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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木兰 

 

一 射雁的姑娘 

一阵秋风吹过，树叶哗啦啦地落下了许多。爬在树上玩耍的牧童，看见天色不早，赶忙从树

上滑下来，牵着牛回家去了。 

蔚蓝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这时，远远的天边，有一群雁，一字儿并排着飞过，它们飞得

很快，大概正赶着飞去暖和的南方过冬吧。忽然，嗖的一声，一枝箭直向雁群射去，有只负

伤的雁，从高空掉了下来。 

"姐姐，我去捡!"大树下，有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一边喊，一边跑进不远的草堆，他在草堆里

找了一会儿，便提着一只雁往回跑。  

"姐姐，你真行，射中的都是大肥雁!"  

大树下，站了个十八岁的姑娘。鹅蛋脸，长长的眉毛，直挺的鼻子，红红的小嘴，是个清秀

的姑娘。但她个子高高的，手里拿着弓，背上背着箭袋，威风凛凛，却文 像个英俊的男子

汉。这时，她对跑过来的小男孩说："聪儿，天晚了，我们回去吧。"说着拉了小男孩，朝山

脚的一幢小平房走去。 

这姑娘姓花叫木兰，小男孩是她的弟弟，叫聪儿，他们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住在山脚

下。爸爸叫花弧，曾经做过大将军，自从隋朝统一天下以后，他便解甲还乡，带看妻子儿

女，过着简朴的农家生活。 

"聪儿，瞧!爸爸回来了。"木兰的手指指向不远的田垅，那儿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夫，正慢

慢走来。 

"爸爸，"聪儿飞奔到爸爸面前，举起手上几只雁。"爸爸，你看，这都是姐姐射的。" 

"爸爸，你回来啦，"这时，木兰也已经走到爸爸跟前。 

"唔，"爸爸看了看聪儿乎上的雁，又看了看木兰的装束。"木兰，你穿上猎装，就更像男孩子

了。" 

"嗯，爸爸，"聪儿对姐姐做个鬼脸。"二姐老是爱跑马射箭，像个野孩子。我以后不叫她姐姐

了，我要叫他哥哥。" 

"聪儿!"木兰笑着瞪弟弟一眼。"你只会顽皮，男孩子家，马也跑不快，箭也射不好，羞不

羞?"  

"等我长大了，一定比你强!"弟弟很不服气。 

"好了，都不要吵。"爸爸拉着姐弟俩的手。 "等你们长大了，都跟爸爸一起上阵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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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姐弟俩都笑了，牵着爸爸，一蹦一跳地回家去。 

回到家里，妈妈和大姐，已经把饭菜做好了。一家五口，围着吃饭。在平时，晚饭桌上，大

家总是有说有笑的，可是，爸爸今天却皱着眉，很少说话。 

妈妈好象看出爸爸的心事，便问他： 

"今天可又有什么消息啦?"  

爸爸叹了口气，慢慢说："前些天，不是听说北边的国境，有辽人入侵吗?今天我到城里，看

到满街贴了许多告示，朝廷已经准备发动大兵，攻打辽人了。凡是在本朝任过军职的武官，

这次都要被征召，我昨天也接到征召的军书。唉，可惜我老了，怎能再去打仗呢……" 

大家听了，都低下头来，默默吃饭，心里都为爸爸的事发愁。饭后，木兰照往日那样，回房

去织布，但脑子里，却老在想：爸爸实在年老了，不能上战场了，该怎么办呢? 

木兰正在发愁，远处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渐渐来到花家门前，停住了。 

"花将军!花将军!"门外有人喊。 

木兰听到爸爸去开门，和来人说了一阵，那人便又骑马走了。爸爸把大门闩好，回到房间

去，只听到他和妈妈低声说话，像在商量什么。 

这时，木兰坐在织布机前，再也没有心思织布，忍不住走出房间，轻轻来到爸爸房前。  

"官府也把人迫得太紧了，"是妈妈的声音："一连传来十二卷军书，还规定十天内就要去报

到。你年纪大了，弓马武术也生疏了，怎么办?" 

"明天起，我要加紧多练练。"爸爸温和地对妈妈说："明天你把我的旧军服拿出来，修补一

下。" 

"那么，你就早点睡吧!明天要早起呢。" 

爸爸房里的油灯熄了，木兰踮起脚跟轻轻走回自己房里，倒在床上，老在想爸妈刚才的话。 

"假如我是个男孩子，就能替爸爸上阵了!"木兰想到这里，忽然坐起身来，"嗯，我虽是一个

女孩子，但是我的武艺不错呀，为什么我不能和男人一样，上阵杀敌 呢?"这念头，不断在木

兰脑子里打转，她翻来覆去，好久才能入睡。 

 

二 威风的将军 

第二天天没亮，爸爸就出去了。妈妈从衣箱底拿出旧战袍，和大姐一同修补。 

木兰早想好一大堆话，要对爸爸说，可是等爸爸回来，却又说不出来了。晚饭时，聪儿问长

问短地，要爸爸讲打仗的故事，木兰却静静地吃了几口饭，就回房织布去了。其实她根本没

心思织布，满脑子只想着怎么对爸爸说。 

夜深了，织布机的声音还在响，窗外射进初冬冷清清的月色，木兰抬头望着窗外，慢慢停了

机杼。 

"唉一一"木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木兰，你还不睡?"忽然，有一只手，搭在木兰肩上。 

"呃!"木兰回头一看。"爸爸，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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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很晚了，去睡吧!"爸爸很慈祥地望着木兰。"你刚才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爸爸--一-"木兰停了一停，鼓起勇气说："我知道，昨晚朝廷又派人送军帖来，

十二卷军书都有您的名字。爸爸，您又没大儿子，不如叫我替您出征吧……" 

"别瞎说了，你是女孩子，怎么能上战场?"爸爸笑着摇摇头："快去睡吧!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  

"爸爸，我可以化装成男子呀?"木兰继续要求，"您不是说，我长得快有您高了吗?我化装起

来，一定很像男子。-一爸爸，您让我去吧!" 

木兰诚恳地望着爸爸，意志很坚决，爸爸不忍再拒绝她，只好推搪地说："你先去睡，让我

想想再说。" 

木兰听见爸爸的语气，好像有点改变了，便顺着爸爸的意思，上床睡觉，但在床上，脑子里

还在想： 

"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替爸爸出征!看看有什么法子，让爸爸答应我。"  

木兰睁着眼思索，她的视线慢慢落到放在桌上的战袍上，那是大姐刚替爸爸修改过的。忽

然，木兰高兴得叫起来。 

"啊!有了!"木兰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把战袍拿了起来。 

第二天中午，爸爸回来吃中饭的时候，饭桌上却不见木兰。 

"咦?木兰到哪儿去了?"爸爸问妈妈。 

"她没有出去呀，大概在房里，今天她老是躲在房里，不知忙什么，我去叫她出来。" 

正说着，忽然，有个英伟的武士，大踏步走进饭厅来，各人看见，都怔住了。 

"呃？是谁？"爸爸惊奇地站起来问。 

"嘻…"那个武士，却忽然笑起来了："爸爸，我是木兰呀！" 

"木兰？"几个人都忙走到武士身边，仔细看清楚。 

"哎呀！真是你这小丫头！"大姐笑着轻打木兰。 

"怎么？"聪儿搔了搔头："二姐变成大将军啦！真威风！" 

木兰只是笑眯眯的，一句话也不说，让大家看她。爸爸向木兰打量了好一会，点了点头。"

木兰，你真是个男孩子就好了。" 

"爸爸，我现在不就像个男子吗?爸爸就让我替您从军吧!"木兰乘机求爸爸。  

"那怎么行。"妈妈慈和地拉着木兰："你到底是个姑娘哪，军人的生活，你不习惯的。"  

"爸爸。妈妈，很多事情，不光是男子才能做的，女子也一样能做。像耕田，人人都认为是

男子的事，；但我耕起田来，爸爸也说我耕得挺好。当兵也是一样呀!只 要我在军中小心

点，谁知道我是女孩子呢?爸爸，请您让我去吧!我一定不会搞出乱子来的。"木兰诚恳地向爸

爸请求。 

"孩子，军旅的生活很苦，而且，又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上几年，你能挨吗?"爸爸好像被

木兰的恳求打动了。 

"能!"木兰很坚决地点头。"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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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外面没有一个人照顾你……"妈妈还是不放心。 

"妈，我都长得那么大了，应该去照顾别人啦，还要人来照顾我吗?" 

"孩子，你真强!"爸爸望着木兰，眼中充满泪光，他沉默了半晌，终于点了点头："好!我答应

你。" 

"啊!爸爸……"木兰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了。 

 

三 代父从军 

深秋的早上，山脚下那间平房里，闹哄哄地每个人都忙个不停。聪儿从马棚里拉出一匹高壮

的战马，配上新马鞍，又跳蹦蹦地回到屋里，看他的"木兰哥哥"穿军 装，他心里老在想：聪

儿。你快点长大呀!长大了，就像二姐那样，上战场打仗去! 

屋子里，妈妈，姐姐忙着替木兰准备路上的干粮用品，木兰忙着穿战袍，戴头盔，背箭袋。 

一切停当了，一家子拥着木兰，走出大门，都觉得依依不舍。 

"再见，爸爸、妈妈。再见，姐姐，聪儿。"木兰忍住快掉下来的眼泪，一跃上马。 

"再见，木兰，好好保重！" 

爸爸很严肃，妈妈、姐姐都哭了，聪儿却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姐姐。木兰看着他们，真觉得

难过，心里想：这一别，不知要分别多久，眼泪又忍不住流下来了。 

"走吧！木兰，今天，你要像个男子汉！"木兰对自己这么说，她勒转马，飞驰去了。 

走了一天，来到城里的大校场上。这时，有许多参加征战的勇士，陆续都来了。他们都是商

邱地方（在河南省）的农家子弟，都是心地善良、忠厚的人，热爱家乡，当外人来侵迫的时

候，他们会很勇敢地起来迎敌。 

勇士们都到齐了，大校场上人头挤挤，有三四百人。点将台上，司令宣告，大家先举行一个

骑射比赛，选出三名武术高强的勇士当百夫长，率领这三百多人。 

比赛骑术的时候，花木兰和一个叫李谷的勇士，跑得最快。比赛射箭的时候，花木兰和一个

叫苏大雄的高大个子，射得最好。于是，花木兰、李谷、苏大雄三个人，都被选做百夫

长。  

一声令下，三百多勇士，浩浩荡荡出发了，他们要北上黄河，然后和河南各地大军聚齐，渡

河到涿县去河北省。三个百夫长走在队伍的前面，木兰第一次走在这么多 人当中，心里不

免有些胆怯，好在李谷，苏大雄对她很好，他们的年龄比木兰大很多，所以他俩把木兰当做

弟弟似的爱护。 

木兰觉得最高兴的，是军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出她是女扮男装，她自己也十分小心，就是

一举一动，都学成男子汉的动作。 

他们的军队经过一个村落，停下来休息。这三百多新兵，本来都是彼此不认识的，但一起走

了半天的路，又想到以后都是同生共死的伙伴，所以在途中休息时，大家都有说有笑的，非

常要好了。  

"木兰，"李谷像大哥似的，跟木兰谈话。"你的名字真秀气，像女孩子的名儿，是怎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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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觉得好笑，她心里暗暗说："我本来就是女孩子嘛!" 

木兰看李谷笑嘻嘻的样子，就索性和他开个玩笑："那是因为妈妈生我的时候，希望是个女

孩，所以就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那么，你的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呢?" 

"我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李谷笑着说："我出生那年，刚好我们家那条村里，谷粮的收成

又多又好，爸爸说是我带来了好运，所以就叫我阿谷。" 

李谷还想说下去，坐在一旁的大个子苏大雄，忽然大笑起来。"才不是这样呢，我看哪，一

定是你好吃，把家里的谷粮都吃光了，所以才叫阿谷。" 

"哈哈……"木兰听了，也笑起来。李谷被苏大雄这么一说，气得向他瞪眼。"那么，你的名字

又有什么来历吗?" 

"当然也有来历，你们看!"苏大雄伸一伸他的粗臂膊。"我像不像一只大熊?" 

"嗯，真像!"木兰打量一下苏大雄粗壮的身体，点了点头。  

"唔，我刚生下就有七斤重，又胖又黑，像只小熊哪!所以我妈妈就叫我阿熊，等我到了要上

学啦，才改成现在这个雄字哩。" 

"哦!原来你一直是只笨熊。"李谷存心要气苏大雄。 

"哼!"苏大雄握紧拳头，在李谷面前晃一晃。"我是笨熊，你是什么?" 

苏大雄李谷，像一对顽皮的孩子，闹了一阵，但，一会儿，又和和气气地，在一块聊天。 

在村前草地上吃过饭，他们又起程了。通去黄河渡口的路，崎岖曲折，黄沙滚滚，很难走，

但木兰坐在马上，始终精神奕奕，一点不觉得疲乏，有时还鼓励走累了的 士兵，提起他们

的精神，士兵们见这位长官和蔼可亲，都很爱戴他。  

这样一连走了好多天，一天傍晚，他们终于来到黄河岸边了。这时，黄河边已经有几千兵

士，汇合在那儿，他们都是从河南各地调来的。木兰这三百多人，分做十 营，在河边扎下

营地，军士们分工合作，烧火做饭。木兰第一次离家，宿在外面，所以每一件事，都觉得很

新鲜，尤其看见军士们，个个精神饱满，士气激昂，她心 里想到，自己能像个男子汉似

的，参加打仗，捍卫国家，很替自己高兴。 

 

四 燕山打猎 

在黄河边住宿一宵，大军又拔营起行。渡过黄河，再往北走，愈走愈接近荒凉的边境，最后

到达接近辽人的疆界--燕山。他们就在燕山脚下，扎下营盘，等候朝廷发出进攻的命令。 

战士们驻在燕山下，闲着无事，都争看上山打猎。李谷，苏大雄都是出色的猎手，一天，木

兰就邀他们，深入燕山去打猎。 

"好是好，不过--"李谷有点犹疑，"山里怕有很多辽人，他们到处设有陷阱，很危险的。" 

"怕什么?我们不是来打辽人的吗?捉到辽兵正好!"木兰兴致勃勃，李谷、苏大雄拗不过她，只

好陪她一块去。 

燕山的路很难走，野兽又多，打猎的人，都不敢深入山里去，木兰他们三人，轻骑快马，却

直向深山里闯。  



6 
 

"咦?怎么走了半天，还见不到一只大野兽?"苏大雄好像有点不耐烦，和李谷一起走进一个草

丛去。 

忽然，木兰看见离苏大雄、李谷不远的草堆里，有四五只东西在动。 "糟!是花豹!" 

木兰说着，忙抽出弓箭瞄准。这时，那儿只花豹，已经快走近苏大雄，苏大雄还没有发觉

哩。 

"嗖!嗖!"木兰连发两箭，那边两只花豹，大叫一声，负伤地跑掉了。剩下的三只花豹，竟一

个个挥刀站了起来，原来他们不是真的花豹，而是辽兵呢！这时，苏大雄，李谷也发觉了，

忙抽刀和那三个辽兵格斗。 

"嗖！"木兰对准一个辽兵，又是一箭。 

"呀！"被射中的辽兵，掩着伤口，掉头窜走，其他两个，知道情势不妙，也慌忙逃跑。苏大

雄想追他们，却被李谷喝住了。"不要追，他们可能布了陷阱。" 

"好危险！"苏大雄笑着走到木兰身边来。"还是你机警！救了两个老哥的性命。" 

"小鬼头！真厉害！"李谷也过来称赞木兰。 

三人在山上，小心地再侦察了一会，看看没有辽兵了，才下山来。  

当晚，木兰射中辽兵的消息，就传遍军中，统帅宇文述立刻召见她，大大嘉奖她一番，还升

她做二百人长。 

这夜，木兰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夜已深了，从燕山那边，不时有辽兵马匹嘶叫声，夹在呼呼

的风声中传过来，显得格外凄凉。 

士兵们都熟睡了，木兰独个儿走出营前，望着黑沉沉的燕山，又想起爸爸妈妈来。 

"爸爸，我今天做得对吗?我要做个好军人!"木兰轻轻地说，好像爸爸就在她身边。 

寒风阵阵，木兰只听见"嘶!嘶!"的马叫，却听不到爸妈呼唤她的声音了。 

 

五 露出破绽 

十几天之后，朝廷催征的诏书号颁到了，他们立刻拔营，向辽水进发。 

初冬的天气，在中国北方已经非常寒冷，大军在荒漠的草原上，晓行夜宿，不久到了柳城

(今辽宁省朝阳县)，他们才驻扎停妥。这时，大风雪来了，风呼呼，雪纷 纷，一夜之间，在

每个营帐前，就堆起像小山那么高的雪。士兵们因为抵受不住这寒冷，好多都昏迷了。 

木兰从昏迷中醒来，觉得身体僵硬冰冷，睡在对面的苏大雄、李谷，也冷得迷迷糊糊的。 

"李兄，苏兄，我们起来活动一下，不然要冷死了。"木兰探头到帐外望了望："嗯!雪堆得有

帐篷高!士兵们不知冷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出去看看!"李谷、苏大雄都-骨碌爬起来。 

三个人到各个帐篷里巡着，士兵们都快冻僵了，还在迷迷糊糊地睡哩! 

"我们快生个火，让他们出来暖和一下。"木兰说着，就去找木头生火。李谷、苏大雄，也跟

着忙起来。 

熊熊的火生起来了，士兵们也都被叫醒了，团团围着火堆谈天。他们感激木兰这样关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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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每个人心里，都更加敬爱木兰。 

"花将军对我们太好了。" 

"嗯，他为了生火，到处找木块，把耳朵都冻紫了。" 

火堆那边，有几个士兵，在轻轻地谈着。 

火堆这边，木兰一面揉着耳朵，一面和士兵们谈笑。 

"咦?"忽然，苏大雄出奇地看着木兰的耳朵："你怎么学女孩子穿耳洞?" 

苏大雄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听见了，大家都盯着木兰的耳朵看，弄得木兰很窘，一时间

不知怎么好。 

"这个……"木兰忽然灵机一动，编了一套话："说起来，有一段来历的，我小的时候，常常害

病，爸爸妈妈找了很多医生，都医不好。一天，有一个老婆婆，到我家来，对 

我妈妈说：'这孩子命里本来注定是女孩，不料他天性顽皮，硬要变成男孩子生出来，天帝因

此生气了，就惩罚他，要他多害病，以后，你要把他改装成女孩，才能平息天帝的气恼， 

保住他的性命。……" 

木兰还想说下去，苏大雄就抢着说："嗯，所以你妈妈就替你穿耳洞，戴耳环，穿裙子，打

扮成个漂亮的小姑娘，是吗?"苏大雄一面说，一面作表情，弄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木兰也跟着笑起来，但她心里对自己说："小心点，以后不要再露出破绽啦!" 

 

六 进攻辽东城 

大军驻扎在柳城，每天操练，等待寒冬过去。 

春天到了，雪融了。朝廷的诏书，也接着送到柳城来，隋炀帝命他们这一军，强渡辽水，和

辽水对岸的辽兵作战。统帅知道木兰勇武机智，特别派她和苏大雄、李谷，率领四百 

多人，作前哨突击。  

静荡荡的辽水岸边，摆了三座新扎起的浮桥。岸上，军容强盛，一排排的隋军先锋队，手拿

弓箭长矛，雄赳赳地站得毕挺。对岸辽兵阵上，也是盔甲鲜明，严阵以待。 

"我们今天一定要渡过辽水!"木兰的神情很严肃。"浮桥划到辽水中间，辽兵一定会用弓箭射

我们，我们得先发制人，三座浮桥紧连着前进，同时发射，千万不要让敌人切断浮桥的联

系，以免阻塞后援。" 

"对!木兰的法子真好!"苏大雄、李谷同声赞成这个战略，各登上浮桥。  

统帅宇文述策马来到水边，看了一会，把手里的令旗一举，接着，鼓声震天，中军分头传

令，三座浮桥一齐出动，直向辽水对岸冲去。木兰、苏大雄、李谷站在三座浮桥的前端，手

拿盾牌，全神准备应战。 

浮桥渐渐靠近对岸，离岸大概有三百步左右，辽兵的箭，象雨点似的，向浮桥射来。 

"射!"木兰一声令下，浮桥上的士兵，纷纷搭箭张弓，齐向岸上的辽兵发射。一时，箭在水面

上穿来穿去。浮桥上的隋兵，都是久经训练的箭手，他们百发百中，辽兵被射倒 

的很多，再加上隋军援兵源源不绝，紧跟在浮桥后面，渐渐地，岸上辽兵，已抵挡不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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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往后退。  

浮桥靠岸了，辽兵被隋军的箭雨，射退了几百步，这一束，空出岸边一截空地，隋军正好作

根据地。 

"冲啊!"木兰右手抽出佩刀，左手拿着盾牌，举臂一招手，便飞身跃上河岸，冲杀向敌阵。浮

桥上三百多士兵，也跟着一拥而上，不到一会功夫，已经有数千人渡 过辽水，和辽兵混战

起来。辽兵失了辽水的天险，已经有点慌张失措，再加上木兰的先锋队，作战非常英勇，渐

渐招架不住，只得狼狈地逃跑，退缩进辽东城，把四 边城门紧闭，暂时不敢再和隋军作

战。 

一万多隋兵，陆续渡过了辽水。第二天清早，隋军密密层层地把辽东城包围起来。 

由于昨天木兰渡河有功，统帅就派她率领一千名士兵，包围住辽东城险峻的西城前线。苏大

雄、李谷也在木兰这一队里，他们三个人又聚在一块，商量攻城的办法。 李谷是个老战

士，他的经验最多，也最有计谋，他先看了看西城的形势，指着离城不远的一个土丘说："

你们瞧!这土丘的用处可大哩!" 

"那有什么用?"苏大雄朝着李谷的手指看去。 

"哦!我知道了。"木兰笑着说："我们三人先打前锋，埋伏在土丘后面，射杀城头的敌兵，掩

护我们的军队攻城!" 

"嗯，"李谷向苏大雄做个鬼脸："木兰就比你聪明多了。" 

苏大雄听了这话，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指指木兰说："看你样子像个女孩子，打起仗来却

这么勇敢多谋，哈哈!" 

木兰和李谷，看着苏大雄的傻样子，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天，隋军出动了云梯队攻城，但是城上的辽兵防守紧密，箭如雨下，云梯队里的兵士，被

射倒了大半，隋军统帅坐在马上，看情势不好，赶忙鸣锣收兵，再想别的计策。 

西城那边的木兰，骑在马上，早想统帅派她这一队出战，好一显身手，却听到东南城附近，

响起收兵的锣声，心里很失望。 

但很快，传令兵就送来统帅的命令，令全军漏夜整理战车，准备明天再攻。 

 

七 驻守辽东城 

第二天清早，辽东城郊，摆满了八轮大战车，弓箭手们都背了满满的箭囊，登上战车，听候

攻城的命令。西城最前线上，三位主将，全身盔甲，威风凛凛地一字儿排着。 

"我们三个做前锋，照昨天的计划进行!"木兰向李谷、苏大雄发令。 

"好!"李谷和苏大雄立刻点头。 

"咚咚……"战鼓震天地响起来，四边城下的隋兵，高声呐喊，声势十分浩大。 

"冲啊!"木兰一声高喊，便和李谷、苏大雄三个人，立刻拍马飞腾，向护城河边的土丘猛冲。

兵士们见主将这么英勇，士气更旺。木兰三人飞驰到土丘，只见土丘 上乱草丛生，大石累

累，正好当作掩护。他们伏在草堆里，向城墙上发箭，把几个箭术最好的辽兵射倒。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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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举手一扬，隋军阵上的大战车，就轰隆轰隆地向 城边开去，等到战车快近城墙时，车

上的箭手，纷纷拔箭发射，只听得"飕!飕!……"的箭声中紧接着云梯队也蜂涌而上，爬上城

头，和辽兵厮杀。一时里，剑击 声、刀枪声、呐喊声，混作一团。隋军人多，源源涌上城

头，辽兵渐渐不敌，伤亡了许多，最后，隋军终于把辽东城攻下来，残余的辽兵，慌慌张张

向南边平壤(地 名)逃跑了。 

这一次战役，辽兵最精良的部队，全被打败了。辽兵退到平壤，挖起深沟，遍设鹿砦，紧紧

防守起来，不与隋兵交战。  

原来辽兵看出隋兵这次远征，粮草很，所以便不正面作战，只在夜里偷袭隋营。果然隋军经

不住骚扰，只好撤退，辽兵便趁他们撤退到萨水，正在过河的时候。突然 把隋军包围 起

来，四面攻击，一夜工夫，隋兵伤亡无数，只剩下几千残兵，逃回辽东城。  

这败仗的消息，传回朝廷，隋炀帝感到非常生气。这隋炀帝只是个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

活，一味叫人民征战、打仗的昏君。如果打胜仗，他就高兴，吃败仗，他 就要重重处罚那

一队军队。这次，他下令把统帅宇文述，调回南边，由花木兰统率着那几千残兵，长期驻守

辽东城，让他们在那寒冷、荒凉的边境，抗拒辽人。 

 

八 十年征战 

一年，两年，……许多年过去了，木兰、李谷、苏大雄带着几千军队，还留在辽东城。隋炀

帝好像把他们忘了，根本不理他们，让他们在那人烟稀少、天寒地冻的塞 外，守卫边境之

处，还要靠自己努力，牧牛羊、耕田地才能过活。木兰是个好将官，她跟着士兵们一同挨

苦，一起耕作，士兵们对她又钦佩、又敬爱，虽然挨苦，也 没有怨言。  

征战了几年，士兵们没有一个不想回家的。 

"花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呢?"士兵们常常这么问。 

木兰当然也想家，但皇帝没有诏书颁下来，怎么能够离开这里呢?每次有士兵问她，她只好

安慰他们。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年老的父母。 

辽东城离开兵士的家，不知有多远，他们想和亲人通个消息都很难。偶然，南方有人渡过辽

水，来到辽东城，士兵就象见了亲人似的，热诚地招待他，围着他问长问短，没有一个不想

多知道点家乡的消息。 

寒冷的冬天，来了又去，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皇帝早把我们忘了吧?"士兵们常常这么叹息。 

"士兵们太可怜了!"木兰很替士兵们着想："我得想法子让他们回去，和亲人团聚。" 

"我们上书给皇帝，提醒他，士兵们服兵役年限早满了。"李谷向木兰提议。 

"嗯，我真想回家去，再当个猎人!木兰，快写信吧!"苏大雄愈说愈兴奋。 

"对!我们马上就写!"木兰和李谷，立刻草拟一封信，把这几年来，他们在塞外生活的情形，

详细写在信上，最后，诚恳地请求皇帝，准他们回去。  

信写好了，木兰马上差了两个精兵，送去京城。日子一天天过去，辽东城每一个守兵，都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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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盼望看。送信的人快点带回来好消息。但他们左等右等，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见信差回

来。 

"怎么搞的呢?是皇帝不批准吗?是信差在路上，有什么意外吗?"木兰非常担心，士兵们也变得

失望了。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傍晚，木兰三个人正在城郊巡视，忽然，在远远的平原上，有两个人，

骑着马，朝辽东城跑来。 

"咦?是谁?"李谷指向骑马跑来的人。 

"嗯，好不容易，等到两个客人来了!"苏大雄高兴得大叫。 

"会不会是……"木兰心里，真希望来的人，就是信差。 

那两个人，渐渐近了。城上，每个人都瞪大眼睛，紧张地看，等到看清楚那两个人，都大叫

起来了： 

"呀!是信差!信差回来了!" 

"快开城门，让他们进来!" 

不一会，一大群士兵，拥着那两个信差，到木兰面前，送上皇帝的诏书。木兰急忙把它打开

来看。 

"啊!皇帝到底准我们回家了!"木兰看完信，高兴地向大家说："接替我们守卫辽东城的军队，

不久就到了。" 

"真的？我们可以回去啦！" 

"好啊！回家啦！可以回家啦！" 

士兵们象疯狂了似的，乐得大叫大嚷，不一会，这消息就传遍了全辽东城，有些士兵，听说

可以回家，高兴得流下泪来。 

 

九 谒见皇帝 

一个多月后，替换他们守城的军队，真的来了。 

塞外仍旧寒风凛凛，木兰却率领着几千同生死、共患难的士兵，离开辽东城，向南方的家乡

出发。 

"我们在这儿住了十年!"队伍离开辽东城愈来愈远了，木兰骑在马上，回望远远的城墙，又觉

得有点依依不舍。 

"我们终于能回去了!"李谷的神情很兴奋，回望着辽东城墙，说："我回去还是做猎人，有一

天，我还要来这儿打猎。" "哈，我和你真是一对!"苏大雄用力拍一下李谷的肩膊："我回去也

要再当猎人，你什么时候要来辽东城打猎，可要找我作伴!" 

这时，木兰却静静地低下头来，一句话也不讲，像在想什么。 

"你呢?木兰，"忽然，苏大雄拍木兰一下。 "有什么打算?" 

"我回家乡去耕田，和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在一起，好好过活。" 

"如果皇帝要你做大官呢?"李谷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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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这么多有才识的人，他们的才干都比我好，还怕没人做大官吗?再说，我爸妈的年纪老

了，实在要人照顾，我觉得，做个农夫，比做大官好多了。" 

"木兰的话真对!"苏大雄笑着，又拍一下木兰的肩膊。 

"回去，你做农夫，我们当猎人，勤勤俭俭地过活。" 

"嗯，"木兰点点头，想着不久就能回到家乡，心里真高兴。 

木兰率领着军队，朝行夜宿，兵士们个个都归心似箭，所以走得又快又起劲，走了二十几

天，就回到京城。木兰命军队扎营在近郊，立刻晋见皇帝。  

庄严的大殿上站满了文武百官，皇帝高高地坐在宝座上，花木兰穿了全身盔甲，跪地朝见皇

帝。  

"花木兰，"皇帝向木兰打量一阵。"你真是个年轻英武的将军，朕听宇文述说过你那年渡辽水

攻辽东城的战绩，加上你辛苦守卫边疆十年，应该给你一个官位。现在，朕封你做尚书郎，

赐黄金千两。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陛下，"木兰低头说："木兰年轻不懂事，又没读很多书，实在不敢居高位。这次平定边疆，

守城十年，都是那八千将士的功劳，希望陛下赏赐他们才好。木兰只 请求陛下，赏赐骆驼

一匹，好让木兰早点回家，耕田奉养年老父母，将来国家有事，再出来效劳。" 

皇帝和殿上文武百官，见木兰对士兵们这么关心，而且肯舍弃高的官位，宁愿耕田，对他又

惊讶又钦佩。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朕就赐你骆驼一匹，让你早日回家乡。又照你的请求，赏赐守城的士

兵吧!" 

"谢陛下大恩。"木兰见皇帝答应了她的要求，心里很高兴，叩头谢恩，然后离开大殿。 

 

十 回 家 

第二天，木兰便起程回家，苏大雄、李谷还有几个和木兰同路的同伴，木兰都邀了他们，先

到她家住几天。 

"木兰，你回到家，可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我们这两个哥哥?"一路上，苏大雄打趣着说。 

"多啦!"木兰也笑着说："我妈妈、姐姐都作得一手好菜。对了，我也要做菜请你们吃。" 

"什么?百战英雄，原来还会做菜哪!真行!真行!"李谷拍手叫好。 

木兰听了，只是笑，她心里暗暗说："你们和我在一起十几年，都不知道我是个女孩，真笨!" 

走了十多天，终于到商邱县了。 

"快到家啦!"木兰嘴里说着，真是归心似箭。 

转过山嘴，远远地就见到一排树林，木兰很快就看到，在绿树葱葱的山脚下，那幢小平房。 

"呀!一点没有变!树木却长大了许多啦!" 

"瞧!那边好多人站着，干什么呀?"苏大雄指向小屋外边，对木兰说，"他们一定是欢迎你的

呢。" 

"快!那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呢。"木兰又紧张、又高兴，只恨骆驼走得太慢。当她走近小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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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的人群，连连对她微笑、招手，"呀!爸爸!妈妈!"木兰看到 人堆里，有两个老人，那不正

是自己日夕想念的双亲!她高兴得跳下骆驼，冲到他们前面。 

"木兰一一木兰--"爸爸的声音高兴得发抖，妈妈搂住木兰，欢喜得哭了。 

"木兰哥哥，"妈妈旁边，站了个高大的男孩子，他拉着木兰的手，亲切地叫她，样子还是那

么顽皮。  

"啊!你是聪儿?"这时，木兰才发现是自己的弟弟。 

"长得好高啦!都不认得了!噢，大姐呢?" 

"在家里，她听说你快回来，正忙着梳头哪! 

忙乱了一阵，木兰才想起站在远处的同伴们，忙拉住他俩拜见父母。六个人，欢天喜地向山

脚小屋走去。 

小屋门口，大姐早在那儿张望，木兰一面喊姐姐，一面飞奔过去。 

"啊!木兰。"大姐仔细看看木兰。 

"姐姐，我像个粗野的男孩子吧?"木兰拉住姐姐，就往房间里跑，"好姐姐，快帮我换装啊!" 

"看你这副急性子，不先招待你的朋友吗?"  

"有爸爸妈妈招待嘛，他们一直不知道我是女子，现在我要吓他们一跳。"木兰顽皮地向姐姐

笑笑。 

两姐妹牵手走进房里，木兰四下里张望，她觉得家里每样东西，都很亲切，就像她多年不见

的老朋友似的。 

木兰忙看脱下战袍，姐姐忙着替她找从前的衣裙。外面，爸爸和李谷、苏大雄谈得很起劲；

厨房里，聪儿忙着磨刀，他要杀只肥羊，庆祝他的"木兰哥哥"回来呢。 

房门轻轻推开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低着头，慢慢走出客厅，大家的眼光，都向姑娘这边望

过未。爸爸笑着迎上去，把姑娘拉到客人面前。  

"各位，这就是小女木兰。" 

"木兰--?"同伴们都惊叫起来，瞪着大眼，向姑娘仔细打量了半天。 

"哦--木兰，和你一起过了十二年，都不知道你是女子，你看我们多笨!"李谷笑着摇头。 

"哎呀，"苏大雄两手一摊，对李谷说："木兰变成姑娘，我们失了个好弟弟啦，你还笑?" 

"木兰做你们的好妹妹，不也是一样吗?"爸爸笑着打趣。 

"唔，那当然好。不过一一"苏大雄向木兰作个鬼脸："当起姑娘来，可要学听话点，不要再作

弄这两个笨哥哥了。" 

大家听他这么说，都笑了起来。木兰笑眯眯地，走到李谷、苏大雄面前屈一下膝说： 

"两位哥哥，不要生气，让妹妹做菜给哥哥吃，作为赔礼吧。"木兰说完，真的走进厨房，帮

着妈妈做菜去了。 

晚餐桌上，大家有说有笑，像一家人一样。李谷、苏大雄在餐桌上把许多惊险的、有趣的军

中故事，说给大家听，聪儿听得津津有味，也要立志当军人。 

几天后，李谷他们要起程回家了，花家大小，都觉得依依不舍，木兰和聪儿，还骑了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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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程。  

"再见!木兰，我们会常来看你们。"李谷向木兰姐弟俩扬手。 

"木兰，我们回去当猎人了，你是姑娘家，可还要当女农夫吗?"苏大雄又装出做哥哥的样

子。 

"嗯，"木兰笑着点头。"我能代父从军，难道不能代父从耕吗。--再见了，英勇的猎人。" 

"木兰，你真是位了不起的姑娘，我们男子都不如你呢。再见了!能干的女农夫。" 

木兰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愈去愈远，才和聪儿慢慢走回家。 

从此以后，木兰和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过着农家生活，很幸福地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