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身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北平人。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
年轻的方大曾以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百姓生活、抗
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

1937年7月10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
三天，方大曾便只身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写出长篇
报道《卢沟桥抗战记》，配以照片发表。

经范长江推荐，方大曾担任上海《大公报》的战
地特派员。1937年9月30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寄
出《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后，便神秘地失踪了。大
多数人认为他在抗战前线牺牲，是抗战初期第一个
在前线牺牲的记者，那年他25岁。

当时，方大曾与范长江等人同负盛名，后来范长
江专门写了一篇《忆小方》来怀念这位中国摄影史上
的传奇人物。

方大曾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家境殷实。父亲方
振东于京师译学馆毕业，习法文，后在外交部工作。

方大曾小学就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个奢侈的
爱好，但母亲依然给他买了一个方盒子相机。方大
曾妹妹方澄敏回忆，方大曾经常是“一架相机、一把
伞、一个背包，徒步去拍照，北京周围的好多塔、田他
都去过……照片冲出后，就投到报刊杂志去，用稿费
再去买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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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内容简介：本书12万
字 ，情 节 简 单 、人 物 稀
少。书中，作者从独特叙
述视角和叙事结构出发，
冷峻地观照了“他人即地
狱”的彼时日本社会心
理，并以风雨不透、令人
窒息的紧凑布局将人推
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
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
传递出作者对人性的透
视与理解，对人的无奈与
绝望。 作者：芥川龙之介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读书管见

在咸安有这样一个茶人，他中年下岗，从
承包 70 亩茶园开始，并一发不可收拾，自建
千亩茶庄园；他从一个新手，成为茶叶种植的
好把式和茶叶机械的研发专家，并将自己培
育制作的“罗针茶”打造成全国名茶。他，就
是咸宁茶业界的传奇人物——张长川。

下岗不失志的创业人
张长川出生于1954年，14岁时开始当篾

匠，一干就是8年，直到1976年，他顶替父
职，到当时的咸宁县（现咸安区）医药公司上
班当营业员。但1993年的下岗潮让他失去
了工作。

怎么办？已经39岁了，再去找工作也不
好找。“要不我们一起来承包茶园吧？”妻子汪
大珍提议。

汪大珍是当时国营贺胜茶厂的车间制茶
能手。那时茶厂正在改制，实行承包制。夫
妻俩说干就干，他们承包了贺胜茶厂小罗山
分厂的70亩茶园，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对于茶叶，张长川其实也不陌生。平时
受妻子汪大珍的耳濡目染，多少也懂一点。
但要当成生意来经营，那就要从头开始学
习。茶叶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怎样加工既可
以让茶叶卖相好又口感好？只有小学文化程
度的张长川开始了紧张的学习。一本《制茶
学》他看了几十上百遍，书都翻烂了。《中国茶
叶》等业内杂志、报刊，他一样不落都订阅了，
一直订到现在。

在狂补理论知识的同时，他也在跟家中
现成的老师汪大珍学习制茶。张长川的各项
水平很快就超越了自己的老师。不满足现状
的张长川就出外学习，农业专家的讲座、同行
的交流，让张长川大开眼界，听得如醉如痴。
就这样，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了茶
叶品种的改良。

随着城市的发展，张长川承包的贺胜茶
场被征收了。改植的茶园被征收后，2000年
他又到横沟群力村发展良种茶园 86 亩。
2012年，在咸安区扶贫办和双溪桥镇领导的
协调下，成功流转土地1000多亩，当年新发
展茶园600多亩。

在长期的种茶实践中，张长川摸索出了
一套科学的种茶技术，他创新的“吊沟”栽植
方法“不仅保水，也保肥”。这种方法得到了
农业专家的认可，并在全市推广。

制茶机械的研发者
张长川不仅在茶叶发展上起到了示范

带头作用，在茶叶连续化加工上也有独特创
新。手工制茶，张长川是一把好手，但使用

机械来杀青，难以达到自己手工的品质。经
过5年多的实践，反复分析和研究，他创新
了操作方法，对茶叶多用机的操作技术进行
改进，提高了杀青过程中的叶温，研制的多
用机杀青法实验成功，并得到了茶叶专家的
肯定。由于这一技术得到有关专家和社会
上的认可，并最终实现了公司茶叶生产的自
动化和连续化，并进一步的提高了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

为了使各种单独的制茶机械能联成一
体，实现茶叶加工连续化，他请电工、焊工按
照他的设计进行改装，无数块铁皮，割了焊，
焊了割；无数个部件，装了卸，卸了装。经过
近4年的努力，2008年，一条连续化茶叶生产
线已初具雏形。紧接着，他多次出外学习，虚
心向专家请教，并投资30多万继续进行改
造。终于，一条全自动连续化名茶生产线终
于研制成功并投产，每套机械每小时生产干
茶10-15公斤。

“只有标准化的生产，才能保证高品质的
产品。控制好生产线空气质量，如温度、温
度、压力等，才能出品质均一的茶叶。茶叶加

工，鲜叶处理最重要，机器制茶最难处理的是
雨水叶和露水叶，而这些难关，都被我们攻
下。”说起制茶技术，张长川洋溢着自豪的神
情。也难怪，生产线上那些制茶机器的研发
和改良，还有新工艺的发明，竟都是只有小学
文化的张长川独自完成的。

通过连续化加工，不仅提高了生产率，且
茶叶质量也好。张长川生产的“罗针茶”连续
三届获得中茶杯特等奖；2012年张长川获湖
北十大制茶能手、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市劳动
模范的光荣称号。张长川创立的咸宁市汪大
珍茶业有限公司，曾荣获不计其数的大大小
小的奖杯、奖牌和荣誉证书，在“中茶杯”全国
名优茶评比中连续八次获得一等奖和特等
奖，并在2012年荣获中茶杯最高金奖。2016
年在咸宁市名优茶评比中，“罗针茶”荣获咸
宁十大名茶称号。

农户致富的领路人
“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还有很多事要

做，今年的当务之急是再增加一条绿茶加工
生产线。”张长川对记者说。

张长川在咸安区双溪桥镇陈祠村投资了
400多万，建成特色黄金芽品种标准园，基地
面积500余亩。这些年，张长川将自己的种
茶收益全部投入到新建茶园基地，扩建茶叶
加工车间，他的儿子、儿媳也全部投入到他的
茶产业中，与他一同齐心协力、做大做好茶叶
产业。目前他们已经在双溪桥镇的陈祠村、
九彬村和双溪村共建茶园基地一千亩，解决
当地农民就业近300人。两年后茶园进入丰
产期，将会带动更多的农民就业和增收。

依托“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张长川
与农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技术上给
予农户无偿指导，免费提供茶苗、肥料，并给
予信息的帮助，高价回收茶农鲜叶进行加工，
实现农户与公司的共赢，极大地提高当地茶
农收入，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信赖。

从70亩茶园到千亩茶庄园，从五口龙
井锅到茶业加工自动化，张长川以他能吃
苦、肯钻研、敢创新的执着精神完成了由门
外汉到茶叶专家的变化。他生产出的汪大
珍牌“罗针茶”也备受广大消费者的热捧，并
创造了茶叶亩产值超过万元的佳绩。“罗针
茶”将随着咸安茶产业的发展，走出湖北，畅
销全国。

从下岗职工到茶叶专家
——记咸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咸宁市汪大珍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长川

记者 贺春音

咸宁工会咸宁工会 香城工匠香城工匠

小方最后的足迹
方大曾失踪前留下的新闻报道串起了他最

后的足迹。
●1937年7月10日 离家前往卢沟桥，采访

报道卢沟桥事变，是首个报道这一重要历史事
件的战地记者。

●7 月 23 日 由北平寄出《卢沟桥抗战
记》。之后陆续发出《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日军
炮火下之宛平》《抗战图存》《为国捐躯》《卢沟桥
事件发生后之北平》等照片，被国内外多家报
纸、杂志、画报采用，反响极大。

●7 月底 经过良乡和窦店，徒步 70 里，走
到琉璃河车站，挤上平汉路客车退往保定。

●7 月 30 日 在保定与著名新闻人范长江
会合。

●8月初 经范长江介绍，开始担任上海《大
公报》战地特派员。

●8月初至8月20日 独自一人由保定到南
口、居庸关前线采访，写下《血战居庸关》。

●8月中旬至下旬 由平汉线转至山西，在
同蒲铁路沿线进行采访，写下《保定以南》《保定
以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报道。

●9月18日 从河北蠡县寄出《平汉线北段
的变化》一文。这是方大曾留在人世间的最后
音讯，该报道发表于9月30日的《大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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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曾是中国新闻史、中国
摄影史上一个传奇人物，是“七
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他和
中国新闻巨子范长江被誉为中
国新闻史上的“双峰”，一位擅长
摄影，一位擅长文字。

为纪念“七七事变”爆发 80
周年、方大曾诞辰105周年，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解读方大
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
得主的阅读笔记》。本书系方大
曾首部作品合集，大部分作品系
失而复得。

主编16年聚焦一个人
《解读方大曾》包含历经多年搜集而来的方大

曾通讯及译文27篇，摄影作品150余幅，是多年以
来寻找方大曾的重要成果，也是了解方大曾心路历
程的必读书，极具历史文献及研究价值。

该书由《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作者冯雪
松主编，18位历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联袂解读。

16年来，主编冯雪松一直聚焦一个人——方大
曾。围绕着方大曾，他一直坚持做着两件事，一是
矢志不移地寻找方大曾，竭尽所能，力图让已经消
失的、不该被遗忘的人和精神，再度重现。二是解
读方大曾，想方设法动员自己所能动员的力量，千
里走单骑，从浩瀚的历史档案和故纸堆中，搜寻一
切曾经湮灭的关于方大曾的所有新闻和摄影作
品。他为此一次次走进高校，把这种时代所需要的
宝贵的新闻精神，最广泛地传播出去。他做成了几
件事：《寻找方大曾》两版纪录片，《方大曾：消失与
重现》和《解读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
得主的阅读笔记》两部专著，一间方大曾纪念室，一
个《方大曾校园行》公益系列活动。

向25岁的“小方”

行注目礼
我们当特别怀念一位今年已 105 岁的青年

——在国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的节点上，
25岁的方大曾在遥远的硝烟中目光炯炯地注视着
我们。

1937 年 9 月，方大曾带着他的武器——照相
机和笔，一头扎进中华民族抗日的烽火中。近80
个寒暑更迭，在这片早已平静安宁的土地上，年轻
的“小方”却依旧定格在战火里。唯有他青春的脸
庞、他的照相机，以及他留下的800多张珍贵的历
史照片，清晰地散发出他年轻生命的热度。

我脑海里的方大曾，是他消失在人们视线前
寄给母亲的那张照片，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张个
人肖像——一个英俊阳光的青年，眉宇间透着青
春的俊朗与自信，远眺的目光流溢出清澈单纯的
笃定。

1937 年 7 月 7 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是日
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
面抗战的起点。7 月 10 日，方大曾奔赴卢沟桥，
写出《卢沟桥抗战记》。一个明确的史实是：方
大曾是“七七事变”后最早赶赴前线报道的记
者。

这之前的 1936 年底，绥远抗战打响后，方大
曾即到前线采访。在硝烟里穿行的43天里，他全
面报道绥远抗战，《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绥
东前线视察记》等稿件见诸报端。“小方”的图片和
文字报道，引起当时大名鼎鼎的记者范长江等人
的赞赏和重视。

今天，我满怀虔诚捧读“小方”裹满前线硝烟
和将士鲜血的文字，凝视这位“中国卡帕”用生命
换来的数百幅图片。现场、现场、还是现场，小方
大量的图文报道给今天的我们呈现的，是一段何
其弥足珍贵的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鲜活画卷啊！
通过他的作品，我立体地触摸到了抗战的悲壮惨
烈，前线将士的视死如归，黄河流域的民生凋敝
……我无以言表，唯有泪流满面。

从小方的战地报道作品，以及他家人和友人
的多侧面回忆中，我们完全可以勾勒出他可敬可
爱的完整形象：他对民族和国家情感炽烈，对战争
和丑陋充满义愤，对灾难深重的平民满怀同情。

尽管今天方大曾存世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
有，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寻找”小方的
行列，期待在某个地方发现他的踪迹。

其实，无论能否找到方大曾，“小方”都已然成
为中华民族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精灵！

——摘自《解读方大曾》，作者赵拴为第八届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精彩摘录

历史复盘

“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小王子仍然在对她
们说，“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啰，我的那朵玫瑰
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她和你们一样。可是，她单
独一朵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因为她是我浇灌的。因为
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因为她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
的。因为她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而
外）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甚至
有时我聆听着她的沉默。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
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
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路遥《平凡的世界》

幸福这东西，一点都不符合牛顿的惯性定律，总是
在滑行的最流畅的时候戛然而止。

——笛安《告别天堂》

内容简介：全书仅8.6
万字，是典型的卡尔维诺
作品，想象力奇特，大多
数写小说的人在初学小
说时应当先看看这部作
品。书中讲述了一个由理
性、规则和意志凝结而成的
不存在的骑士套在一身白
色的盔甲里，他是最优秀
的战士，也是最让人讨厌
的邻居。他符合优秀骑士
的所有特质，但他始终不
是人，在得不到承认之后烟
消云散。

（本报综合）
作者：伊塔罗·卡尔维诺之

《不存在的骑士》

《罗生门》

《佩德罗·巴拉莫》
内容简介：全书仅 6.8

万字。主人公佩德罗·巴
拉莫幼年时家道中落，长
大后靠巧取豪夺，不仅恢
复家业，而且一跃成为科
马拉村的统治者，他无恶
不作，独霸一方。然而，随
着儿子和妻子的去世，他
也逐渐萎靡不振。这是一
部带人走进魔幻世界的奇
妙作品，无论时间、空间和
人物，都充满怪诞迷离的
气氛。 作者：胡安·鲁尔福

方大曾的通讯报道《我们为自卫而抗战》

七
七
卢
沟
桥
事
变
后
，方
大
增
拍
了
大
量
的
照
片

还
写
了
一
篇
非
常
详
细
的
《
卢
沟
桥
抗
战
记
》
。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