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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人民海军 70华诞，海上大阅兵。
看战舰破浪前行、战机掠空而过，突然想起了一个
人：萨镇冰。

一

萨镇冰是谁？
他的生平，实在复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

就是：一位经历了晚清帝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
府和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海军宿将。

如果再多几句话：他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
之一，英国留学归国，参加过甲午海战，经历过辛
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当过清
朝和民国的海军司令，短暂代理过北洋政府国务
总理，当过福建省省长。1949 年 10月 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这一年，他已经 91 岁高
龄。

1859 年，萨镇冰生于福建福州——— 近代以来
盛产中国海军将领的城市，他出生的这一年，清朝
正挣扎在内外交困之中：在东南，清廷与太平天国
仍在殊死争战；在北边，清军与英法联军还处在第
二次鸦片战争中，这一年爆发了大沽口之战，英法
联军惨败，但翌年他们卷土重来，攻占北京，烧掉
了圆明园……就在这么一个动荡年代，萨镇冰的
人生大幕拉开，走向了自己的传奇一生。

萨镇冰的这个“萨”姓，有些独特。他出自著名的
福州色目人萨氏家族，其始祖为辅佐元世祖忽必烈
经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答失蛮，元代中期赐姓萨，
后为蒙古族同化，明后更“从汉俗，弗称氏”。因为先
祖曾世居山西雁门，故常称为雁门萨氏，元代末期
一支后人迁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名人辈出。

1869 年，萨镇冰 10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二
期，他的一位同学，名叫邓世昌。1876 年，萨镇冰
17岁，作为福建船政第一批留学生出国，被派往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同学中还有叶祖珪、刘步
蟾、方伯谦、严复……

学成归国后，他到天津水师学堂当教师。
1884 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方惨败，他大受刺激，
不愿意再教书，坚持要上前线，如愿以偿。他很努
力，27 岁的时候，就当上“威远”舰舰长。30 岁的
时候，已擢升为从三品的游击将军，是当时最年轻
的海军高级将领。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他的
同学很多战死，他劫后余生，又担负起重建海军的
重任。东奔西走，鞠躬尽瘁。

他与许多名人都有交集。著名作家冰心的父
亲谢葆璋，曾是他的学生。1936 年 3月，冰心写过
一篇文章《记萨镇冰先生》：

“萨镇冰先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
岁的时候，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
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从那时起，我总是注意
听受他的一言一行，我所耳闻目见的关于他的一
切，无不增加我对他的敬慕。时至今日，虽然有许
多儿时敬仰的人物，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而每一
想到他，就保留了我对人类的信心，鼓励了我向上
生活的勇气。”
在这篇短文中，冰心饱含深情书写了萨镇冰

“清洁超绝”的人格：惜才爱兵、热心慷慨、廉洁自

律。冰心一直想搜集足了资料，就为萨镇冰写一本
传记，许多年后，她还懊悔没有写成这本传记。

萨镇冰的传记，确实不好写，漫长的九十余年
历史，要写下来，太厚太厚，但只有读懂了这本厚
书，才算读懂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历史，才算读懂了
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艰难，才算读懂了如此历
史背景下的人民海军 70 年，何等不易！

二

要写萨镇冰的历史，还有中国近代海军的历
史，无法绕开甲午战争。

此役，日军军舰虽有多只被重创，但无一艘被
击沉，而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师，却
全军覆没，清廷被迫赔款、割地，列强从此视中华
为鱼腩，尤其是海防形同虚设，列强军舰，自由出
入中国内河，飞扬跋扈，中国的国运被逆转……

距离甲午战争五十多年后，萨镇冰即将走到
人生尽头，谈起这场惨败，仍然愤恨难平。

此恨绵绵。
萨镇冰的同学、同乡，在甲午战争中，或悲壮，

或屈辱地纷纷死去：黄海海战中，邓世昌，“致远”舰
舰长，驾“致远”舰全速撞击日军主力舰“吉野”号，
未果，壮烈牺牲；黄建勋，“超勇”号舰长，“超勇”号
起火沉没时，黄建勋落水，从容死难；方伯谦，“济
远”号舰长，因脱离战场，后被处死。威海卫之战中，
刘步蟾，“定远”号舰长，因弹药告罄，自杀……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先后参加了黄海海战和
威海卫之战，他时任“来远”舰驾驶二副，“来远”舰
先是在黄海海战中被敌舰疯狂围攻，中弹 200余
发，仍坚持作战，是此役北洋舰队幸存军舰中受伤
最重的一艘。在接下来的威海卫之战中，“来远”号
被日军鱼雷艇施放的鱼雷击中，一声巨响，“来远”
舰翻转，不久沉入海底。谢葆璋在军舰爆炸的瞬
间，纵身跳入冰冷剌骨的海中，凭着一身好水性，
拼命游上刘公岛，得以死里逃生。

萨镇冰没有参加黄海海战，但在威海卫之战
中，奉命守卫日岛，有出色表现。

黄海海战以后，北洋舰队不敢再战，剩余 26
舰退守威海卫港。日岛是拱卫军港的一大屏障，在
刘公岛东南 2000 米的海面上，面积 14 亩，它是威
海湾最早看见日出的地方，得此名。岛上没有淡
水、粮食和蔬菜，守军所需物资全部靠刘公岛和威
海湾南岸供应，守岛官兵常年驻守在阴暗潮湿的
地下掩体中。萨镇冰上日岛后，日夜备战，因生活
环境恶劣，加上劳累过度，他病倒了，夫人陈氏闻
讯从福州赶来探视，被萨镇冰下令撤开扶梯，不准
夫人登舰。左右将士极力相劝：夫人千里迢迢过来
探望，见一面又如何？萨镇冰断然答道：“此地非同
寻常，此时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
死，令其速回！”

1895 年 1月 20日，威海卫之战打响，日军先
攻日岛。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日军以 18艘舰艇分
四批轮番进攻，并从已被日军占领的威海卫南北
炮台，以猛烈的炮火狂轰日岛。战况激烈，萨镇冰

率守军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了 11 天，一直打到日
岛炮台损毁，炮弹告罄，才奉提督丁汝昌的命令，
撤回刘公岛。

2月 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
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
仍在抵抗，11日，丁汝昌拒降，自杀。3月 17日，
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
队全军覆没。萨镇冰当时想自杀，被人劝阻，为重
建中国海军，忍辱偷生。以萨镇冰为主角的电视剧

《东方有大海》第 20集，重现了这一段。
这一年，萨镇冰 36岁，在他漫长的余生中，这

份痛楚，从未消失。

三

今天看来，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官兵不可谓不
英勇，这场惨败，堪称是清政府系统性的溃败：政
治腐败、军纪废弛、理念落后、高层掣肘……但是，
清廷没去自己反思，战败后，反而把怨气全撒在海
军身上：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及海军内外学堂全
部停撤，北洋海军的军官士兵一律遣返，部分军官
受到革职查办。

萨镇冰没有受到处分，萨本仁教授所著《萨镇
冰传》分析说：“大概是他苦守日岛的奋勇遵纪表
现，尤其是他所管带的‘康济’练舰在作战中没有被
击沉的缘故”，但他也在遣返之列。他回到福州，囊
空如洗，家计维艰，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好
到官绅家庭当塾师挣钱糊口，雪上加霜的是：妻子
也过世了。萨镇冰一直没有再娶，冰心在《记萨镇
冰先生》中写道：“夫人去世后，就将子女寄养岳
家，鳏居终身。人问他为何不续弦，他说：‘天下若
再有一个女子，和我太太一样的我就娶。’”

在福州赋闲一段时间后，萨镇冰被重新起
用——— 清廷想：还是得有海军，分别向英国和德国
定购了“海天”“海圻”等舰，萨镇冰任“海圻”号舰
长。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打进了北京城。议和
时，清廷有个吓破胆的蠢材，提出将“海天”“海圻”
等 5艘大型军舰出售，撤销一切防务，以表示中国
绝无对外备战之意，以此讨好外国人。此言一出，
萨镇冰坚决反对。这几艘舰得以保存。

萨镇冰逐年升迁，1909 年，清政府将北洋、南
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统一改编为巡洋舰队和
长江舰队，萨镇冰任海军提督，此后升任总理南北
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成为中国海军的第一号
人物。辛亥革命后，萨镇冰任海军总长，1921 年 5
月卸任，从此告别了海军，这一年，他 62岁。这是
一个并不老迈的年龄，他此后还担任了各种职务，
但再也没有回到海军。

但萨镇冰给海军留下了一批“种子”：
他重建海军时，将北洋水师将领的后人带入

军中，方伯谦的侄儿方莹，后来成为抗日名将，日
本投降时，他代表中方接收了日本降舰。因不愿打
内战自请退役，为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1949
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海军。

萨师俊，萨镇冰的侄孙，以中校军衔担任中山

舰舰长，1938 年 10月 24日，在武汉保卫战中，
指挥中山舰与日机作战，被炸断双腿，躺在血泊
中，仍死战不退，后壮烈牺牲，中山舰亦被炸沉，
他是抗战中阵亡军衔最高的中国海军军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遵。林遵跟萨镇冰同
为福建福州老乡，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
1924 年，他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 这所军
校，是萨镇冰 1903 年冬天创办的。林遵在抗战
中英勇打击日寇，抗战胜利后，率“太平号护卫
舰”、“中业”两舰接收南沙群岛，将南沙主岛以
所乘军舰舰名改为“太平岛”，并在岛上竖立纪
念碑。1949 年 4月 23日，正是人民海军在江苏
泰州白马庙成立的当天，时任国民党海防第二
舰队司令的林遵，率 1200余名官兵、25艘舰艇
在南京篱斗山江面起义。毛主席赞道：这次起义
是“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卸下海军总长职务后，萨镇冰回到福建，
1922 年 10月，北洋政府任命他为福建省省长，
同年 11月解职。1923 年 2月，军阀王永泉等策
动毛一丰掀起“倒林(森)拥萨”风潮，他担任“自
治”省长。1933 年，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
锴在榕发动“闽变”，当时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和
身家性命的安危，参加这一抗日反蒋的义举，被
聘为高等顾问，任命他为福建省省长，但不久又
解职，从此从政坛引退，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
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热心家乡建设，关心民间
疾苦，获得了“活菩萨”的美誉。

四

在今天，看萨镇冰留下的照片，黑瘦，沉默，
罕见欢颜。

读跟他相关的文字，一直在想：萨镇冰一
生，是有巨大遗憾的。

无论是生前与身后，萨镇冰都有巨大声望；
无论在朝在野，他均爱国爱民，扶贫济困，绝对
是一个好人，尤其是他为官数十年，为政清廉，
从不谋取私利，一生没买过一块田、没建过一间
房，身后无片瓦寸地。冰心在《记萨镇冰先生》中
写了这么一个细节：

“萨先生所在的兵舰上，纪律清洁，总是全
军之冠。他常常捐款修理公物，常笑对父亲说：
‘人家做船主，都打金镯子送太太戴，我的金镯
子是戴在我的船上。’有一次船上练习打靶，枪
炮副不慎，将一尊边炮的炮膛，划伤一痕。(开空
炮时空弹中也装水，以补足火药的分量，弹后的
铁孔，应用铁塞的，炮手误用木塞，以至施放时
炮弹爆裂，碎弹划破炮膛而出。)炮值两万余元，
萨先生自己捐出月饷，分期赔偿。”

这样一个人，自然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
于人”，但是，萨镇冰的人生，仍然是有大遗憾
的。

电视剧《东方有大海》有这么一个细节，在
甲午战争惨败后，知己勉励萨镇冰：成为现代的
赵氏孤儿，像程婴一样忍辱负重。今生今世，一

定要报仇雪耻，重建海军。
确实，甲午战争之后，萨镇冰一直在为重建

海军而努力，但当他 1921 年卸任海军总长后，
一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海
军，也没能恢复到甲午海战之战前的规模。在
1937 年 7月 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军的
规模仅有甲午海战时的一半，总吨位不及日本
的三十分之一。抗战开始不到几个月，中国海军
的绝大部分舰只被击毁或自沉。

当时迫于日军水陆攻势凶猛，国民政府不
得不做出封锁长江航道的决定，沉船点在江阴，
阻止日舰沿江而上，1937 年 8月 11日，数十艘
军舰和商船开始自沉于此：海圻号，购自英国，
萨镇冰曾任舰长，自沉；海容、海筹、海琛三舰，
购自德国，自沉；建安、建威号驱逐舰，福州船政
局建造，自沉……

这些舰艇，有相当数量是萨镇冰在清朝的
时候到国外购买的。

何等悲壮的一幕！史载：国民政府的海军将
士看着仅有的一点家底沉入大江，无不泪流满
面。悲剧的是：因为汉奸黄浚(时任南京政府行
政院机要秘书)出卖情报，长江中上游的日舰在
封江前争分夺秒往长江口逃逸，把他们捂在长
江里“瓮中捉鳖”的计划因此大打折扣。在抗战
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海军变成了一支没有军
舰的海军，他们硬是靠在江底布水雷，炸沉了
300 多艘敌舰。1945 年，庆祝抗战胜利的阅兵
式上，一群衣衫褴褛的士兵走来，打着一个牌子
写着“海军”。

抗战胜利时，萨镇冰在重庆，不知道他是否
看到这一幕，如果看到了，86岁的老人，又是何
种表情？

有人说，萨镇冰是“一代海军名将”，其实，
萨镇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海军耆宿，一个
模范军人，但并算不上是海军名将——— 不是因
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他生不逢时。

五

《毛泽东年谱》记载：1952 年 5月 25日，毛
泽东在致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叶恭绰的
信中写道，“数月前寄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
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
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
请予保存。”

毛泽东信中所言萨镇冰的诗作，有两句是：
“尚望舟师能再振，海氛一扫捍岩疆。”

1949 年 8月，福州已闻解放炮火，萨镇冰
拒绝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萨镇冰任第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
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 年 4 月
10日，他于福州病逝，享寿 94岁，传奇一生，就
此落幕。

萨镇冰临终前，写了几首诗，来庆祝中国
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他怎能不满心
欣喜：甲午战争，战火初燃于朝鲜半岛，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历史轮回，却已天翻地覆，那个萎
靡、涣散的民族，已经血性迸发、精神强健，而
他念兹在兹的“尚望舟师能再振”，也已不再是
梦想！

看海上大阅兵，想起了萨镇冰

林小静、白波

4 月 24 日，是太原解放 70 周年的日子。70
年前的这一天，25万解放大军兵临太原城下，欲
一举攻破这座华北工业重城。而固守太原的敌军
却负隅顽抗，频频出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
6个多月，在付出 4 . 5万人伤亡的代价后，终于攻
破城池，解放太原。

春日的太原，花团锦簇，绿水粼粼，吸引着如
织的游人。离它二十多公里外的榆次，一座空旷院
子里的老式建筑，也在远远地、深情地望着它。望
着它与日俱增的繁华和昌盛。

这是一座与太原城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铁路
老站房，在它的大门上方，用水泥刻写的“榆次县”
三个字，虽历经风雨，却几乎没有丝毫破损。建筑的
四周，被一根根直立着的石桩包围起来，这种看似
简单的保护方式，却让这座老式建筑幸运地存了下
来。它在几棵绿树的掩映下，与脚下磨得锃亮的青
石板以及那一段伸向远方的钢轨，诉说着过往。

于 1934 年建成的榆次县站，是同蒲铁路上较
早建成的车站之一。因此，这座车站，也是同蒲铁
路前世今生的见证者之一。

窄轨修建之谜

同蒲铁路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它北起山
西大同，南至蒲州，后延至风陵渡，是一条贯穿山
西省中部的铁路干线。并以省会太原为界，分为北
同蒲和南同蒲。

在同蒲铁路修建之前，山西境内除了京包铁
路从大同经过外，只有一条铁路到达太原，那就是
正太铁路，如今的石太铁路。如果再往前追溯，这
条铁路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 柳太铁路。柳太
铁路最初拟与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相接，但
1903 年 2月在柳太铁路即将动工之时，清政府才
发现，法国人要将这条铁路修建成一条米轨铁路，
也就是俗称的窄轨铁路，于是提出抗议。但面对
“需要再增加 6000万法郎，方可修建成准轨铁路”
的现状，清政府在和对方相持一年后，无奈之下作
出让步，放弃了将柳太铁路与卢汉铁路相接的初
衷，修建成了一条窄轨铁路。

虽然作出了让步，但山西商务局 1898 年 4月
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的《柳太铁路合同》却依旧还
需履行。合同共十六条，其中规定：线路由河北正
定柳林堡起，至山西太原止，计长五百华里，共借
款 2500万法郎，合计银两 680万，由拨款之日起
按年六息计算。借款未还清前，沿途 100公里内，
不准中国再修造铁轨路和机械运行之路。

1904年，柳太铁路动工修建，原定的起点正定

柳林堡，由于中途要经过滹沱河，建桥费用巨大，所
以将起点改为了石家庄。也就是在这一年 8月，山
西巡抚张曾敭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求批准山西绅商
集股自建大同至蒲州的同蒲铁路，次年得到批准。

1907 年 10月，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成立，
开始组织人员勘测，原计划由太原经小店和清徐
到达平遥，但太原至小店一段路与石太铁路并行，
石太铁路按照合约规定的“沿途 100公里以内，不
准中国再修造铁轨路和机械运行之路”，提出反
对，同蒲铁路不得不重新改线。听老一辈人说，这
也是同蒲铁路和石太铁路在榆次和太原，为何会
各自设站的原因。而榆次县站，便是同蒲铁路设在
榆次县城的车站。它与石太铁路上的榆次站遥遥
相望，互无“往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断
的改造，才将两站合一。

1908 年，同蒲铁路因“路线不合，股本不敷”，
一直未能开工。而此时，与同蒲铁路几乎是同一时
期筹建的京张铁路已打通了居庸关隧道和八达岭
隧道。第二年，原计划六年完工的京张铁路，提前
两年竣工通车，而同蒲铁路依旧毫无动静。在清政
府的严厉斥责下，同蒲铁路于 1911 年 1月才开始
动工，由榆次向南修筑，到当年 9月，完成了榆次
到太谷间的 35 公里路基及 7 . 5 公里的钢轨铺
设。一个月后，正在修建的同蒲铁路因缺乏资金和
辛亥革命爆发而不得不停工。

1913 年 3月，开办五年之久的同蒲铁路，仅
勉勉强强修了 8公里长，就已负债高达 139 . 7万
两白银，不得已，山西省请求将这条铁路收归公
有。7月，大同至成都的同成铁路计划修建，同蒲
铁路并入同成铁路管理，并在太原设同成路北路
工程局，但很快便于第二年的 7月撤销。

自此，在后来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同蒲铁路
又先后组织过两次修筑，但却都未能逃过中途停
工的命运。

1928 年 11月，阎锡山向蒋介石提出拨款修
建同蒲铁路的请求，遭到拒绝。阎锡山决定由本省
之力自筹资金修建这条铁路，采用 15 . 9公斤的轻
型钢轨，修建窄轨铁路。1930 年，阎锡山因中原军
阀混战失败而被迫下台，同蒲铁路也随之停建。

1932 年 2月，阎锡山再度统治山西。这次，他
决定以晋绥兵工为主要力量，修筑同蒲铁路，并于
当年 10 月 20 日成立了太原绥靖公署兵工筑路
局。次年 2月 21日，又成立了晋绥兵工筑路总指
挥部，阎锡山亲自兼任总指挥，调集 3万兵工修建
同蒲铁路。据说，这 3万兵工，涉及部队番号共十
一个师和五个团，由此可见阎锡山修建同蒲铁路

的决心之大。
1933 年 2月 1日，就在阎锡山准备动工修建

同蒲铁路之际，蒋介石为了把势力扩展进山西，3
月 10日，紧急指示正太路局设立了大潼工程处，
立即修建大同到潼关的铁路，与阎锡山修建的同
蒲铁路展开竞争。3月 20日，同蒲铁路勘测太原
至介休的线路，与大潼铁路测成一线，大潼铁路提
出抗议，同蒲铁路惹不起大潼铁路，只好又重新改
道测量。5月 23日，全长 865公里的同蒲铁路在
太原站举行开工典礼。

至于同蒲铁路修建之初，为何会选择修建成
一条窄轨铁路，而不是一步到位修建成一条准轨
铁路，这自然离不开当时在山西主政的阎锡山之
决策。阎锡山曾在《山西省修筑窄轻轨之理由》一
书中阐述：为了减少修建费用，决定将同蒲铁路建
成 1 米轨距的窄轨铁路。然而这在当时乃至后来，
引起过人们的种种诟病和猜议。民间最为普遍的
说法是，阎锡山为了把山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
国”，所以才把同蒲铁路修建成窄轨铁路，以此来
控制山西的资源。也有人说，阎锡山是为了把存在
国外银行的钱取出来，所以不得不按照洋人的要
求，将其在国外存款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洋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淘汰下来窄轨机车。

浴血战斗的同蒲人

清晨，家住太原铁路煤场小区的 93岁老人马
渊，打开家中的窗户，习惯性地静静倾听着从不远
之处传来的火车驶过之声。他的家，与铁道线仅一

墙之隔，70 年来，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电
力机车，再到如今的和谐号、复兴号列车，这位
曾经的火车司机，从墙外的这条铁路上，感受到
了时空巨大的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同蒲铁路员工为了打击日
寇，保卫家园，决心“誓死不过黄河”“武装保卫
山西”。“七七事变”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的红
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 115师、
120师和 129师三大主力奉命北上抗日，在乘
船东渡黄河到达山西侯马后，同蒲铁路员工冒
着日寇飞机的轰炸，先后将三大主力的 16000
多名将士通过火车运往战场。这也是八路军历
史上首次利用铁路进行的大运兵。在这次运输
中，不少铁路员工，牺牲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

倒在了同蒲铁路上。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蒲铁路掌握在阎锡山

的手中，为了积极支援解放战争，有着优良传统
的同蒲铁路员工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解放太
原的战役中。当时，每天经由同蒲铁路运往太原
城下的粮食和弹药等物资不计其数。为了阻拦
铁路运输，敌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会对这条铁
路和行驶在这条铁路上的机车进行不间断的轰
炸。白天不能运，铁路员工就晚上把火车开出
来、把白天炸毁的线路抢修好，将攻城所需的物
资运到前方的站场上。

当新华社记者马明来到铁路员工中间采访
时，大家都坚定地告诉他：“解放军打到哪里，我
们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我们的机车就开到哪里，
就算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我们也要冒着生命
把危险火车开到解放军要去的地方！”

1948 年 12月 15日，马明在日记写道：今
天，我军以不可抗拒之势逼近太原城郊，然而，
困守太原城的敌军还在近郊一带，凭借众多的
碉堡和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令人欢欣鼓舞的是，
解放大军向前推进到哪里，刚获得解放的南同
蒲铁路员工就不顾敌人的炮火威胁和飞机袭
击，把已被破坏的铁路修到哪里。火车也就能及
时开到哪里。正是靠着这种先进的运输体系，我
军首次在战争中做到了“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攻城部队需要的弹药、物资、蔬菜和粮食完全实
现了保障。

1949 年 4月 24日凌晨，总攻太原的战役
打响了，火车司机赵学万和师傅马喜顺、布华轩
三人驾驶着波勒 51 — 56机车，牵引着早已连
挂好的 4节闷罐车，在二百多名同蒲铁路员工
的保护下，紧紧跟随着攻城的解放军部队，朝着

太原城前进。途中，他们经历了几次猛烈的炮火
袭击，但每当前方的铁路线被炸断、炸烂，这些
同蒲铁路员工便不顾敌人投下的炮弹还没爆炸
的危险，不顾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便奔上线路
抬钢轨、扛枕木，用血肉之躯保证这列火车前
行。有的员工被埋在钢轨下的地雷炸伤了，他们
来不及包扎一下，便又投入到抢修中；有的员工
被敌人的炸弹击中了，他们身旁的工友便冲上
去，接替他去完成剩下的任务。上午 10时左右，
太原城被解放大军攻破，伤痕累累的第一列火
车在硝烟炮火中，鸣响汽笛，开进了太原站。

全国支援同蒲铁路拨宽

太原解放后，为支援全国解放，同蒲铁路工
人再次接受紧急军运任务，将南征的解放大军
通过同蒲铁路运往目的地，太原站有时一天就
开出 35 趟军列。
众所周知，同蒲铁路修建之初，是一条窄轨

铁路。日军侵华期间，为了掠夺更多的山西资
源，日军将太原至大同的北同蒲铁路改为准轨
铁路，但遭到抗日军民的不断破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同蒲铁路的修
建高度重视，不仅将在战争中受损的同蒲铁路
全面进行修复，还于 1955 年底做出一项重大决
定，集中力量，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将南同蒲
584 公里的窄轨铁路全部拨宽为标准轨，使其
与其他铁路相互连接、相互畅通。

1956 年元月 1日，南同蒲铁路拨宽工程正
式开工。这一年，也是我国“一五”中最重要的一
年。为了保证工程按时完工，原铁道部从哈尔
滨、齐齐哈尔、济南等铁路局调拨 2700 多名铁
路工人前来支援同蒲铁路拨宽，同时，山西地方
人民委员会也从南同蒲铁路沿线抽调民工
2600 多人，赶来支援。沿途学校、企业和机关、
邮电局、粮食局也来到工地，为忘我劳动在南同
蒲铁路拨宽现场的工人们提供服务。

南同蒲铁路拨宽为准轨后，正式与石太铁
路相连，也和全国铁路正式办理联运，被人们称
为“大火车”的准轨列车也从石太铁路开进了南
同蒲铁路。

南同蒲铁路拨宽后，太原铁路局的准轨机
车配属达到了 185 台，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物资
的运输。

1958 年元旦，横跨山西风陵渡和陕西潼
关，沟通晋、陕、豫三省的黄河铁路便桥架通了，
伴随着这座便桥的通车，同蒲铁路和陇海铁路
也正式贯通。它使得由山西运往我国西北、西南
地区的各类物资，不必再绕道石太和京汉等铁
路上，而是可以直接通过黄河便桥，由同蒲铁路
运往西北和西南地区，极大地加强了华北与西
北、西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交流。

“窄”改“准”，同蒲铁路传奇往事
钩钩沉沉

▲同蒲铁路早期窄轨照片(通过阴山脚下牧
马河畔线路)。太原铁路局灵石火车站同蒲铁路
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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