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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铸丰碑
■山西大同 李润
由导演管虎执导，
黄志忠等众多明星主演
的战争题材影片《八佰》
正在全国院线火热上
映。这部影片向观众讲
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最
后一战，即史称“八百壮
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
第三战区 88师 524团的
一个加强营，固守苏州
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
军的故事 。
1937年，“ 八一三”
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
陆续攻占大场、江湾、闸
北、庙行地区，企图切断
中国军队后路。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主
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
地。10月26日，第88师
262旅524团团附谢晋元
受命率官兵 420余人留
守闸北，次日凌晨进驻

70
年
前
出
版
《
四
角
号
码
字
典
》
■福建东山 林长华

图 1重庆大成烟草公
司出品于上世纪30年代的
八百壮士烟标

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
为了迷惑敌人，四行守军
对外称八百人。当日军
发现四行仓库内仍有中

几页是四角号码检字法
介绍，还有一首通俗易记
说起新华字典，大多 的《笔画号码对照歌》：
数人都懂得这是读书人 “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
最早“认识”的工具书，是 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
“不出声的老师”，但对于 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
《四角号码字典》（见图）， 头。”别看笔画号码对照
熟悉者可能很少。
歌只有 28字，只要理解
笔者至今仍在使用 了它的含义并掌握了它
一本 70年前出版的《四 的用法，就如同掌握了
角号码字典》，它虽然默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
默无语，却知识渊博—— 典》等工具书的“部首检
既是我小学的“启蒙老 字法”一样，遇到不解的
师”，也是我参加工作40 字或词，都可以从《四角
多年从事公文写作和文 号码字典》中查出来。
学创作的“良师益友”。
韶华易逝，岁月难
这本字典，长15、宽 留，倏忽半个多世纪过
10厘米，1950年由商务 去，笔者对四角号码查字
印书馆第一次编辑出版， 法犹如熟悉自己的道道
是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 手纹，熟烂于心。每当看
的通俗性语文工具书，主 到自己的文艺创作成果
要收现代词语，也收一些 见诸报刊，我总会由衷感
古词古义，释义力求简 念《四角号码字典》的辅
明，重在实用。字典开头 导之情……

国守军，立刻发动进攻，
受到“八百壮士”的猛烈
阻击。10月 28日晚，谢
晋元向官兵传达了“死守
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
存亡”命令的同时，他以
卓越胆识和机敏的指挥，
率部在弹丸之地与穷凶
极恶的日军激战四昼夜，
打退敌人10余次疯狂进
攻，毙伤日军 200余人，
用生命和鲜血奏响了一
曲抗击侵略的壮丽凯歌。
10月 31日凌晨，在
完成掩护大部队后撤任
务后，“八百壮士”奉命全
部撤入公共租界。此后，
汪伪政府多次派人以高
官厚禄诱降谢晋元，均被
其严词拒绝。1941年 4
月 24日，谢晋元被汪伪
政府收买的士兵用匕首
刺死，时年37岁。同年5
月，中国政府下令追赠
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

将。2014年，“谢晋元等
八百壮士”被列入民政
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
四行仓库保卫战后
不久，重庆大城烟草公
司为此出品了“八百壮
士”香烟（图1）。这款香
烟烟标，主副版相同，均
为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
内外对敌激战的画面。
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
库，顽强抵抗日本侵略
者，长达三个月之久，粉
碎了日寇叫嚣的“三个月
打败中国军队”的神话。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结束，
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
的淞沪会战的结束。
重庆大城烟草公司
在出品“八百壮士”香烟
的同时，还在当时的报刊
上刊登有促销广告。如
刊登于民国三十四年

（1945）六月十八日出版
的《扫荡报》头版广告，在
一包“八百壮士”香烟以
及“请吸八百壮士香烟”
上面，刊有“莫忘黄浦滩
头，有民族英雄，树人间
正气；开烟界奇光，是异
军突起，请观重庆市上”
广告语（图2），这则对联
式的广告语，在向烟民推
介“八百壮士”香烟的同
时，以短小精悍，言简意
赅的“莫忘黄浦滩头，有
民族英雄，树人间正气”
之语，讴歌了淞沪会战中
保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
士舍身成仁、顽强抵抗侵
略者的英勇事迹。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
为保家卫国，誓与侵略
者血战到底的坚定信
念。这正是：残垣断壁
弹痕累，八百壮士铸丰
碑。四行仓库今犹在， 图21945年6月18日《扫
勿忘国耻永前行。
荡报》头版八百壮士烟标广告

亿万年熔炼出的“燕子石”
■山东淄博 魏传来
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中南部
的燕崖村及其周边，出产一种珍稀
名贵的化石“燕子石”，又名蝙蝠
石，学名是三叶虫化石。
三叶虫是海生无脊椎动物，属
三叶虫纲，生于海底，生成于古生
代寒武纪后期，到二叠纪末灭绝，
距今已有二亿至六亿多年的历
史。三叶虫是最有代表性的远古
动物，也是一类生命力极强的生
物，主要在海洋底栖生活，也有少
部分在泥沙中和漂浮生活。其种
类繁多，大小不一，世界上发现了
一万多种，我国已发现一千多种。
不知在多少亿年前，一次不可
名状的巨大震动，把无数的砾石和
三叶虫们骤然间压缩到地底，之后
历经亿万年的掩埋、熔铸的地质过
程，三叶虫的形骸浮雕般凝凸于岩
板层面，成为了化石。三叶虫化石
是早古生代的一种珍贵的海洋动
物化石，它不仅记录了生物本身的
生存活动历史，而且能显示地球的
“年龄”，成为人类开启地球这座迷
宫的又一把“钥匙”。
三叶虫自前至后可分为头、
胸、尾三部分，能终生阶段性脱壳，
而在形成过程中只有虫体的硬体
部分形成了化石，并不是完整的三
叶虫体化石，所以常见于头甲及尾
甲分散形成的三叶虫化石。偶尔
三叶虫在海底爬行时留下的足迹
也被石化了。其头甲化石头鞍弯
曲如弓，两弓刺大于身一倍，两弓
如翼而融为一体，姿态如同飞翔穿

图3三叶虫化石

图1三叶虫化石

柳的雨燕，翩翩起舞的蝙蝠，无不
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后人便形象
地称这种化石为“燕子石”“ 蝙蝠
石”。（图1、2、3、4）
燕子石历史悠久。唐李贤注
《后汉书》引《阙子》曰：“宋之愚人
得燕石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
大宝。”晋代郭璞在注释《尔雅》时，
有“蝙蝠石又名识墨”的记载，还提
到齐人曾以蝙蝠石制砚。宋、明、
清时代即有人把玩，宋人笔记中也
有记载，称之为“多福石”“ 鸿福
石”。明曹昭《格古要论》也有详细
记述。清代诗人王渔洋的《池北偶
谈》也提到：“邹平张尚书崇祯间游
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滨，水
中得石，作多蝠（福）砚。”邹平张尚
书名字叫张延登，汶水中得的石
头，就是这种燕子石化石，因其上
密布三叶虫，如蝙蝠群舞，俗称蝙
蝠石，制成的砚台，称多蝠（福）砚，
是鲁砚名品之一。
三叶虫化石能反映当时古生
物种进化的过程，完整的三叶虫化
石极为稀有，既有很高的观赏价
值，又有较高的科研价值。由于它

图2三叶虫化石

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动人姿态，
燕子石被誉为“中华一绝”。
燕子石质地坚韧，色泽明快而
泛辉，抚之如凝脂；声音清脆，敲之
铿锵；虫体凸起明显，如燕竞舞，姿
态优美生动；色泽古雅，纹彩特异；
韵味格调清新，情趣妙不可言。故
深得中外文艺界、知识界、书画界
等文人雅士的极力赞赏，视为珍
品，竞相收藏把玩。
笔者曾实地走访考察过燕子
石的开采，发现是在山丘上有一个
断崖式的层面，顶上是泥土，下面
是一层约30厘米厚的石灰岩，再
下面就是一层层的石岩。这里面
就是夹藏的燕子石，一层燕子石夹
着一层页岩。开采极为不易，大块
完整的极少。
在上世纪末，由于化石资源丰
富，当地曾成立了专门的工艺品公
司，在继承燕子石传统制砚工艺的
基础上，精心构思，巧妙利用，创作
了上百种产品，制作的文房诸宝、
花瓶、屏风及各种工艺品摆件引来
一时热销。燕子石还多次被选为
国家礼品馈赠国际友人。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为燕子石题词：
“归燕”。著名画家范曾为燕子石
题写了诗篇：“峥嵘化石亿年沉，纷
纷燕子入残痕，轰然地裂无边火，
铸就浑沌太古魂。”
近年来，出于环保理念的提
升，生态保护的需要，政府管理部
门已严格限制燕子石的开采，其存
量资源也越来越少，燕子石的未来
图4三叶虫化石 市场有望迎来进一步升值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