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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4 月 8 日，是

台儿庄大战胜利77周年 ,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战老

兵、参战将士后人、大战

亲历者及社会各界人士，

来到大战遗址——台儿

庄，悼念英烈。这是我市

极有影响的大事，对于当

地媒体而言也是一年之中

的重头新闻。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让世人铭记历史，

不忘忠魂，这是媒体应负

起的担当。为此，晚报策

划了《铭记历史 不忘忠

魂》专版做详尽报道。

为了做好这一重头新闻，记者们精心准备，

采写了消息、通讯等稿件对纪念活动进行了详

细文字报道，并拍摄了大量的现场新闻照片，

全方位的展示活动场面。有了“大块头”的新

闻事件，丰厚的内容、图片素材，将大战纪念

活动专版做好，是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好的版

式设计这一东风将其精彩呈现，以凸显其价值、

份量。

在如今快餐文化流行的读图时代，对纸媒

而言，好的版式对读者更有吸睛的作用。如何

让版式成为内容的点睛之笔，笔者进行精巧构

思设计。首先对版面进行定调，整个专版的主

题是“铭记历史，不忘忠魂”，在版式设计上

当体现出哀思的基调，浓重历史感的青灰石墙

铺底、表达哀挽之意的菊花，这些元素的运用，

表达出对先烈们浓浓的缅怀追忆之情；其次，

在文章编排上力求简练大气，化繁为简，以简

为美。笔者将消息与通讯同采用文题同宽行文，

上下排列，这样的排列既便于阅读，又整齐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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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字体运用上，则只采用特黑体作标题，

简单却浓重有力，契合主题，整个版面内容

让人一目了然。读图时代，作为新闻之眼的

新闻图片已不再是单单在版面上起点缀、装

饰作用，许多新闻图片题材重大、现场感强、

形象直观而在新闻中唱主角。因此在《铭记历

史 不忘忠魂》版式设计上，笔者对图片的选

取及在版面中的运用亦多花心思，选取了最能

彰显新闻主题的 4 张新闻图片。以一张大的

场景图片作为版心的主片，以 3张小图辅片，

大小结合，主次排列，赋予版面强烈的层次感，

主题鲜明，图文并茂；在图片的制作上，打破

了正常的中规中矩处理方式，大胆将主图做撕

边效果，令其有浓厚的历史沧桑感，既与整体

版式相呼应，又让人眼前一亮，做到了内容与

形式的和谐统一。

好的版式需要有好的新闻做支点，有看

点，让读者读之有“物”，版面才不苍白、空

洞；好的新闻尤其是重头、有份量的重大新闻，

同样需要有好的版式策划呈现，方能更出彩，

抓人眼球，实现其新闻价值。在当下的“吸睛

时代”，如何做到新闻内容与形式兼具，笔者

的个人体会是简单四字——“慧眼”“用心”。

“慧眼”让你在碰到重大新闻时能慧眼识珠，

识别其价值，予以重视，不与之擦肩而过；

而“用心”则是有了好食材，就要精心打造，

运用煎煮蒸烧各种版式手法按料制作，让手中

精美的新闻食材，物尽其用，方能烹制出诱人

的新闻佳肴。

（题图为苏兢获奖版面，该版面获得

第 22 届山东省专版一等奖；图片为获奖者

苏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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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岳娜 摄影报道）昨
日,是台儿庄大战胜利 77周年,从全国各
地赶来的参战老兵、参战将士后人、大战
亲历者及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大战遗址
——台儿庄，悼念英烈。

当日上午8：40，台儿庄古城内的大战
遗址公园，迎来了当年亲身经历台儿庄大
战的老兵代表——国民革命军第 32军第
142师425团2营5连、101岁的邵经斗，抗
战时期《中国青年》编辑、《中央时报》、《益
世报》记者、特约撰稿人、台儿庄大战亲历
者、102岁的蒋思豫以及第59军张自忠军
长之孙张纪祖等大战将士后代。

上午 10时,台儿庄大战无名英雄墓前,
身着戎装的士兵吹响集结号,宣读祭文,“战
后台城，冷月照残垣，芍药惨淡开。尸填街
巷市野，血盈运河沟渠。千年古城，无墙不

饮弹；鲁南大地，无土不沃血……”苍凉悲
壮的声音在古运河畔回荡。

祭奠仪式上, 台儿庄大战老兵代表、
101 岁的邵经斗，台儿庄大战战地记者、
102岁的蒋思豫，台儿庄大战参战将士后
代、第59军张自忠军长之孙张纪祖，第42
军独立 44旅吴鹏举旅长之孙吴项文，第
30军第 31师屈伸参谋长之女屈令婉，第
60军第183师542旅陈钟书旅长之孙陈志
铭，第30军31师胡金山营长之子胡冠军，
第 20军团第 4师参战将士郭雪萍之孙女
郭李灵，第 42军第 27师参战将士马聚三
之孙马风威，著名新闻工作者、台儿庄大
战战地记者陆诒之子陆良年，日本友好人
士、僧侣、圆光寺主持大东仁，以及参加祭奠
仪式的民革中央、黄埔军校同学会、香港大
中华会、香港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台

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北京航空联谊
会、云南二战史学会等分别敬献了花篮。

上午 11时 20分，在台儿庄大战纪念
馆一楼演播厅，云南二战史学会会长、著
名收藏家宋向东，云南省社科院教授、云
南二战史学会秘书长尹仓，日本友好人
士、僧侣、圆光寺主持大东仁，南京艺术学
院研究员、收藏家岳凯，长春优秀收藏专
家张广胜，著名新闻工作者、台儿庄大战
战地记者陆诒之子陆良年，苏州优秀收藏
专家姚嘉康，第3军团第40军野战补充团
中尉排长李宗岱之子李大淮，台儿庄收藏
家刘夫涛，分别捐赠了有关文物、史料。

7日，还举行了台儿庄抗战暨《台儿庄
大战之黄埔师生录》出版座谈会和以“缅
怀英烈魂·共圆中国梦”为主题的中国·台
儿庄大战胜利77周年纪念晚会。

台儿庄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77
年前，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一场壮烈的
台儿庄大战见证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
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奏响了一曲气壮
山河的英雄凯歌。近日，部分当年参战黄
埔将士的后人应邀来到我市，参加纪念台
儿庄大战胜利 77周年活动，记者对其中
的几位参战将士后人进行了采访。

■李德强：父亲在大战中升职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民革山东省委
原主委、山东省黄埔军校亲属联谊会会长
李德强，是台儿庄战役时任第九十二军军
长李仙洲将军之子，他说，父亲是黄埔军
校第一期学员，当年在抗战中多次负伤，
在台儿庄大战中曾因有功而升职。

李德强说，他的父亲李仙洲将军是山
东长清县人，“七七事变”后，时任师长的
他率部北上抗日，后历任国民革命军军
长、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参加了
南口战役、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
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豫中会战等诸多
战役，后率部在鲁西、鲁南地区对日作
战。在台儿庄大战中，因作战指挥有方，
父亲由师长升任第九十二军军长，并授陆
军中将军衔。

李德强说，当年筹拍电影《血战台儿
庄》时，导演杨光远曾找到了台儿庄大战
时守卫枣庄地区的父亲。两人谈了三个
多小时，结果离开时，90岁的父亲一直把
杨光远送到门口，并且行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杨光远上了卡车，回头一看，父亲还
在那儿行着礼，于是下车对父亲说，老人
家你就不要送了。但父亲固执地表示，要
行着军礼把杨光远送离视线，什么时候看
不见车了，他才把手放下。

■戴澄东：父亲曾四昼夜战斗在台儿
庄

江苏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江苏省黄
埔军校亲属联谊会名誉会长戴澄东，是台
儿庄大战时任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
三旅旅长戴安澜将军之子，在小时候，他
经常听母亲讲起父亲当年的抗战故事。

戴澄东说，父亲戴安澜 1904 年出生
在安徽省无为县，1926年黄埔军校第三期
毕业。1925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亲历日寇

制造的“济南惨案”，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
人道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决心要与日寇
拼杀到底。“七七事变”爆发后，任第七十
三旅旅长，先后参加了保定、漕河诸役。
1938年3月15日，父亲奉命率部参加鲁南
台儿庄会战，担负着阻击北面峄县之敌的
任务，他率部火攻陶墩，计取朱庄，激战郭
里集，与兄弟部队合围，迫使台儿庄之敌
后撤，立下赫赫战功。当时在台儿庄战役
中，日军电台曾广播，中国军队有一位俄
籍军官指挥有度，那位“俄籍军官”便是父
亲戴安澜，他出色的指挥与儒雅的外表，
使日军错把他当成了洋人。这也成了当
时的一件趣事。

戴澄东说，台儿庄战役之后，父亲又
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1月，升任中国
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 200 师师
长，12月奉命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1941
年率 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
赴缅甸作战，大战同古、收复棠吉。1942
年 5月 26日在一次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
伤，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父亲在抗战
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民族气节受到国
共两党领导人一致颂扬。国民党政府追
赠其为陆军中将，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
统追授他一枚懋绩勋章，父亲成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
国勋章的中国军人。1948年 5月 3日，安
葬于故乡安徽省芜湖市小赭山。1956年
9月21日，父亲被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
认为革命烈士。

■胡葆琳：父亲曾三进三出台儿庄

来自香港的胡葆琳女士身兼全国政
协委员、香港大中华会主席、香港金夏实
业集团副董事长等职务，她是蒋介石侍从
室侍从官胡靖安将军之女，受邀来到台儿
庄，她感到无比激动，她说，在那场大战
中，父亲曾三进三出台儿庄，深入前线督
战，向守城的池峰城将军口述传达蒋介石
的命令。

胡葆琳女士说，父亲胡靖安是江西靖
安县人，黄埔军校二期步兵科、德国陆军
军官大学毕业，中国陆军大学高级参谋班
结业。23岁时升任黄埔军校六期入伍生
政治部少将主任，是黄埔毕业生担任校领
导第一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父亲正
在德国柏林，担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少将

武官，他强烈请缨回国抗日，回国后出任
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参加了中国对日作
战计划的制定。台儿庄大战期间，担任蒋
介石侍从室少将侍从高参。台儿庄战役
打响后，父亲受蒋介石的直接委派，曾三
次深入到前线进行督战，并向守城的池峰
城将军口述传达蒋介石要求坚守台儿庄
的密令。她说，父亲冒着枪林弹雨，爬过
成堆成堆的遗体，三进三出台儿庄，亲眼
目睹了中国军人视死如归，即使剩下最后
一口气，也要跟敌人同归于尽的壮烈场
面。在向蒋介石汇报时，父亲流着泪说，
我们有这么顽强英勇的士兵，一定能打赢
这一仗，中国不会亡！

■李龙生：父亲念念不忘台儿庄

李龙生先生是香港黄埔同学会理事
长，台儿庄大战时任第四十六军九十二师
276旅 552团代团长李以劻之子，来到了
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心情激动，百感
交集。他说，父亲生前念念不忘的就是他
参加过的台儿庄这一战。

李龙生说，他父亲李以劻是广东电白
县人，陆军步兵专校一期、黄埔军校高教班
二期、陆军大学特别班五期毕业，在抗战期
间，曾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
战，历任团长、副旅长、副师长、代师长、第九
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级参谋、国民革命
军新编二十师少将代师长等。

李龙生说，父亲生前经常谈起台儿庄
大战，因为那场刻骨铭心的战役使他失去
了许多黄埔出身的同学，令他颇感悲伤。
当时父亲奉命率部坚守在丁家沟一带，负
责阻击日军。日军的飞机不时前来轰炸，
投掷燃烧弹，我军防线多次被攻破，552团
伤亡过半，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台儿庄
大战中，父亲头部受伤，战后受到嘉奖。

李龙生说，央视 2003 年时曾对父亲
做过长达三个多小时关于台儿庄大战的
专访，之后便无下文，父亲一直念念在
心。2004年 8月，父亲被验出患有肺癌。
一天晚上 10点多，他无意中发现央视十
台正在播放《台儿庄大战》的纪录片和其
中对父亲的专访，便叫醒父亲来看。开始
父亲很高兴，但一看之后想起当年战事的
惨烈和将士们的牺牲，就激动不已，嚎啕
大哭起来。三天后，父亲在睡梦中带着微
笑去世。 （记者 孔浩）

我们的父辈曾在台儿庄浴血奋战
——访台儿庄大战参战将士后人

台儿庄大战无名英雄墓前缅怀英烈

邵经斗(右)和102岁的战地记者蒋思豫在老战场
握手

用心烹制新闻佳肴

编采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