眼西北向呈品字排列。
来鹤桥两侧六个泉眼，加上趵突泉的三
个泉眼总共九个。1934年，趵突泉水厂又
在泉池附近开凿了两口取水井，分别深
9 . 7米、13 . 3米,只不过水厂的两个水眼平

时看不见。为了观测管道压力，趵突泉
泉眼附近的西取水井管道上连着一个
铜蛤蟆，上开两个小孔作喷泉，成为当
时一景。1934年开凿的两眼取水井，加上
1931年已经存在的九个泉眼，一共是11

个泉眼。
1937年，日军南侵，韩复榘撤离时破

坏了自来水厂，西取水井暴露在外。因
取水井的涌水量比趵突泉大数倍，引来
众人争相观看。因为泉眼过多影响趵突
泉的喷涌，1940年以后填埋了趵突泉泉
池内的西侧三眼人工泉，建国后又封堵
了趵突泉水厂的两个取水井。来鹤桥东
侧的三个泉眼，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
直作为济南一处名胜景观，其中涌水量
较大的一泉解放后仍频频出现在画报
及风景照片上，在1964年趵突泉公园整
修时封堵。大家现在去趵突泉游玩，尚
能看到来鹤桥东侧的泉池中的三块湖
石，那是东侧三眼人工泉的旧迹，地下
水位高时铁管口仍能隐隐泛出水纹。

趵
突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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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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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照片为1938年底的趵突泉泉池，照片上有七个泉眼，三个泉眼为
来鹤桥西侧的人工泉，中心喷涌最大的是自来水厂西取水井，再远处
石碑附近才是真正的趵突泉，因水势较弱已近乎不见。

刘知侠与铁道游击队队员们合影(后排左三)

【名人印记】

弘扬传统 关怀当下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征文启事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第一
环境，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特别
注重家教、家孝以及家训的养
成和传承。“家教”意味着父母
长辈对子女儿孙的教育，是一
种自上而下的关爱和引导，家
孝则是儿女小辈对父母长辈
的尊敬和赡养，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回报和感恩。不管是家教
还是家孝，一个家庭有一个家
庭的理念意识和行为方式，优
秀的家教和家孝代代相传，就
会成为引领一个家庭或者一
个家族不断向上的家文化。

家教和家孝有千百种，随
着时代的进步，中国人的家文
化也在与时俱进。但不管世事
如何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其中传承的核心要义，正
直善良、节俭勤劳、礼让谦恭、
仁爱诚信、孝顺忠厚、勤奋向
上等等，都应该成为家庭中言
传身教的道德共识。请您从自
己的身边事说起，以讲故事的
形式，与读者一起感悟传统文
化在自己或他人成长、发展中
的影响和意义。征文来稿可长
可短。

投稿信箱：qlwbjia@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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