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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冰

在一座暗红色的山崖畔，矗立着石城革
命纪念馆，里边有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烈士名
单。一些光线打在上面，斑斑驳驳的，就像排
列整齐的铆钉，坚硬地铆在远去的岁月里。

一个老人曾经让人领着，在这些名单前
用手摸着一个一个名字，问有没有他的儿
子。直到摸完最后一个，他也没有找到儿子
家意。1934年秋天，红军在这里打了著名的
石城阻击战，那是少部分红军阻击敌人而让
主力长征的一次大仗。老人还记得那次战
斗。阻击战后，队伍边撤退边扩充，儿子家意
就是在砍柴回来的路上参加了红军。老人说
儿子走得太匆忙，光听说打过了湘江，以后就
再没有了消息。这么多年，老人一直苦苦地
打探并等候着儿子的消息，对儿子的思念之
情让他几近发狂。参加红军活下来的人大部
分都回过家乡了，而且都当了大官。家意如
果活着，不定哪一天也会坐着小车回来喊一
声父亲。在小松镇通往县城的山路上，老人
的脚不知丈量了多少个来回。直到死，他都
没有获取儿子的任何消息。

参观的人很快过到另一个展室了，我还
站在原地。石城的刘敏走过来，说这个名单
里少了一个人，这么多年他都感到疑惑。他
说少的，是郑家意的名字。

刘敏很小就学过《七根火柴》的课文，但
他不知道，那个在草地中藏着七根火柴战士
的原型，就是他们石城人。直到有一天他读
到了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杨将军在《向草
地进军》中，毫不含糊地写到了一个叫郑金煜
的小战士，说他是江西石城人，个子不高，人
很机灵，冲锋打仗不含糊，16岁就入了党。刚
进入草地行军的时候，他不但走在前边，还唱
歌，讲故事，鼓舞大家的士气。文章提出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郑金煜在长征路上贴
身藏了几根火柴始终没有淋湿。在最困难的
时候使战士们能够烤上火。作家王愿坚没有
长征的经历，而杨将军影响甚广的《向草地进
军》他是看过的，他能够从这篇文章中引发灵
感，写出《七根火柴》。课文里藏火柴的细节以

及草原的景象和艰苦，都与杨成武在回忆录中
描述的相似。刘敏说，郑金煜是在过草地的途
中发高烧病情恶化牺牲的。草地行军的条件
十分艰苦，不但阴雨连绵，而且严重缺氧。郑
金煜牺牲前拉着杨成武的手说：“政委，我确实
不行了，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郑金煜的牺
牲，使很多人掉下了热泪。因为这个小战士既
机灵又坚强，那么讨人喜爱。刘敏说他还看到
过其他人的回忆录，也提到过郑金煜的名字。
然而，在这个长长的烈士名单中，竟然没有郑
金煜的英名。在上世纪50年代，杨成武将军
也曾派人到石城寻找过郑金煜的家人，他同样
记着这个烈士，但那些人无功而返。

郑金煜家在石城何处？家乡的亲人都知
道他吗？他会有后人吗？县里负责宣传的刘
敏开始行动了，他翻看了大量的党史、县志和
有关人的回忆录。石城也为此组织人下去查
访、落实。目前来看，苏区时期的资料已经十
分稀缺，甚至有些中高级干部的生平都无迹
可寻。那么先找找姓郑的吧，一个普通的红
军小战士，不是给了杨成武将军深切的感动，
他是不可能记住这个名字的，即使名字发音
可能不准，但姓郑应该不会有错。

调查小组在烈士名单中查到姓郑的共有
36人，除洋地乡和屏山镇各一人，其余 34人
都属于小松镇。这些烈士都有详细的家庭地
址，郑金煜自然不在其内。然而翻开小松镇
志，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没有标
注是烈士，只说他在家排行老二，生于 1917
年，从小聪明活泼，善于唱客家山歌，并且喜
欢走村串户表演灯彩节目，很受父母宠爱。
县志里写到他是1934年参加的红军，之后就
没有了记录。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老
人找寻的郑家意。

调查组的人眼睛亮了起来，这个郑家意，
是否就是郑金煜呢？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
明确地写到郑金煜是石城人。猜想是不能变
成历史文字的，他们历时3个月，走遍了石城
所有郑姓的居住地，查阅了数十本历史资料，
甚至核对了郑姓的家谱，最终确认没有郑金
煜这个人。

既然石城找不到叫郑金煜的人和其家

庭，从姓名的发音和年龄的比较来看，郑金煜
可能就是郑家意。调查组为这样的发现激动
不已，如果是这样，那么郑家意就是《七根火
柴》的原型了，而且可以告慰他老父亲的在天
之灵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石城参军的兵
员补充是在红三军团，杨成武当时所在部队
属于红一军团，那就必须找出郑家意成了杨
成武手下的证据。他们经过调查，发现红军
出发时石城有两千余人加入了少共国际师。
少共国际师归红三军团。过湘江的时候，战斗
打得异常惨烈，各部队严重减员。后来少共国
际师合并到了红一军团。这样，就可以说得通
了。郑家意所在的部队红四团是红一军团的
主力，名将林彪、粟裕、萧克均出自这个团。耿
飙、王开湘先后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红军
长征中，红四团担任前卫，强渡乌江、飞夺泸定
桥、开辟草地通道、奇袭腊子口，是战功赫赫的
英雄团。那么，郑家意也应该是英雄之一，只
可惜他过早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即使有了这些佐证，谁来把郑金煜和郑
家意合在一起载入史册呢？石城人为此做了
很多工作。

我是觉得，石城人真是太实诚了。石城
是真正的革命老区，当时像郑家意这样参加
红军的就有 32826人，而那个时候石城的人
口不过12万，除去妇女和老弱病残，一半以上
的年轻人都跟随了红军。在长征的队伍里就
有石城儿女16000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了50
多人，那么多人都倒在了长征路上。这且不
说，红军长征后，敌人对石城进行了剿杀，全
县人口就此降到了5万多。可在此之前，外界
对石城了解得很少，我来时也是第一次知道
这个名字。

我去过郑家意的家乡，是在6月。古朴的
老屋与清秀的山峦间，到处开着鲜艳的荷花，
荷的葶盖绿绿蓬蓬，拥拥挤挤几乎没有一丝
缝隙，直接天际。在其间畅游，呼吸馨香，胸
中顿感平和与安宁。

从英雄纪念馆走出来，脑海仍闪现着郑
金煜和郑家意这两个名字。一个个儿不高、
机机灵灵、走在队伍前边用洪亮嗓音唱着江
西民歌的形象，在我面前愈来愈清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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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

那一刻我看到阳光在小镇盛开的刺桐花
缝隙里开始迷乱。

1935年 1月红一方面军从这里揭开了四
渡赤水战役的序幕。

第一眼我喜欢上这座小镇，如那一年初
夏看到你的感觉。还有那些弥漫的味道征服
了我，小镇飘满豆腐干、豆花饭、竹笋炒肉、凉
拌折耳根的气息。

丙安小镇原名叫炳滩，因不时失火，有人
说太旺了，建议改为加上三点水的丙来镇一
下，第二年河水暴涨，又遭水灾。无奈后干脆
叫“丙安”。不拖泥带水了，原色的丙安。

如果不是那一股革命的洪流贯穿，这座
小城会一直在时光里瞌睡，白天它在水手的
号子声里繁忙，深夜会静静地在时间里打
盹。月光会滴落在蓝靛里，不声不语。

丙安是川南入黔古道上的一个小镇。我
漫步石板街上，两边的客栈、茶馆、饭店、酒坊
暗示我，昔日的丙安镇要比这热闹百倍，清乾
隆年间对赤水河大规模治理后，小镇成为赤
水河航运最繁荣的水陆码头，滇、川、黔三地

盐船和商家必经的夜泊之地。这里有水手的
健壮，女子的期待，石上的青苔，午夜的歌
子。多少传奇骤然开始又平静结束。

我走在古道上，青石上不同时间段里也
在走过军马、密语、食盐、情报、草鞋之声。侧
身处凸起来一大块岩石，岩石上凿有一方鼻
孔，我猜不出来，一问知道昔日船夫用于拴
船。我摸了一把，上面系着昨天的江上号
子，肯定还系着一丝情歌或耳语。

有生之年走过许多地方，独自或和好友，
最是喜欢有风的小镇，尤其主人不把观者当
客待，一如回家，一如脱鞋上炕。此时它就
有风。我一漫步，把风搅乱了。赤水河两岸
除了翠竹，还看到长满一种树，上面开着簇
簇红花。我来自北中原，是首次见到这种树
木，一位走过的担夫告诉我是刺桐花，让我
摸摸上面的刺。我摘下一朵，惊心那花形竟
像红五星，赤水河的风一时又乱了，草木有
记忆，花是80年前倒在赤水河两岸故事里的
未名者聚魂而成。

几天前，我看到红区一份当年红军牺牲
名单，那些年轻人甚至名字都没留下。只有

“黄上杭婆”“黄摇前排”“陈教花子”“邓做饭

婆”“范大城门”“黄教化头”“黄义细才”“徐新
桥头”，我奇怪怎么都是四字？又不像复姓。
讲解员说：“找不到这些牺牲者的具体名字，
上面有的是地名，甚至绰号。”那些在风中消
失的孩子最小只有15岁，他们还是少年。

一阵风来，小镇上刺桐花的红全在风里
慌乱起来。

此时是小镇下午。两边的饭香沉浮，酒
香沉醉，我坐在一把古旧的竹椅子上看水上
雾气慢慢升起，赤水河呜咽流淌，它还有个名
字叫“美酒河”。一时我分不清是在土城还是
丙安，我分明看到眼前拂晓的晨光降临，恍恍惚
惚，冒出来一群挑夫在光影里浮动，如镜头特
写，这一群挑夫肩上挑着一捆捆1935年的谷
草，这一群挑夫说是用于城里的川军铺草。这
一群挑夫们在光影里浮动，守城的卫兵这些天
提心吊胆，分外警惕，因为传说那一群队伍要过
来了。这时总感觉哪一点不对劲，又说不上来，
就前去盘问那些挑夫。挑夫开始不语，盘问紧
了，有挑夫竟奇怪地说一口江西味的四川话。

坏了！检查士兵忽然明白过来了，知道
大事不好，可已经晚了。那一群挑夫从草捆
里果断地抽出藏枪……3

□郭震海

村里人都说我的外公藏着宝贝，外公
对此也不否认。

外公确实藏着一个宝贝。那是一个小
布包，藏得深，看得紧。用姥姥的话说，除了
外公自己，谁也不让碰，布包就像是他的命。

外公每一次打开布包的时候，姥姥就
会摆摆手让我们走开。我们知道，这个时
候不能去打扰他，否则他会生气。过后，外
公收好布包，眼睛总是红红的。

1935年 8月，外公随军过草地时才14
岁。外公说，在部队里，他的年龄还不算最
小，最小的11岁，还是一个小女孩。

当部队接到命令，向茫茫草地进发的
时候，像外公一样的普通战士，并不明白眼
前的草地会大到望不见边，更不明白为什
么要过草地，总之有命令就必须执行。“作
为战士，服从命令就是天职。”外公说，“当
时，信仰就如火种播在每个战士的心中，一
切为了革命胜利，一声命令，就是上刀山、
入火海也不会怕。”

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交加，泥泞

难行，饥寒交迫，折磨着每一个战士。当一
脚踏进那一望无际的草地，每一步都如伴
着死神前行。双脚深深陷入沼泽泥潭，每
抬一下都十分艰难，看似平坦的泥沼，其实
暗藏玄机，一旦陷入，就会越陷越深，来不
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

“你们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怕，草地里
的天气一日多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
得晚，寒冷刺骨。中午原本晴空万里，烈日
高照，突然就会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
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外公说。

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
会掉进泥沼里去。草地上到处都是河流，
即使蹚过很小的河流，都会有战士倒下。
夜深沉，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
瑟瑟发抖。战士们大多是单衣，加之多日
断粮，身体十分虚弱。

外公说，那是一个雨后的夜，大家太困
了，躺在泥泞中就闭上了眼睛。他被冻醒
后，感觉身上很冷，一连打了几个响亮的喷
嚏，身子软绵绵地不想动弹，扭头看了看身
边睡着一张稚嫩的脸。外公转头的瞬间，
又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

“同志，你感冒了。”身边的那名战友闭
着眼睛小声说。

外公说：“冷，好冷！”
“真想烤烤火啊，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

我们围着熊熊的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冒起
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那该多美
啊……”那位战友依然闭着眼睛，小声说着。

“同志，你想家吗？”他接着小声问我的
外公。

“想。”外公小声回答。
“俺也想。”他说。
接着就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夜风呼

啸着。或许是后半夜吧，那位战友突然
小声喊着外公：“同志，同志，我……感觉
不行了，饿，饿啊，你有皮吗，给我点儿吧，
我太……太饿了……”

“我……”外公停顿了片刻后接着说：
“我，我没有皮，我也饿……”

外公讲着，眼里闪动着泪花，他说：“你
或许不晓得，他说的皮，其实就是牛皮腰
带，断粮后，战士们就把随身带的牛皮制品
切成小块，嚼着吃。”

风，呼呼地刮着，黑暗笼罩着大地。

“一定要记住革命，要记住革命！”身边
的那位战友紧紧地闭着眼睛，不停地喃喃
自语着。外公扭头想看看他，无边的黑暗，
什么也看不见。

“快看啊，看啊，那是一条多么宽阔的光
明大路啊，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通向
陕北……”战友自语着，声音越来越微弱。

“那个晚上，那个战友死了，死了……”
外公说着，低下头，泪水滴落在地上。

外公那个神秘的布包——外公的宝
贝，直到他临终前谜底才解开。那是1996
年的春天，外公唤我们到床前，轻轻地打开
布包，原来是一小段已经发了乌的皮带。

我们望着外公，他的手颤抖着，这位被
病魔折磨了整个后半生的老人，眼里闪动
着泪花。

“其实，他不该死的，不该死的，那天晚上，
我身上就带着这段皮带，如果当时我给他吃了
或许他就不会死了，可是我没有，我第一次在
亲爱的战友面前说了谎。”外公老泪纵横。

通过外公的讲述得知，那是他分到的一
小段皮带，舍不得吃掉，是想留着给负了重
伤的副班长吃，因为在部队副班长对他最

好。当晚身边的战友要皮带的时候，他犹豫
了一下，最终没有给战友吃。让外公没有想
到的是就在那一晚，副班长也牺牲了。

因为没有拿出那一段皮带，因为在战
友面前说了谎，这也成为外公——这个钢
铁般的战士最隐秘的往事，也成为他一辈
子的内疚和心痛。

“你们一定要珍藏好它……”外公将那
一小段皮带交给我的母亲后，他话没有说
完就安静地闭上了眼。那是一个春天，原
野里草木葱茏。

外公12岁参军，爬雪山、过草地，在硝烟
炮火中，身上多处受伤，新中国成立后他默默
选择归乡，自始至终，心里都装着国家和人
民。我的舅舅英年早逝后，外公白发人送黑
发人，家庭也随之陷入困境。好多人都劝外
公说：“你为什么就不去找找上级呢，你是个
军人呀！”外公摇摇头笑笑说：“该知足了，我
能活到今天，能吃上饱饭，比起战场上牺牲的
战友们要幸运多了。”后来的岁月里，他始终
卧在床上和病魔抗争着，直到75岁去世。

母亲说，她接过外公交给她的那段皮
带，双手捧着感觉沉重无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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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

□张鲜明

在吴焕先照片前低语

知道你走了，你早早地起身
到了比高原还高的地方
你与北斗星
在一起

今天，我来了
沿着你长征的路线
在轮回里
找你
想听你说说信仰的事情
你在故居的照片里
等着我
那么年轻，就像一滴露珠
你用眼睛
捧着太阳

原来，你是火啊

你是火，你烧——
烧自家的地契和房契
你把骨头当成火炬
蘸着自己的血
和一家六口的性命
烧天
烧地
把整个大别山都烧红了
在你燃起的火光里
世界亮了
人间暖了

所以，人们至今
还在想你
还在说你

我看见地下的脚印

走在长征路上
我看见
在我的脚下，在大地深处
布满了像种子一样的
脚印

这是草鞋播下的
带着血的根须

怕惊醒这些脚印
怕踩疼它们
我的脚步
很轻

可是，那些脚印还是醒了
它们爬起来
翻山越岭，一路北上
为我的脚
带路

我的脚被那脚印染红
一直红到心里
我成了一个奔走的
红箭头

凝视一双草鞋

看着，看着
展柜里那双红军草鞋
颤巍巍地起身，朝我迎面走来
它满脸皱纹，浑身长满嘴巴、耳朵和眼睛

不知道，它是从哪双脚上
褪下来的
也不知道那双脚如今置于何处
我知道，草鞋上的红色
是它的番号和标记

此时，这草鞋
眼望北方
侧耳听着风声雨声
众多的嘴巴，跟讲解员一起

滔滔不绝地
讲述着，讲述着
就像一位遇到了知音的老人

小号手站成了铜像

收腹，挺胸，鼓腮，瞪眼
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前
小号手
站成了铜像

他手里的号角
向着蓝格莹莹的天空
无声地
响着

我明白他的意思——
莫让那条叫做长征的路
躺下，睡去
它应该时刻醒着
并按照原定的方向
奔跑
冲锋

我想，那一块
与黄土高原一个颜色的铜
以小号手的形象站立着
必定是大有深意的——
应该让那条像红飘带一样的路
绕过时间的围追堵截
永远像孩子那样
年轻

通往延安的高速公路

就把这高速公路当作纪念碑吧——
它以大地为背景，以陕北为天空
带着血的红，土的黄，天的蓝
加上雪山的白，沼泽的黑，草地的绿
再掺进河水的碧，山峰的青
以路的姿态
呼啸着
朝着延安的方向
树起来
那一个一个红色景点
和一孔一孔著名的窑洞
就是碑文

通往延安的高速公路
不是一条，而是一条又一条
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
大地伸出来的
一根一根
手指
掌心里
捧着红红的延安
就像众多血管
连着心脏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高速公路
是大地上那些指纹般粗粗细细的路
在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之后
拧成的一根粗壮的缆绳
它串起城市，牵着乡村
不，是拽着整个地球
向着北斗星
跑去

而我
此时正飞驰在这条路上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