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战时期，军阀混战，也是土匪猖獗之
时。三五十人一帮，百十余人一队，扛着土
枪、土炮到各村庄牵牲口、抢粮食、拉户头、
逼钱财，整日闹得老百姓人心惶惶，鸡犬不
宁。

后来农民群众在万振海、曹玉山、杨世
伦、范贵起等几个血性男儿的串联下，把虞城
（今利民镇）县城周围的村庄的农民自发的组
织起来，成立一个联庄会。联庄会大约五百余
人，开始以乔庄为聚集点，农忙时，各自回村
收种庄稼，农闲时，互相联合聚在一起，扛着
自家的土枪、土炮（猎枪）学瞄准、学打靶。
联庄会会长万振海等人又请来了十几名铁匠、
小炉匠在乔庄生火打铁，制造一些大刀、长
矛等。天天聚在一起学打拳、摔跤、练拼杀，
只要哪个村庄遭受土匪抢劫，听到消息，全队
人马立即出动围剿土匪。后来联庄会改名为红
枪会。长矛枪头上带有红缨穗子，大刀刀把子
上系着一块长条红绸布。红枪会下设长枪队
（猎枪）、短枪队（自制单打一炔把手枪）、大
刀队（大刀片）、长矛队（铁矛），各村庄农民
聚在一起，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从此，小股
土匪不敢轻易在虞城（利民镇）周围一带抢劫
了。

1938年 4月，日本侵略军第一次攻打虞城
（利民镇），打开县城后，没有驻军就撤出县
城，向西追赶国民党抗日联军去了。后来，国
民党县长蔡洪范拉起一支队伍，起名叫豫东抗
日游击队，以黄河故道北岸李集寨为根据地。
蔡洪范为保护虞城，就同马牧集的抗日游击队
宋克宾联系，让宋克宾百十余人的队伍驻进县
城，保护城内治安。是年 6月，日本侵略军从

县城南关第二次攻打虞城。因日本侵略军炮火
猛烈，宋克宾部队抵抗不住日军来犯，就从北
城门撤出县城，到黄河故道北岸与李集寨蔡洪
范部队汇合。日本鬼子第二次攻打县城也没有
停留，就从西关撤出县城向山东青固集开去。
虞城县城又成了一座空城。

1938年 9月的一天中午，上级党组织派来
的地下工作者李富春，身着便服来到虞城县城
（今利民镇），他先认识了城里北大街的刘景运
和唐胜友。李富春委托刘、唐二人找到了红枪
会的万振海、曹玉山等人，第二天晚上，李富
春同红枪会的几位同志在城隍庙里开了个会
议，李富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上级派来虞城
任县长的，让他带领群众共同抗日，接着，他
向大家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当天夜里，李
富春就跟万振海等人回到乔庄。后来，为了更
好的开展敌后工作，经李富春同万振海等人研
究，决定把红枪会转移到故道北岸的大王庄，
计划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

是年10月，驻归德日军又派李三甲、周志
刚带领一支维持会大约 200人驻进虞城县城。
虞城自从来了维持会以后，四关城门轮流开
关，每天只开两个城门。时不时地还有从归德
来的日本军巡逻队，骑着摩托车在县城里大街

上转一圈就跑了。维持会在日本鬼子的支持
下，更加猖狂的欺压老百姓，他们不但向城内
和乡下的老百姓抢粮要钱，还到处抓壮丁，逼
得老百姓背井离乡。在虞城民间流传着一首顺
口溜：维持会、维持会，都是日本汉奸队，抓
人要粮还要钱，逼得百姓家难归……

据说红枪会里开始有人在宣传宗教迷信、
装神弄鬼，骗哄会员。教大家念法术、练气
功、烧香磕头，说什么练成真身枪打不死，刀
砍不亡，以法术神力来保护自己的生命。红枪
会有个叫祝二的年轻小伙，一次在围剿土匪
时，土匪被打的抱头鼠窜，已经跑进一个寨子
里，这时红枪会决定停止追击，谁知祝二不听
指挥，口念法术，还在一个劲的追赶，他刚追
到寨子墙外时，突然从路旁的荫条棵里飞出一
颗子弹，只听“叭”的一声，祝二一头栽倒地
上，丧失了年轻的生命。

后来，李富春县长经常召集大家学习文
化，开演讲会，破除迷信，讲革命大道理。还
把红枪会编成大队、中队、小队，教给队员们
练习刺杀、学习军事，使红枪会队员慢慢地懂
得了革命的大道理。

县城里自从来了维持会后，在大街上，三
天两头出现一群土豪劣绅的老头儿各自举着日

本小白旗，嘴里不停的喊：欢迎日本皇军，拥
护维持会政府……他们在维持会的操纵下，整
天在大街上喊亲日口号，卖国求荣，为虎作
伥。地下县长李富春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生
气，决定来个“武装请客”。

腊月的一天中午，县长李富春带领十几名
年轻力壮的队员，混进县城。按照县城内线提
供的人员名单和地址，一个一个把这些老头儿
用短枪逼着他们走进东街一家饭店里，周围站
着七八名红枪会队员“保护”着他们。县长李
富春给他们定了一桌酒席，让他们边吃边喝。
就在这档儿，李富春严肃的问：“你们是不是
中国人？”这帮老头儿连连点头。李富春又
问：“你们是中国人，为啥天天在大街上喊欢
迎日本皇军？”这帮老头儿自知理亏，个个低
头不语。紧接着李富春向他们讲了一阵团结抗
日，不当亡国奴的大道理，最后，李富春向他
们提出三条要求：第一，从今日起不再搞亲日
害民活动，坑害老百姓者，捉！第二，不许向
小鬼子、维持会密报红枪会的活动情况，泄露
军密者，杀！第三，要及时向红枪会报告日军
何时来虞城的情况，有利于抗日者，奖！李县
长说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他指点着
本子说：“你们的名单都在这里头写着哩，以

后谁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就给他画道红
杠，红杠多了，奖！谁要是再继续当汉奸，欺
压老百姓做坏事，就给他画道黑杠，黑杠多了
罚，罪大恶极者，枪毙！”打那次红枪会“武
装请客”后，城里那些土豪劣绅老头儿暂时老
实好多。

1939年 3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在县长李
富春领导的红枪会的配合下，攻打虞城县城
（今利民镇）。八路军部队攻打东门和南门，红
枪会攻打北门和西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
八路军只打三炮，大汉奸维持会会长周志刚便
带500人马缴枪投降。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三大队在虞城县城只住
了一天就撤走了。县长李富春马上组织红枪会
的各中队长召开会议，根据部队首长刘仲英的
指示精神，进行整编队伍，把红枪会改名为抗
日联防大队。由李富春任大队长，由八路军派
来的延安抗大学生郭英任政委，万振海任一中
队队长，杨世伦任二中队队长，曹玉山任三中
队队长。

虞城县抗日联防大队成立后，大队部就设
在县城西大街刘家大院内，城内只留一个特工
小队，第一中队驻守西关，第二中队驻守北
关，第三中队驻守城外乔庄一带。抗日联防大
队又从中队里挑选出几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组成一个骨干小组，经常到联防村帮助群众开
展减租减息斗争，还组织20多名身强力壮的年
轻队员组成一个帮扶分队，到农村帮助群众收
割庄稼。李富春等领导还经常到贫困群众家中
问寒问暖，尤其是对参加八路军的家属户常去
看望，虞城一带的人民总算过上了清贫安静的
日子。

虞 城 红 枪 会
□ 南秀山 张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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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一、黄河与商丘的历史探源
殷商时期始到明清乃至当代，黄河与商

丘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关注黄河，不能不
关注黄河流经的城市和历史变迁，以及黄河
带给它所流经的城市的伤痕亦或兴盛，黄河
对其所流经的城市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比如
对城市气质、历史、水利、生态、农业、文化等
诸多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尤其是深受其改道
变迁频繁之苦的黄河下游区域，城市的发展
变迁尤为凸显。

黄河是一条河道变迁无常的河流，河道
迁改带来的灾祸不亚于战争，而它决徙的地
点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下游。据记载，几千年
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 1500多次，较大的改
道有 26 次，其中特别重大的改道发生过 6
次。河道摆动的范围，遍及整个黄淮平原，北
抵海河，南达淮河，甚至波及淮河南岸的苏北
地区，在这片方圆 2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到处留下了黄河振荡的痕迹。

战国末年（公元前 360年）兴修鸿沟，串
联睢水，古黄河和古睢水连通有了交集。鸿
沟是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
彼时黄河被称为“浊水”。从这个意义上看，
黄河是睢水的重要源头，睢水附近曾孕育了
水族（睢水音节相近，以水代睢，后来水族南
迁，至今仍活跃于贵州黔南一带）,水族与中
原文化的渊源足以说明，中华民族一家亲，宗
族纽带关系有时候就是靠简单信仰图腾来维
系，睢水俨然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

隋朝的通济渠，以开封陈留镇到商丘虞
城县谷熟镇段的睢水河道为通济渠西段，金
元以后黄河南灌，故道逐渐被湮没。直到
1629年黄河决溢，睢水故道遂湮。

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决塞，
河道发生比较明显变化。当时黄河在李固渡
（今河南省滑县西南）附近溃决，冲出一条新
的河道，即由李固渡向东南流经今长垣东北、
东明南、定陶西、曹县南、虞城东北、砀山北、
萧县北，绕经徐州与旧有河道汇合，东南经今
邳县西南汇入淮水。这一时期，黄河河道变
迁频繁，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黄河经
兰考，过睢县由睢水夺宿迁入淮。当时，蒙古
军围攻金朝的归德（今商丘附近）。金人困守
危城，人心惶惶，为确保城池，金人曾计划在
凤池口（今商丘西北22华里处）扒开河堤，放
水护城。蒙古军大军压城，金人无人突围成
功施行放水护城计划。然蒙古军队也想到河
水灌城的破城之策，便挖开凤池口，滔滔黄河
水从归德西北倾泻而下，由于城高，河水并未
灌入城内，而是绕城而过，在归德西南流入濉
水，夺濉入泗，最后，归德城因决出的黄河水
作为屏蔽而保全下来。此次人为决河，在黄
河变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它促使黄
河第一次走入了濉河河道，使黄河河道的摆
动范围超出泗水，进一步移向西南。这也是
黄河与归德城（今商丘）的历史链接，同时佐
证了归德城天然城池的坚固。

1234年，南宋与蒙古南侵军交战，蒙古
南侵者决河伎俩再现，此次决河口在开封以
北 20 多华里的寸金淀。河决水南流，经封
丘、开封到杞县，分成三股岔流，其中一支经
濉河旧道东流，过睢县南、谷熟镇、会亭镇南
等地，至永城北进入汴河故道，流向东南，经
宿州、灵璧、泗县等地，最后汇入淮河。

1286年十月，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
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等15处决口，决
口地点几乎布满了黄河下游夺淮以前的各段
河道。

1297年，黄河在杞县蒲口决口，经商丘、
夏邑境内，过徐州入泗水再转入淮河。此时，
黄河下游河道又出现北移趋势，河道北徙带
来了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的灾难。

1351年，元代著名河防大臣、水利学家
贾鲁负责主持治河工程，针对当时“黄河决
溢，千里蒙害，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百姓
已其毒”，沿河人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的凄
惨局面，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

使，开始了黄河治理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
他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策略，重新固定下
游河道，一方面堵塞北流河道，另一方面疏浚
河道，修补了一百多处堤岸，拯救万民于洪水
之中。新的河道大体经过今封丘南、开封北，
穿东明、兰考之间，绕商丘北、虞城南，流经夏
邑、砀山之间，东经萧县北，在徐州入泗水，最
后入淮河。这条河道特点是对河道的深广和
堤岸的高地宽狭有统一标准，工程建制完备，
人们也把这条河道称为“贾鲁河”。

1416年，开封附近的河道决口，东南流
经杞县、睢县、柘城汇入涡河。

1489年，黄河下游河道在原武至开封间
出现多处决口，北决的正流东经今原阳、封
丘、开封、兰考、商丘等地，东趋徐州入运河。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
口，洪水先向西北冲淹封丘、祥符各县，又向
东流溢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为多股
支流，这次改道结束了黄河由淮入海的历史，
黄河下游河道转向东北流，注入渤海，恢复北
宋以前的流向。

“安史之乱”睢阳城将士守城有功，江淮
屏障保护了南方的稳定，但也是唐朝南北经
济的分水岭，尤其是宋室南迁后，北方经济渐
渐不如南方，由于失去了经济依托，黄河流域
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也要依托漕运
来支撑，黄河与大运河产生交集，黄河水曾起
到重要的补给来维持航道运行，商丘是隋唐
大运河的节点城市,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长约
200公里,在隋唐至南宋初期繁盛一时,至宋
室南迁江南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逐日萧条,
今商丘南关码头遗址(隋唐大运河商丘码头
遗址)为中国大运河考古首次也是唯一发现
的城市河岸,堪比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
图》所描绘的场景,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申遗成
功后,这也是商丘与世界对话的文化依托,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作为交通枢纽，还是作
为北宋黄河流域城市群的一员，商丘因其天
然地利禀赋而又与黄河、大运河发生有重要
交汇，故而，商丘的河流水系迁徙也有着重要
的历史研究价值。

睢水，亦濉河，中国古代著名河流，也是
与黄河发生联系的一条大河。《水经注》载，

“睢水向东流经南亳，即商汤所都。睢水又东
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以嗣
殷后，为宋都也。”睢水与黄河改道也发生了
时空的交汇，无论商汤还是微子启都在睢水
附近建都，这与因水而城生有必然联系，也再
次说明，古都商丘的历史因水而兴，又因水而
迁徙的辩证关系。

殷商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在黄河
中下游地区。殷商文明代表了黄河流域的文
明发达程度，可以说中华文明正是在殷商文
明基础之上逐步走向辉煌，而豫东之商丘，被
称为“殷商之源”，拥有璀璨的东方思想智慧
大家，万世之师孔子、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墨
子、名家惠施皆诞生于以商丘为核心的方圆
两百公里的圣人文化圈。因此，商丘在华夏
文明史上的源头地位不容忽视，商丘也无疑处
于华夏文明核心区，商丘历史名人对黄河文化
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黄河下游影响有一定关
系，黄河、城市、城市文明有着密切联系。

二、商丘黄河故道是黄河文化的组成部
分

黄河与长江，一北一南，都是中国文明之
源，华夏之根。黄河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
样。黄河治理文化、黄河生态文化、黄河历史
文化、黄河名胜文化、黄河故事传说、黄河科
学技术文化、黄河文学艺术等都属于黄河文
化大类。民俗、服饰、饮食、建筑、宗教、军事、
农耕、考古等属于黄河文化的具体细分。而
秦陇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齐
鲁文化，是黄河文化与所流经的区域文化相
互交融的结果，也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黄
河文化的研究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视域，无论
哪一种角度，都具有较大的价值。很明显，黄
河故道可以说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

维度都可以找到其作为黄河文化一部分的价
值支撑点。

一般而言，黄河曾经流经的河床及其所
遗留下来的故有河道，皆可称为黄河故道。
目前，学界和民间所称的黄河故道特指位于
今黄河河床以南、淮海流域北部、1855年黄
河北徙前夕、河南兰考以下至入海口的黄河
故道。这段故道又被称为“废黄河”“淤黄河”

“故黄河”。也可以说，黄河故道也是研究黄
河河床、河道、水文、文化、历史的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黄河故道西起兰考县东坝头，东至江苏
省滨河县海滨港镇入海口，流经开封、商丘、
菏泽、淮北、徐州、宿迁、淮安、盐城，总长度为
775公里。故道横卧黄淮平原，和郑徐高铁
几乎并行，跨四省八市，域内总人口 2600多
万，农业人口将近2000万，蕴含丰富的资源，
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系黄河流域具有国家
级意义的区域生态带、经济带、文化带。而商
丘 930万人口的城市，占黄河故道沿线城市
群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商丘亦是粮食重要
产区，故而商丘黄河故道的研究价值不容小
觑。

黄河流域农田水利特点之一是放水淤
田，由于黄河干支流从黄河上游冲下富含有
机质的泥沙，中下游可以把泥沙沉淤到预定
的田地，改善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粮食
产量。黄淮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下游淤泥
冲积而成，所以，黄河故道沿线城市基本是黄
淮平原重要农产区。

商丘明清黄河故道西起民权县野岗乡温
庄村，东至虞城县张集镇豫皖交界处，全长
146公里，自西向东横贯民权县、梁园区、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虞城县，流域面积 1408
平方公里，原有113万亩沙化土地，沿途有任
庄、林七、吴屯、郑阁、马楼、石庄、王安庄7座
水库，是商丘市风沙危害的主要源头。

民权县是一座北望黄河的小城，拥有故
道万亩沃土，民权葡萄老藤的历史也经受了
黄河、风沙的洗礼，这样的葡萄是上天的恩
赐，民权葡萄酒历史上辉煌过，产有红极一时
的“长城”葡萄酒，由于商业原因错失商标权，
但这并没有阻挡民权红酒前进的脚步，近年
来，民权红酒再度发力，冷谷红等品牌成为悦
享人生的佳酿，民权红酒因独特的产地，逐步
成为河南区域知名品牌，为黄河故道饮酒文
化增添几分中庸之道。

虞城县的田庙乡、乔集乡、张集镇都属于
商丘黄河故道腹地，植有大量经济果木，盛产
苹果、梨子、桃等畅销水果，此区域也是豫东
最大的果林之乡，虞城红富士“个大红润”“汁
多甜脆”，广受市场赞誉，这无疑得益于黄河
故道周边土壤肥力，所以，虞城红富士也具有
较高的品牌价值。

民权申甘林带、商丘国家森林公园都是
黄河故道生态屏障，固沙涵氧，天然生态，既
是治沙防风的结果，也是对黄河故道的一种
重要保护举措。这里面又蕴含着商丘几代人
对黄河故道风沙治理的心血和汗水，它们无
疑是黄河治理文化一个重要方面。

固堤放淤是明清治黄史的主要方略，潘
季驯治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主张通
过堤防束紧河水，通过完备的堤防体制，实现
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意图，为治理黄害开辟
一条蹊径。因此，明清黄河故道大堤是治黄
见证，至今黄河故道沿线城市可见故道大堤，
而商丘黄河故道沿线大堤仍有完好遗存。这
也彰显了黄河故道在黄河治理文化历史上的
价值。

无论是果乡林带，还是水库，故道大堤，
无不蕴含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它们是黄河治
理文化、黄河农业文化、黄河生态文化、黄河
历史文化、黄河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的合集，
所以，商丘黄河故道在黄河文化中具有一定
的价值，研究黄河文化，黄河故道不可缺，商
丘黄河故道亦然。

三、商丘黄河故道边上的古都城

黄河下游曾存在许多湖泊，由于黄河泛
滥，把大量泥沙淤积到这些湖泊当中，湖泊渐
次堰塞，最终被淤为平地。“利民”一词最早出
于《商君书·去强》：古代指工商业者；有利于
民。水乃万物之源，利民镇是“上古九泽”孟
诸泽水域重地。孟诸泽是位于商丘、虞城北
面的面积较大的一个湖泊，唐代，孟诸泽周围
约 50多华里，一度为几大泽之首，宋代以后
逐步淤平。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大约四千多
年前，在黄河下游居住着很多氏族部落，当
时，人们定居的位置选择在河流湖泊不远也
不太靠近的地方。舜先前是虞部落的首领，
被称为“虞舜”，其子义均封于商（今虞城），是
谓商均，他继承有虞氏之号后，将封地“商”改
为“虞国”，建都虞城（今利民），商均便成为夏
朝虞国开国之君，商均其实也是协助大禹治
水有功之人，在《尚书》中有载，商均说“羿的
射箭技术高明，就负责射太阳，我和禹负责治
理洪水。”今有商均墓祠坐落于利民古城，墓
冢的高台就是后人祭奠商均，感恩商均功德
的见证。所以，虞城四千年历史的渊源，要从
商均计起。

少康是夏的第六代天子，少康中兴是少
康中兴夏朝，复兴夏朝的励志典范，他逃过了
敌人的追杀，逃奔有虞氏，做了庖正（掌管餐
饮，发明了酿酒术），有虞国之君虞思（商均儿
子）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少康忍辱负重最终
逆袭，建都纶邑（又称纶城，为有虞部落活动
区域，少康投奔的有虞和他受封的纶均在虞
城利民），他勤政爱民，精于农业水利，出现了
夏中兴的局势。

公元前 1600年，商汤灭夏都亳，建立中
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商朝，
商汤的宰相伊尹是一位治国理政的大臣，还
是烹饪界的鼻祖，他跟随商汤，辅佐商汤，用
五味调和原理阐释治国理念，伊尹辅佐商汤
的故事一度成为美谈。从商丘与黄河之间的
历史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商汤都亳，应该是
距离黄河不近不远的区域（一说在今虞城县
谷熟镇一带），包括后来黄河改道流经商丘的
变迁图也可以看出端倪，商汤之商朝无愧于
黄河边的第一古都，而亳地属于商丘的版图，
殷商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由此而生。

商均封地和少康建都地均在虞国（今利
民），岁月变迁，利民曾是虞城县府所在地，被
称为虞城老城，据县志记载，1954年，南谷熟
县与北虞城县合并为新的虞城县，虞城县城
所在地由利民镇迁到马牧集（今虞城县城），
虞城县的名称有1400多年之久，与四千多年
的有虞、虞国一脉相承。商均建都至明嘉靖
年间的利民旧城因黄河水患，沉埋于地下，而
如今的利民古城新貌仍可见城湖、城廓，俯瞰
如今的利民古城，依然可以看到古代城市城
池的建制，与商丘古城联袂，堪称“姊妹双
城”。

利民镇的镇域经济在虞城名列前茅，诞
生了区域农业产业化龙头品牌——科迪，科
迪的过去现在堪称草根创业奋斗史的教科
书，它带动了周边食品产业链的发展，助力了
农民脱贫，其模式有成功经验，其经营也有很
多警示，黄河故道有机生态牧场一度成为科
迪乳业的一张名牌，而且在三聚氰胺利空来
袭之时，科迪乳业健康无价的品牌价值一度
受到消费者的信赖。关于其未来，我们认为
在商丘为数不多的上市企业中，科迪依然值
得关注，因为，它曾经是利民的荣耀，也是商
丘的荣耀，甚至是河南的荣耀。

总之，历史上商丘古都城与黄河、黄河故
道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不止商汤都
亳、商均封虞、少康中兴这三个典型的古都
城，商丘还有一些古都、部落、古镇都有同样
的历史变迁，它们虽然湮没于历史洪流之中，
但是，对于后人研究河、城、人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很好的样本，尤其是利民古城之于商丘
黄河故道具有较高的历史和当代价值，也是
商丘黄河故道在黄河文化中的价值体现。

商丘黄河故道在黄河文化中的价值
□ 谷 雨

红色记忆

文化在线

本报讯（记者 李岩） 3月 25日，市委宣传部、商
丘广播电视台、商丘归德话剧艺术中心（筹）召开原创
话剧《谁是最可敬的人》研读会。

《谁是最可敬的人》是根据“中国好人”黄伟和商
丘民间自发组织的水上义务救援队的故事创作而成。黄
伟曾两次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荣获中国优秀志愿
者称号，他曾被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该剧专门为建党
100周年精心打造，是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大作。

通过编剧、导演夏基翔、孙启良、梁东虹、黄山
等主创人员和文学责编姬冰杰等人绘声绘色地演读，
现场专家深深地感受到该剧创作以跨越时光独特叙事
模式跳过了水上救援队的成立，用跨时空的对话直击
黄伟和水上义务救援队员们救援生涯中曾经过的顾虑
和恐惧、曾遭受的误解和诽议，让观众走进这群最可
敬的人内心。

经北京人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专家和商丘知名编
剧分别征求意见与研讨，认为该剧时代意义远大，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影响深远，人物形象刻画鲜明，对
白语言鲜活，生活折射亮点频频。故事对观众（读者）
带入性强，有血有肉有骨感，人文情怀厚蕴，具有较强
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人格之美”艺术感染力。将
思想的暴发力落音在一字一句诗境中与观众相见，温暖
人心的力量穿越了时空波动世人心弦。

话剧《谁是最可敬的人》
研读会召开

3月25日，夏邑县老年体协新疆舞蹈队队员在县
长寿文化广场彩排。县政协退休干部马洪波赴新疆专
门学习新疆舞，举办培训班，组建县老年人新疆舞蹈
队，每天早晨坚持排练，雷打不动，为“七一”参加
全县“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汇演”做准备。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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