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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3年前的那个隆冬，不满20岁的农家子弟王节军，从河
南省封丘县披红戴花应征入伍。他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告别
家乡父老，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云南蒙自，立功入党，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战士。

39年前的那个初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已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 42师 126团 3营 9连 3排排长的王
节军奉命上前线。2月 19日清晨，他在率部突击中不幸中
弹，光荣牺牲。

他，是我的二舅。那一年，他刚刚24岁。
从此，中国西南边陲的那片红土地，成为一个家族永久

的牵挂。
时光漫漶，岁月无声。我的姥姥、姥爷走了，我的父亲和

大舅也先后离世。父辈已年迈，晚辈尚年轻，去云南祭奠烈
士告慰英灵，我辈责无旁贷。

长途跋涉，多方辗转后，2018年 2月 15日，农历丁酉年
除夕的清晨，我们终于抵达云南，登上了昆明至蒙自的列车。

是那种熟悉又陌生的绿皮火车，硬座票却早已卖完。车
厢里热气蒸腾，赶着回家过年的旅客和行李架上累累的大包
小包、红得耀眼的方盒圆盒，将整个列车塞得满满当当。人
们开心地笑着，用乡音描述着外面的世界，摹画着即将展开
的红火图景，脸上写满急切和憧憬。

我挤在硬卧车厢过道狭窄的边座上，心潮起伏。
窗外，是迷人的南国春景。梯田叠翠，池塘澄碧，蓝天丽

日之下，大朵的白云抚慰着山顶挺拔的桉树，山脚的油菜花
渲染出一派明黄，褐色老树的枝头，玫色的花蕾正在绽放。

花已非花。这棵老树是否还记得，岁月深处那列载着二
舅隆隆南下的兵车？39年前那个温暖的冬日，二舅坐在北上
探亲的列车上，南国满眼的油菜花，是否让他想起了故乡四
月的原野，想到在田头劳作的爹娘，想到他恋爱的那位笑靥
如花的玉朵姑娘？当探亲到家刚刚五天的二舅，一天之内接
到两封加急电报而星夜驰返的途中，归心似箭的他，能看见
山坡上如火的山茶吗？

二舅日夜兼程，终于按时抵达部队集结地，又马不停蹄
奔赴前线。

1979年 2月 17日晨6点 40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总攻
开始。二舅率领9连3排，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艰难奔袭，执
行一次重要的穿插任务。2月19日凌晨，指挥作战的二舅迎
面遭遇狂风一样的子弹，胸膛中枪，血染大地，倒在黎明前的
战场上。

青春的二舅，永远留在了云南河口一个叫小南溪的地
方。

二

列车出昆明一路南下，玉溪、通海、建水，终于到达蒙自。
这是让一个家族几代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啊！蒙自，这两

个复杂又简单的方块字，多少次被我们凝视，多少次被我们
想起，多少次让我们欲言又止。这个下午，曾经遥不可及的
蒙自，变成了近在眼前的鲜活存在。急切地投入她的怀抱，
默默祈祷，百感交集，恁多年积累的想念和牵挂，承载和嘱
托，都融化于我们沉滞的脚步里。

行行重行行，觅觅复寻寻。二舅，多想折叠时空，在某个
老街的拐角，迎面遇见一身戎装的您！

斜阳正浓。昔日的军营，已变成武警部队的驻地。高大
的屋宇上，是鲜红夺目的字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操场上，锣鼓铿锵，两队迎新的狮子正在翻滚腾跃。

夕阳西下。金色的南湖倒映着蓝天白云、椰林高塔。春
花正烂漫，一种冠叶蓬大的绿树枝头，挂满火红的缨穗。

暮色降临。远处传来雷鸣般的鞭炮声，天空绽放着多彩
的烟花，火树银花不夜天。家家户户的大门前，人们燃起祈
福高香，飘散依依墟里烟。

除夕夜深。南疆春意浓，家家正团圆。虽然远离故土，
一种他乡见亲人的踏实与感动，在我们内心充盈，弥漫。二
舅，你能看见我们吗……

经多方朋友热诚帮助和辗转联络，大年初一下午，我们
终于在“老兵记忆馆”，见到了二舅的战友们。

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挂满作战地图和历史照片、
褪色军装和锦旗勋章的偏僻逼仄的城市一隅，与一位烈士的
后辈们，相会了。紧紧握手对视的一刹那，泪光闪闪。

经历了血与火，见惯了生和死，年逾花甲的他们，面庞写
满沧桑，神态温和慈祥，就像寻常巷陌里平凡的大叔大婶，只
当谈起当年的冲锋陷阵，眼中才放出火一样的光芒。

老兵记忆馆局促简陋，二舅的战友们——126团副团长
杨乔发、团副参谋长蒋波、保卫科长朱军、副连长卢恩泉、军
医吴继怀、卫生员吴慧、放映员孙健，和当年蒙自县原副县长
张友才，国家特级厨师文方，为来自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后
生们，张罗了一桌堪称豪华的蒙自特色“家宴”。

与这些默默守望相助的退伍老兵们，共同高高举起斟满
的酒杯，敬烈士，敬祖国，和他们一起忘情地呼喊：“一二六,干！”

三

在二舅当年的彝族老排长、数次荣立战功的铁血军人杨
乔发的细细讲述中，青年战士王节军的形象一点点鲜活起来。

刚到部队的二舅，还是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有知识，脑
瓜灵，眼睛很大，嘴唇上还长着毛茸茸的小胡子。云贵高原
泼辣的骄阳，很快将他变成了一个黝黑健壮的战士。适应了
西南边陲独特的高原气候，掌握了难懂的当地方言，接受了
粗粝大米、辛辣饮食，他可以负荷30公斤，每天行军四五十
公里，一月内完成千里野营大拉练。他军事考核科目门门优
秀，是战士中的标兵。

战友回忆说，二舅从当战士起，每月都要从自己6元的
津贴中省下3元，寄回去补贴家用，供妹妹读书。“他是全连
干部、战士最喜欢的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说，二舅高中毕业的第三天就
去当了河工，拉上加宽加长的架子车，到百里之外的太行山
区为黄河堤防运送石头。

酷暑烈日里，汗如雨下，嗓子冒烟，一个刚出校门的十七
八岁的单薄青年，埋头拉着上千公斤的累累顽石，穿着露了
脚趾的胶鞋，艰难行走在太行与黄河之间的乡间公路上。这
情景，深深刺痛了我的母亲，以致40多年后谈起来，她老人
家仍自责不已，后悔没有给二舅买一双解放鞋。

1975年的冬天，二舅终于穿上了崭新的军装。他骑一
辆旧自行车到我家，吃饭的时候悄悄地抬起脚，对我妈说：

“姐，这军用鞋穿着可舒服了。”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穿上这么
结实好看的鞋，他甚至还对我说，“等我探亲时，也给你弄一
双穿穿啊！”

他到底也没能送我一双军鞋。他怀揣电报日夜兼程奔
南疆，时间不允许他一一告别亲友。

3 月初，家里收到二舅寄来的 32 元钱和 18 斤全国粮
票。后来得知，那是他出征前寄出的，是他的全部积蓄。粮
票，是他从部队领到的20天探亲假的口粮补助，每天1.5斤，
来回十来天，他才用了12斤。

家里人哪里知道，收到这些的时候，二舅已经牺牲。
一个多月后，县民政局派人送来了属于二舅的勋章、550

元革命烈士抚恤金，还有从云南寄回的他的遗物——一个用绿
色包皮布包裹着的、打得方方正正的行李，里面是二舅的被褥
和军大衣；一个写着“烈士遗物”的草绿色木箱。箱子里面，有
一叠褪色的军衣、一个行军水壶、一个绿色的瓷缸、一条咖啡色
的武装带、一块早已停摆的手表、一个小绿盒子装着的刮胡刀、
一支“英雄”牌钢笔、半管“中华”牌牙膏、一捆泛黄的书籍、一
摞厚厚的家信，还有几本颜色不一的笔记……那几件发白的旧
军衣，袖子和裤管磨得稀烂。其中的一个本子，是他的战地日
记，弥漫着硝烟味的简短文字，记录着他在战场的经历。

一个蓝色塑料皮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一页单薄的信纸上，是二舅急促而凝重的字——父母大人：我
要上战场了！如果您二老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阵亡……原
谅儿子不孝，无法报答养育之恩！儿子给您二老磕头了……

我的母亲回忆说，出征前，二舅把自己的一丈六尺军用
布票，全部寄给了她。“他就没打算回来啊！”母亲说，抱着那
几件旧衣服，心像刀绞一样痛，“东西都回来了，就是人没回
来……”

后来，那件军大衣和蓝色塑料皮的笔记，送给了我。我仔
细地看过那本笔记，里面写满了他抄录的擒拿格斗技术分解，
有些洇散的蓝色圆珠笔痕，勾勒着二人对击动作图，旁边还有
简易的文字注解：大背跨、斜背跨、锁腕砸肘、抹眉横踢……

本子的扉页上，是他写的一首诗：当兵来到大西南，保家
卫国守边关；今朝立下英雄志，甘洒热血染碧川。

四

听说我们要去河口南溪烈士陵园祭奠二舅，70多岁的老
县长张友才，坚持要把自己家的越野车给我们：请不要推
辞！你们的亲人把生命都留下了，我们当地人做这点小事，
微不足道！

2月19日，大年初四，二舅的祭日。
天色朦胧，我们驱车上路，赶往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

南溪镇南溪烈士陵园。39年前的这一时刻，在我军攻打扣周
的120号前沿阵地，二舅壮烈殉国。

蜿蜒起伏的公路两旁，椰树碧绿，山茶吐芳，大片的芭蕉
林环抱着整洁的民居，边寨富饶祥和，一派旖旎风光。

近了，近了！寂静大山的葱郁臂弯里，五百多块墓碑漫
山遍野，一层叠一层，一眼望不到尽头。

轻轻走过一排排墓碑。一个个朴实可爱的名字，一个个
令人心疼的年龄，一个个青春洋溢的面庞，刹那间在眼前生
动起来。

他们是一群二十上下的小伙子，为了祖国与和平，前赴
后继，将青春永远定格在39年前的那个早春。

东区二排，C2-14，烈士纪念碑的东侧，一棵高大的棕榈
树下，我们终于见到了二舅。

墓冢厚重，碑楼庄严，东西两侧，分别镌刻着“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联语，碑上，记录着二舅的生平事迹，碑
楼的顶端，是一颗红五星的浮雕和四个金色大字：永垂不朽。

喊着二舅，我的弟弟瞬间失声痛哭。他匍匐着身子，用
纸巾一点点擦拭着墓碑上的雨痕。他遥远的孩童记忆里，那
个穿着绿色军装、陪着他玩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二舅，再也回
不来了。

摆上从家乡一路背来的馃子、馒头、红枣、苹果，洒下故
乡的老酒，我们按照中原古老的习俗，以晚辈的礼仪，焚香，
祈祷，磕头，长跪不起。

一抔取自姥姥姥爷坟茔的黄土，撒在二舅的墓冢；一把
带着南国红土的青草，从二舅的墓顶被轻轻起下、收好，将培
在姥姥姥爷的坟头。这两捧分别取自中原田野和滇南大山
的泥土，将以相同的方式融入祖国大地，那把带着边疆红土
的青草，将在这个春天，在中原沃野扎根，生长。

三个默默的凭吊者，出现在我们身后。他们在一处烈士
墓园不期而遇，而后结伴而行，麻栗坡、西畴、马关、屏边、砚
山、开远、水头、蚂蟥堡、南溪、蒙自……祭奠永远留在大山深
处的烈士。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看山茶花含苞欲放，怎能
让豺狼践踏。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盛开的茶
花……”他们肃立敬礼，向着长眠的烈士，唱起那首熟悉的歌。

其中一位来自四川仪陇的退伍老兵，向着大山呼唤：老
战友们，我们看你们来了！给你们敬酒啦——

清冽的酒，从瓶中汩汩涌出；浓烈的酒香，旋即弥漫在清
晨的空气里。晨曦中的烈士纪念碑，“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
个金字熠熠闪光，它背面的两行大字告慰着英灵：“你们活在
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

这一刻，真的相信，二舅他们已化为红色的泥土，化作了
巍峨的山脉……

汽车沿锁蒙高速公路奔驰北上。天空霞光灿烂，大地风
景如画，南溪苍郁的青山在一次次回首中渐行渐远。我在悲
伤中打开音响，聆听那首为英烈放飞的歌：

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好去观赏那喷薄的红日，给所爱的
人送去阳光和欢乐；你知道吗？多想活着！在牺牲的那一刻，
向世人宣布：我会回来，即使倒在血泊；你知道吗？多想活着！
化作冬野中沉睡的樱桃，为了在春天长成绿树，开花结果……

旋律悲怆奔放，歌声深沉如诉。侧身埋头的一瞬间，泪
水滂沱。○5

□陈炜

编者按：为唤起人们对革命英烈的追思和怀念，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凝聚奋发向上的

力量，清明节前夕，河南日报“中原风”版开展以“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征文

启事发布以来，我们收到了不少来稿，有的讲述革命英烈的感人故事和崇高精神，有的深入发掘

革命英烈的精神内涵，有的歌颂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这些回忆英雄、不忘初心的篇章，是我们缅

怀历史、告慰英烈的颂歌。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刊登征文中的佳作，敬请关注。

□邵丽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北京学习之前，我特别
交代老公，每隔两天浇一下花；除了浇水，任何地方都
不要动。

我的那些花，是我生活里的重大事务，但凡我在，
日日照拂，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在北方的屋子里，
一年四季草木葳蕤，足以令许多朋友嫉妒。我在县上
挂职时结识一个朋友，他是学林木的，写过一本关于
花木的书。只是我常常取笑他，书本里的英雄，不懂
茶（茶被我视作花木的一种），且不会养花。他每年送
我一盆半开的花，色彩不同于寻常，有时是绿色的玫
瑰，有时是珊瑚色的蝴蝶兰。照这个林木专家的说
法，这花放在他的书桌上，断乎开不过一个月去，也就
败了。花到了我这儿，我摸准它们的习性和需要，兰
花都能开上大半年。不是事出无奈，浇水这等大事，
哪能交与老公。

一个多月后我回来，发现那些花活得好好的！
看花的时候，还是让我有了惊奇：在一盆富贵子

背阴的地方，竟然生出了一棵草。细碎的、扁豆形的
叶子，很像含羞草，但又不是，这种草到现在我也叫不
出它的名字来。拍了照片问度娘，也没查到。它稳稳
地从花盆里仄歪着身子垂下去，又在靠近窗户玻璃的
地方，顽强地向上生长。那姿态甚是决绝，抑或是顽
皮。我不禁轻轻地笑了起来，为这个卑贱而自信的生
命。

它是藏在泥土里来到我们家的，其实这对于专
业养花者，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在它生长出来的
那一刻，肯定就会送命了。真正爱花的人，都是以这
样严酷的态度对待野草。我常常心疼花盆里的草，
它们在我的纵容里长大，长成另一道景观，寒冬里的
一抹新绿，多么让人不舍得。不仅仅是为这一点野
性的勃勃生机，卑贱的生命也是生命，这是它们可以
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记得小时候在我姥姥家，他
们家的水缸后面生长出一棵桐树苗。从来不进厨房
的姥爷，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进去了，看到这个树
苗，非要砍掉不可。姥姥说，它都长那么大了，你砍
它干吗？姥爷看了看确实不小了，只得作罢，后来它
就活下来了，姥爷还把草房的房顶扒个窟窿，让它长
成了一棵大树。

这个不速之客让我格外欢喜，它来到我们家，躲
在一棵并不名贵的花后面，静悄悄的，也没有妨碍谁，
让人怜惜得不行。但它也让我纠结，要不要拔掉？它
长得太快，根茎粗壮，恣肆地铺展身姿，很有超过那盆
花的趋势。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
荫”，看来这种说法其来有自。

谁说生死由命？有时候不过是一念之差。但在
一念之间，终究还是没拔掉，看着它每天茁壮地生长，

甚至渐渐有了暗喜，对它的关注，也远远超过了那盆
富贵子。毕竟，这种欢喜，是意外的，而意外的东西我
们总是觉得值得珍惜，会紧紧抓住它不放。

草每天都在长，甚至我都记得它长出的每一片新
叶。朋友们不管谁来了，我都兴冲冲地指给他们看，
说，你看这野草长的！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
舌头尖都翘起来了。我觉得朋友们也跟我一样惊喜，
赞叹着，抚摸着，像对待一只宠物。我在他们的惊喜
里更加得意，人都需要在别人的态度里肯定自己。所
以，过不了几天我就把它拍下来发朋友圈，告诉朋友
们它的生长情况。总是会收获那么多的赞，他们赞美
草的漂亮，赞美我的爱心，赞美我的童趣，所以我就更
觉得自己做得对。想想也是，在我们如此庸常而逼仄
的生活里，谁会为一棵野草牵肠挂肚呢？这样的生活
姿态，要有多么优雅才做得到？甚至还可以往大里
说：相较于平淡无奇的日子，也许仅仅有一棵野草，就
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呢。

其实，仔细想想，野草之所以只能做野草，可能跟
它的习性有关系。它就是生命力顽强，在多么严酷的
环境里都能够活下来。因此也就不值得我们珍惜
了。这又多么像乡下人养孩子，那些孩子不是在疼爱
中，而是在粗放中长大的，从不会生病，像这些野草一
样生命力旺盛。

但是，问题到底还是来了，草的生长速度太快，不
但很快遮蔽住了富贵子的大部分，而且还跟它争夺养
料。富贵子叶子在逐渐发黄，还有一枝叶子整个落光
了。野草露出了它的狰狞。所有的浪漫和美好，倏忽
之间都不见了。

那天我们楼下的花工过来帮我料理家里的花草，
看到这棵草，他笑了笑，毫不迟疑，伸手就要拔它。我
吃惊地叫了起来。看着我复杂的表情，他也没说什
么，只是摇摇头笑了笑。

花工走了之后，心里突然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沮
丧，也不仅仅是为了这棵草。那天我在楼下的操场上
走了很久，一直在想着这棵叫不出名字来的野草，它
多像我们旁逸斜出的欲望啊，明明知道它是错的，但
恰恰因为它的错，才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也
可能是，因为只有在私密空间里它才能生长，好像特
意为我们而来；等到我们发现不对头，想去拔掉的时
候，它已经蔚为壮观，尾大不掉了。

这个尴尬的结局，岂不也是生活吗？对于我们庸
常的生活，尽管有时候觉得它的秩序和安排未必合理，
但它就是生活本身。所以，任何违逆不但会打破秩序，
也会破坏生活内容，当我们发现这一点并要修正它的
时候，那就必须下狠手。尽管，这一点都不浪漫。

春天来了，这株草活过了一个长长的季节。最
终我会把它拔下来，恢复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秩
序。3

□叶剑秀

立春以后，孕育一冬的韭菜开始萌动。春寒未
尽，韭菜不顾初暖乍寒的料峭，更不屑于蔬菜大棚里
的同类，以极具个性的姿态破土而出。开始是嫩黄
的，接着一丛丛的嫩苗蓬勃成一汪翠绿，呼唤着主人
的收割，这便是头茬春韭。

常常感动于韭菜的生存能力和坚韧品性。在乡
村，寻得一处空地，无论土质肥瘦，只需稍做整理，即
可撒种，亦可移栽。韭菜像乡村的土娃儿，耐风耐雨，
野性十足，对生存环境从不挑剔，给点阳光就灿烂，给
点水分就疯长，从春天到暮秋，一年三季，任其采割。
韭菜勤勉倔强，割一茬又一茬，越割越旺。或许它生
命的意义就是奉献。

“正月葱，二月韭”，每年农历二月是吃春韭的黄
金时节。无论男女老少，喜食春韭，皆因味道鲜美，品
质俱佳。韭菜是百合科草本植物，属辛温助热蔬菜，
食用韭菜有祛阴散寒、补肾温阳、益肝健胃、行气理血
等功效。民间谚语云：“种块韭菜，祛病消灾。”不仅表
述了众人对韭菜的喜爱，更是乡人的心理慰藉。

春韭的味道诱人。初春的阳光融融，暖风拂来，
胃口便有了欲念。用春韭炒鸡蛋，那是绝配；以春韭
鸡蛋为食材包饺子，鲜嫩营养，健胃滋阳；最令人难忘
的当属春卷了，以春韭鸡蛋作馅，用面皮反复裹卷，放
于笼内熟蒸，食之满口生津。

食用韭菜是有讲究的。《本草纲目》中载：“韭菜春
食则香，夏食则臭，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尤忌。”夏季
胃肠蠕动功能降低，食用韭菜，不易消化吸收，多食会

引起胃肠不适或腹泻，故有“六月韭，驴不瞅”的民间
谚语。

韭菜的栽种历史在我国可谓悠远，《尚书》中就有
“正月囿有韭”的记述。《诗经》中有“四之日其蚤，献羔
祭韭”一语，可见早在春秋时期韭菜在众多蔬菜中无
以替代的位置。《汉书》记载：“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
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这是汉代关
于温室栽培韭菜的实录，而日本到19世纪初、英国到
19世纪末，才出现类似的温室栽培技术。五代周显德
三年(公元 956年)，周世宗柴荣曾号召“课民种木及
韭”，发布了“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的命令。

古人对春韭的尊崇和敬仰，多见于诗文中，至今
读来仍具浪漫情怀和古雅韵致。

《周颙传》里说，周颙清贫寡欲，终日种菜。惠文太
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周颙回答：“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春韭生在春寒料峭之际，秋菘生在秋气肃杀之
时。它们没有艳丽的花朵和丰硕的果实，但它们面对
严酷的环境而自强不息，故集天地灵气于一身，凝乾坤
美味于一体，在平凡中见出伟大。诗圣杜甫与故友重
逢，有便饭招待，酒是自家酿，菜只能去剪把韭菜了。
于是就有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动情诗句。

《红楼梦》里有诗曰：“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此句出自黛玉替宝玉写的
那一首诗，写出了岁月静好的模样。

“剪而复生，久而不乏”。《说文解字》中载：“一种
而久者，故谓之韭。”“久”谐音“韭”。意为生生不息、
长长久久。

一撮韭菜，一部饮食史中的“春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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