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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我们还一起在砾沼河畔洗漱、玩笑，下
午人就没了。”
　　翻看着手里泛黄的黑白照片，黄宝善老人陷
入了沉思。
　　那是 1952年的秋天，砾沼河水已经有了些许
凉意，照片中的几个小伙子蹲在河边洗个脸，在战
火中的朝鲜，享受片刻的宁静。
　　砾沼河又叫罗盛教河，山脚下的河面就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把朝鲜少年从冰窟窿里
救上来的地方。彼时，抗美援朝已经进入第三个年
头，停战谈判又陷入僵局，战争还要继续。
　　这些小伙子是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摄制组
成员，都来自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此刻他们
刚刚经过一夜行军，赶到这个叫做石田里的
地方。
　　照片中，蹲在河边刷牙的高庆生看上去那么
年轻，不远处，黄宝善悄悄拍下了这张照片……
然而，几个小时后，高庆生便在突如其来的空袭
中牺牲，身旁是他负责的那台苏联艾姆摄影机。
　　“摄影机就是我们的枪，人在枪在。这是当年
电影训练班的第一课。”当时只有 20 岁的黄宝善
经历了同伴牺牲的全过程，这名两次进入朝鲜战
场担任摄制组剧务，参与纪录片《钢铁运输线》、故
事片《长空比翼》等多部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拍摄
了大量珍贵的史料镜头，如今已经 90岁的黄宝善
老人喃喃地说道，“如果活到今天，高庆生应该 93
岁了吧！”

  《钢铁运输线》是一部影片，更是一个

摄制组

　　“岁月悠悠一瞬驰，长记钢铁战线时。
　　二十六人摄制组，建厂出征第一支。
　　胸怀保家卫国志，肩负记录英雄诗。
　　五十八年逝去矣，昔日青年鬓发稀
　　……”
　　 2010年，“抗美援朝胜利 60周年”给了淬炼
于战火的那群热血青年再聚首的理由，然而，看着
身边“硕果仅存”的几人时，黄宝善兴奋又伤感，于
是作长诗“忆《钢铁运输线》”以纪念。
　　“‘钢铁运输线’是在朝鲜战场上出现的一个
词语，把运输线这一普通的名词，冠以‘钢铁’二
字，形象、生动、高度评价了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在
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为保证前线部队
军事物资供应，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用激
情、智慧、用血肉，用无数人的生命所建立起来的
‘打不烂，炸不断’的后勤供应线。
　　《钢铁运输线》是一部影片，更是一个摄制组，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参加的成员来说，是一个生死
与共的战斗集体，是我们永生难忘的记忆，是共同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在当年的回忆中，黄宝善这样写道，“那时，我
们正年轻，全组 26个人，平均年龄 25岁，23岁以
下的有 13人，占全组半数。导演冯毅夫同志 33
岁，最年长的薛伯青同志 43岁，最年轻的陈毓中
和沈友春只有 18岁。岁月如梭，从 1953年 1月摄
制组入朝到现在，其中多数成员已经离我们而去，
在世的也没有几个了。”
　　 1952年 8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初建，9月份适
逢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八一厂
奉命组成摄制组拍摄纪录片。按照计划完成两部
影片，一部是拍摄战地慰问活动的《慰问最可爱的
人》，夏国瑛任导演，随慰问团总团活动的摄制组
成员包括高庆生与黄宝善等六人。
　　另一个任务则是拍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
队为保证前线军队物资供应，战斗在运输线上的
英雄事迹影片。就在慰问团抵达朝鲜后，中国人民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在志愿军后勤部
队驻地香枫山接见了冯毅夫导演，冯毅夫接触到
大量英雄事迹和一手资料。
　　期间适逢上甘岭战斗正酣，摄影师谢祀宗和
应迪二人还曾到上甘岭前线采访。
　　 10 月 17 日，慰问团总团抵达朝鲜平安北道
成川郡石田里进行慰问，摄制组拍摄了慰问团和
朝鲜群众祭奠罗盛教烈士的隆重场面。
　　“有敌机空袭。”下午四时十五分，大家正在学
校里与志愿军官兵一起会餐，突然低空中传来密
集的机枪声，炸弹也随声而落，随着防空枪响，人
们纷纷隐蔽。
　　“赴朝前，我们都接受过防空训练，敌机轰炸
时，如在屋内，应就近在窗下躲避。”几天的适应，
黄宝善知道，敌军的轰炸往往一波接着一波。
　　随着轰鸣声远去，他和身旁的陈毓中迅速收
拾设备，“当年的摄影机是绝对的宝贝，摄影组仅
有两台，坐车的时候稍微有点颠簸，大家都是抱一
路。”
　　这时，高庆生跑了进来，黄宝善顺手把他负责
的摄影机递了过去。“他气踹吁吁，脸涨得通红，还
淌着汗。”高庆生背起摄影机转身出了门，黄宝善
与陈毓中紧跟其后。在一处民房的院落里，一直奔
跑的黄宝善看到一名朝鲜妇女隐蔽在几棵玉米秆
下，紧紧地趴在地上，便条件反射般地紧急卧倒，
之前的防空训练让他本能地张大了嘴巴，“以免爆
炸造成耳膜穿孔”。
　　“飞机炸弹的声音就像是大块钢板断裂发出
的，‘咔嚓’一声巨响。”炸弹落在了距离他们不远的
地方，黄宝善仿佛被人抓住胳膊、拎起了腿，又重重
地摔在地上，满嘴沙土，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了。
　　正是这次轰炸夺去了高庆生年仅 25岁的
生命。
　　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罗盛教烈士的墓地旁
边，写下了“英魂永伴罗盛教，烈魄常依砾沼河”的
挽联。后来，那台被他抢救出来的摄影机被命名为
“光荣号”，如今还陈列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史
馆里。
　　“想通过一次随慰问团的暂短活动，就拍成一

部反映志愿军后勤保障战线英雄事迹的影片，是
不现实的。”在听取了摄制组汇报后，上级领导反
馈“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大家是凭着一种信念在战斗”

　　在纪录片《钢铁运输线》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在朝鲜战场，如蝗虫般的敌机轰鸣着黑压压
地掠过，不时投下炸弹。志愿军车队在树枝柴草的
掩护下或躲进路边掩体，或加速通过，更有中弹起
火的车辆，和奋力扑救的战士……
　　抗美援朝跟国内战争不一样，国内战争的补
给是就地筹备粮食，但战火下的朝鲜到处是一片
废墟，连当地百姓都很难有粮食。而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拥有陆海空全方位军事优势，不仅地
面部队配备机械化的武器，他们还掌握了战场的
制空权。
　　美军对朝鲜北部的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
重要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并以少架多批次
的轰炸机，依山傍道昼夜不停地搜索扫射，封锁破
坏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物资供应线。没有飞机的
掩护，志愿军后勤保障线上的火车、汽车无疑是
“裸奔”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致使志愿军的口粮、弹
药难以得到及时补充。据统计，当时仅有 40% 运
往前线的粮食能送达部队手里。
　　“那真是打着算你的，打不着算我的。”黄宝善
拿出战场上志愿军后勤战士的口吻讲述道，“当时
大家为了新中国，是凭着一种信念在战斗。”
　　为了记录下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画面，1953
年 1月 2日，纪录片《钢铁运输线》摄制组一行 26
人在《共青团之歌》的旋律中，从“八一厂”慷慨
出征。
　　第二次进入朝鲜战场的黄宝善记得很清楚，1
月 4日下午四点，阴沉的天空飘着片片雪花，一辆
“嘎斯 51”卡车载着全组成员，驶过鸭绿江桥，进入
到朝鲜新义州，开始了在朝鲜长达一年的征战。
　　摄制组一行在“西海指”（志愿军“西海岸防御
指挥部”的简称）报到并安置完毕后，便立即开始
工作，大家除了拍摄正在进行的“西海指指挥作战
会议”外，并分组下到各部队拍摄紧张的战备
工作。
　　时值冬末初春，朝鲜的天气依旧十分寒冷，
摄影队顶着朝鲜北部高原的严寒，冒着敌机的轰
炸，分别奔往各地各部，拍摄了抢修公路大桥、清
川江铁路大桥等珍贵史料。镜头里，在刺骨的江
水中，有凿冰挖洞架设木笼桥基的工程兵。马息
岭上，有穿行在风雪弥漫中的汽车运输队。有抢
修公路线的朝鲜人民，还有日夜奋战修筑地下坑
道的野战部队，在预计敌人可能登陆地点加固防
御工事。
　　“当时，朝鲜的铁路设施几乎全部遭到破坏，
火车加水都要靠朝鲜老乡肩背头顶。”黄宝善说。
　　在朝鲜，摄制组没有具体任务时，大家就会把
摄影机器放在身前，躲在隐蔽的地方蹲守，随时准
备应对突发拍摄，也摸清了敌机飞行轰炸的规律。
　　“一次，我们就躺在地上，看着敌机从 100公
尺的高度飞过。那时脑子是很清楚的，知道飞机
投弹是 90度角，它要是在你脑袋上投弹，炸弹一

般炸不着你。但如果他在你脑袋上用机枪扫射，
我们便正在枪口之下。”黄宝善记得，飞行员朝下
望望，并没有扫射，只是扔下了两枚炸弹，轰轰的
爆炸声离他并不远，然后便飞走了，“这些是战争
的常态，已经适应了。”
　　就这样，大家的拍摄持续到四月，停战谈判重
启，摄制组的重心开始放在铁路、公路运输线的拍
摄上，但联合国军的密集挑衅仍在继续。期间最惊
险的无疑是五十军军部被炸，而“国宝级”摄影师
薛伯青死里逃生。
　　一天，正在西海指坑道里的黄宝善，接到史文
帜导演的电话，“正在五十军工作的薛伯青一组遭
遇敌机轰炸。”这一消息让大家感到震惊，电话里，
史导演难过地念叨着，“出这么大的事，他一家大
小可怎么办！”
　　为了弄清情况，黄宝善赶紧到政治部秘书科
去询问，对方答复，“报上来的情况没有涉及电影
厂的同志。”因为没有具体反馈，摄制组成员四下
打听，“几天后，大家正在驻地休整，老薛、张伦、戴
赤三人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带给了大家一片惊
喜，一阵欢呼。”
　　原来出事当天，正在五十军军部的薛伯青组
计划去清川江拍摄部队施工。由于车辆调度，需要
等到第二天才能成行。晚饭后，他们在驻地散步
时，遇见了军参谋长正准备坐车出门，薛伯青便走
上前去打招呼，当得知他要去清川江，而车上只有
他一人时，薛伯青提出搭乘参谋长的车一同前往，
对方欣然同意。“就这样，三人逃过午夜敌机轰炸
的一劫，否则不堪设想了，因为他们的住处正是轰
炸中心。”
　 说起摄影师薛伯青，黄宝善满眼敬意，“薛老
师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经历了从上
海最早的电影《夜半歌声》等，从摄影机的动力由
手摇到电动，胶片由黑白到彩色，由16mm到35mm
再到宽银幕的发展，他就是中国一部电影史。”
　　朝鲜战场的每一天，除了惊险更多是友情。
　　黄宝善记得，在清川江口拍摄部队修筑工事
时，他们遇到敌机轰炸，有一位同志的腹部受伤，
当时人们四散隐蔽，只有摄制组的张伦一个人在
他身边，冒着敌机连续的轰炸扫射，用急救包为他
进行了包扎。

“只要炸不倒，这汽车就要一直往前开”

　　“我是从美国空军学校毕业的，是你们在朝鲜
战场上的狂轰滥炸，教会我怎么做后勤的。”在《钢
铁运输线》中，洪学智的一句玩笑很是精彩。
　　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在与美国联合空军没日
没夜的较量中，逐渐从最初的被动挨打，到最后摸
索出一套和飞机对抗的经验。用黄宝善的话说，
“仗是越打越精。”
　　“后勤运输与跟敌人在前线面对面的厮杀一
样残酷危险。”黄宝善说，作为较为灵活的汽车运
输队，针对敌机的轰炸，甚至总结出一套躲避“诀
窍”，战士们更是拿出“只要炸不倒，这汽车就要一
直往前开”的革命精神。
　　与此同时，志愿军抢修了大量大迂回线、便
线、便桥，结成了条条道路通前线的公路网。运输

部队利用阴天 、雨天 、大雾雪天，趁着飞行条件
恶劣集中突运，后勤与作战部门密切配合，创造
了游击车站、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的方法，
同时拓宽狭窄路面，排除危险路段，修通水道涵
洞等，从根本上改变了公路运输不合理现状。
　　除了抢修公路铁路，志愿军同时从各军调
集人力、马匹实施人力畜力相结合，分段接力为
前线运输物资。各作战部队将物资隐蔽疏散伪
装，试着用各种假目标，迷惑敌人。黄宝善解释，
“比如公路桥梁被炸了，就在公路边上修很多便
桥，因为便桥在地图上没有，不容易被发现，主
桥炸断了，可以绕道而行。公路桥炸坏了，就修
水下桥。桥面在水下，在空中发现不了，只有自
己的运输车队知道。”
　　据战后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
愿军运输战线官兵共抢运物资弹药 1280万吨，
抢修铁路 1400多处，抢修桥梁 2200座，两条新
铁路干线，4条公路干线抢建完成。
　　美军飞机白天轰炸，志愿军运输部队就夜
间运输。在敌机活动频繁的主要运输线上，志愿
军后勤司令部在公路上建起了密集的防空哨，
朝鲜的每一个山头都有志愿军的哨兵。防空哨
兵手里有两把旗子、一个口哨、一支枪，只要敌
机临空，哨位的哨兵就开枪报警，从敌机飞来的
方向，头一个哨兵放一枪，第二个哨兵接着再放
一枪，枪声一直传到鸭绿江边。

　　“原本火龙一样的运输队灯光，哗，一下子
全没了。”听到枪响的志愿军司机，马上把车灯
熄灭，敌机飞来，路面一片漆黑，根本摸不着汽
车的半点踪影。
　　敌机有时会扔照明弹，但往往收效甚微。因
为志愿军不仅沿途设置了密集的防空哨点，在
路边还专门设置了不少隐蔽车位，志愿军关闭
车灯的同时，迅速钻进最近的隐蔽车位，让敌机
一次次无功而返。
　　抗美援朝时期，2800 多公里的交通干道上
共设置了 1500 个哨所，平均不到 2公里就有一
个防空哨，防空哨在运输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志愿军汽车的损失从开始的 40%减少到近
乎无损。
　　特别是一些火炮、喀秋莎火箭炮等实力逐
渐显现，也让敌机不敢轻举妄动。6月，摄制组
曾跟拍过一个多次获得嘉奖，以“打游击”闻名
的高炮 25营。
　　“那是在德阳志愿军二分部，高炮营一般在
暗夜里隐蔽在敌机经常轰炸的重点阵地，待敌
机白天空袭时，突然炮火齐发，给敌机迎头痛
击，出其不意，战果甚丰。”
　　后勤有了保障，前方战场不再被动。“到了
1953年的时候，清川江以北的制空权我们也已
经掌握了。”黄宝善越讲越兴奋，“敌机过来，咱
们的飞机就飞上去跟他干，有些飞机一上去能
打掉好几架敌机。有些飞行员没飞几十个小时，
就敢正面迎敌，全凭勇敢。”
　　摄制组的摄影师就曾目睹了这样一幕，一
前一后两架志愿军战机夹着一架敌机，在前面
战机的指引下，敌机最后不得不一起降落在了
志愿军机场。“后来才知道那是志愿军俘获的一

架敌机。”黄宝善说，“我们根据敌机的起飞地
点，算准了敌机续航时间，等到敌机不得不返航
时，志愿军战机起飞阻击，此时的敌机已没了底
气，在前后夹击下，不敢与志愿军再交火，要是
不服从，后面的飞机便会马上歼灭敌机，几个回
合下来只得乖乖投降。”
　　到了“金城反击战”时，后勤工作丝丝入扣，
运输队司机一轮物资抵达前线，对接人员接受
物资负责装货调配，为汽车检修，“趁着司机小
憩，一系列工作流程后，再叫醒司机，继续下一
趟运送。”黄宝善说，“战争年代，最缺的就是汽
车司机。”
　　后勤保障的不断完善，使运输线沿途都设
有兵站、洞库（物资存放点）。战士们肚子饿了，
只要随身带着饭票，沿途兵站都有军备、粮食和
食堂解决，战争初期战士们挨冻、饿肚子的现象
一去不返。

  “你知道硝烟是什么味道吗？是槐花

的味道”

　　“你知道硝烟是什么味道吗？是槐花的味
道，就是这么真实的不和谐！”黄宝善自问自
答道。
　　“那是 5月的一个深夜，我们的卡车沿着林
荫公路前行，道旁槐花绽放，醉人的清香扑面而
来，就在大家沉浸在一派和平幽静中时，突然防
空枪声由远而近，公路上原本一路相随的车灯，
刹那间全部熄灭，四野立即恢复到一片黑暗
中。”这是黄宝善日记中的一段记录。
　　“随着空中传来的敌机轰鸣声，以及悬在空
中、青白刺眼的照明弹下，敌机没目的的投放着
炸弹，随着一声声巨响，带着刺鼻的硝烟扩散在
空气中，与刚刚幽静的槐花香气混合在了一起，
告诉我们，这里是流血的战场。”
　　黄宝善清晰地记得，在五月中旬的一次反
击战中，摄制组跟随部队在北汉江南岸，打算对
敌方高地进行反击。在暗淡的天色中，战士们和
苏制“喀秋莎”火箭炮在槐树林中隐蔽起来，伴
着槐花香，摄制组成员调好设备做好拍摄准备。
傍晚七点十五分，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弹齐刷
刷地射向敌方高地，霎时间，炮声震天，火光漫
山，我国银幕上的第一次“喀秋莎”发射就是在
这场战斗中拍下的。
　　看过战争电影的人都知道，开火就意味着
行踪暴露，敌军循着弹道很快就能定位发射区
域，先开火的一方就需及时转移。几分钟后，敌
人的炮弹纷至沓来，我军早已撤到山坡背面隐
蔽起来。摄影李尔康组的同志和同在战场采访
的新华社记者时盘棋等便在山坡背面有说有笑
地忍受了一个小时的“炮毙”，槐树的花香伴着
硝烟的味道，涌入了他们的鼻腔，更刻在了他们
的记忆里。
　　从此以后，每年 5月甜腻的槐花香气总会
让老人们想起战场上的缕缕硝烟。
　　朝鲜战场的拍摄紧张而忙碌，史文帜导演
就在夺下高地的第二天，率领摄制组中的张志
辉、张世鸿、沈友春三人，冒着美军高、中、低空
数百架次飞机的报复性轰炸，争分夺秒地拍过
被我军攻克的高地。画面中敌军遗尸遍地，工事
崩塌，一片狼藉。
　　尽管摄制组涉险拍下不少珍贵的前线画
面，但不少重要战役都是夜间进行，摄影机根本
无法捕捉到真实的场景，因此，每场战役后的补
拍工作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色。
　　“同志们，为祖国人民立功，为朝鲜人民复
仇的时候到了，冲啊！”漫山遍野的杀声，如波涛
淹没了敌军高地。山坡上响起阵阵轰鸣，硝烟布
满了整个山丘，坦克大军刺破飞尘，伴随闪着火
光的炮管向前推进。随着炮火声的熄灭，敌军阵
地一片狼藉。
　　夕阳斜照，远山似海，战壕逶迤远去，不断
有乌鸦从空中俯冲而下，一些敌军尸体的军装
口袋里露出信封和照片……
　　这些战争场景是为了还原“金城轿岩山反
击战”，志愿军部队在战后组织补拍的影像
片段。
　　“当时，站在主机位观看拍摄现场的军首长
连声说‘一模一样’。”黄宝善说，正是在这场战
争中，志愿军势如破竹，打得李承晚部一路
溃逃。
　　 7月 27日早上 8点，黄宝善像往常一样从
坑道出来晒太阳，发现空中还充斥着高射炮射
击后的硝烟，一架敌机超低空飞过，沿着山脊拉
着黑烟飞向远方。
　　“就在这天上午 10时，朝鲜战争停战协议
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大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再
也不用担心敌机来轰炸了，我们胜利了！”胜利
的日子，大家总是记忆深刻。
　　摄制组的两次赴朝，最终将志愿军后勤运
输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迹搬上了银幕，《钢铁
运输线》也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在战地
拍摄的长纪录片，更是八一厂第一部在全国获
奖的长纪录片。包括《西海备战》《东线阻击战》
《金城反击战》《北汉江南岸反击战》，以及大型
军事纪录片《较量——— 朝鲜战场战争实录》中用
到的许多资料都是八一厂战地摄影人员拍
摄的。
　　黄宝善记得，在离开朝鲜前，自己得了肺
炎，不得不在朝鲜多逗留了一个星期，又因护照
过期，入境时误了过江的火车。他说，“我是一个
人从朝鲜雄赳赳、气昂昂跨回鸭绿江的，走上鸭
绿江铁桥时，我是数着数，一步一步踏上祖国土
地的，正好是 1768步。”
　　至今，他会时不时颤巍巍地翻出曾经的记
录和一沓泛黄的照片，那上面一张张青春的面
孔在眼前跳动，“那是一个个多么鲜活的年轻生
命啊。”他说。

用摄影机战斗，留下气壮山河的珍贵影像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的 摄 影 师 、九 旬 老 人 黄 宝 善 回 忆 峥 嵘 岁 月

▲《钢铁运输线》摄制组全体合影。 组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钢铁运输线》新闻照片。
  ▲ 1952年 10月 17日晨，高庆生烈士（右一）在石田里砾沼河河
边洗漱。几个小时后，高庆生便在突如其来的空袭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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