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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刹那欢喜

四
月
梨
花
桥

□王文平

八月的井冈山

说着葳蕤的语言

我认识直入云霄的杉木

认识拔地而起的翠竹

更熟识各种风姿的杜鹃

而你

在路边在溪旁

默默开遍

那么小那么寂寞

没有人能叫出你的名字

轻风拂过山林

你开心的笑

一个个花瓣一颗颗心

映着红色的记忆

扎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那么小那么寂寞

春开到夏

夏开到秋

有着长远繁荣的理想

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你是无名碑上的一长串

是我哽咽的源头

是我澎湃的潮汐

我是前来膜拜的一粒尘埃

跪在你的脚下

磕下一个响头

仰望五千尺的高山一样仰望

仰望云杉竹林一样的仰望

四万株野牡丹

开遍群山

四万颗灵魂鼓舞

八千九百四拾四万

后来的人

井冈山的花朵啊

朝霞里正在燎原

一面镜子

她又一次从怀里掏出

这面镜子拂了又拂

她的指尖落到年轻丈夫的脸上

新婚三日的爱人李才连

参加红军临别赠镜

“等着我，我会回来”

这一等，等到她满头银发

这一等，等到她步履蹒跚

竹子青了山坡

杜鹃红了云霞

思念的瀑布山间跳荡

爱情的深潭澄澈如碧

竹子长青

杜鹃红了又红

在镜中

在她的心里

爱人

一次次复活

闪烁的红星

照亮了她如镜的人生3

□张存元

在去贵州的旅途中，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娄山关。这个情结，源
于毛泽东同志的词《忆秦娥·娄山关》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的豪情。

娄山关，位于贵州遵义与桐梓交界处，雄踞于黔北大娄山脉的主峰，
是贵州通往四川的险关要道。《贵州通志》说，娄山关“北拒巴蜀，南扼黔
桂”“万峰插天，中通一线”，川黔公路从中盘旋而过，素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之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真正使娄山关名扬天下的，还是80年
前中国工农红军抢夺娄山关的战斗。

登上海拔1400多米的娄山关，极目远眺，千峰万仞，绝壁峭立，漫山
遍野的林木、草藤墨染似的油光碧绿。娄山关是绿色的，更是红色的，绿
色是山林，红色是历史，是红军将士血染的风采。

1935年 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
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
之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川、滇、黔边界，意欲北渡长江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国民党蒋介石察觉红军的意图后，调集川、滇、黔
国民党军队实施“合围”，妄图歼灭中央红军于长江之南。为跳出敌人
的包围圈，毛泽东出其不意地令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抢夺娄山关，
南下重占遵义城。

1935年2月24日，中革军委令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率部抢夺娄山
关。25日上午，拉开了娄山关战斗的帷幕，第十三团在团长彭雪枫率领
下向娄山关进军。娄山关守敌是国民党黔军王家烈的精锐之师。关口西
侧是悬崖，东侧是陡峭的制高点——点金山，中间唯一的隘口，守敌早已
戒备森严。面对严峻的形势，团长彭雪枫当机立断，令大部兵力从正面佯
攻，以牵制守敌。他亲率部分精锐攀悬崖登峭壁，迂回到点金山侧后，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点金山守敌，迅速占领了制高点。之后，全团官
兵冒着枪林弹雨从正侧两面同时发起强攻，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黄
昏时分，十三团抢占了整个关口。

次日拂晓，贵州军阀王家烈为夺回失去的关口，调集 6个团的兵力
疯狂反扑。敌军沿公路向关口发起集团式冲锋，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和
十三团团长彭雪枫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反扑。在指
挥战斗中，钟赤兵左腿中弹，他坚持不下火线，爬着指挥战斗。在红三军
团四个团前后夹击、左右包抄的攻击下，王家烈的“双枪兵”全线崩溃，退
至关口以南。中央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于2月28日重占
遵义城。

娄山关大捷，重创黔军王家烈的 8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两
个师，共毙、伤、俘敌军 5000 余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
大胜仗，为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
胜利战绩来之不易，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央红军重返遵义
后，彭德怀在写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说：“三军团在娄山关战斗中，减
员很多。现在 4个团中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来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
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员才能维持 4个团
的编制。”报告中还说：“指战员伤亡惨重，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及 6位营
长牺牲，两位团长、一位政委受重伤……”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红
三军团在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多红军指战员
长眠在雄关险道上。

资料记述，娄山关战斗尚未结束，毛泽东于黄昏时分登临阵地察看，
当时战场还未打扫，残阳和硝烟笼罩着山坡。当他获悉十二团政委钟赤
兵的一条腿被炮弹炸伤致残时，心情沉痛地对随从人员说：“应该在娄山
关立个石碑，刻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毛泽东察看战场后感慨不
已，重返遵义后用悲凉、壮美的词语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站在“娄山关战斗纪念碑”前，碑基正面，有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红军
烈士永垂不朽”八个红色大字。背面为描绘红军抢占娄山关的汉白玉浮
雕，画面气势雄劲，栩栩如生。驻足碑前，遥想当年红军将领彭雪枫、钟赤
兵率部斩关夺隘的英雄气概，不禁肃然起敬，感慨系之，遂作《七律·娄山
关忆彭雪枫、钟赤兵将军》：

贵川锁钥无双道，独有娄山一线通。

劲旅越关情紧迫，黔军死守气汹汹。

彭钟率部夺天险，将士强攻破敌戎。

碧血染红云间路，伟人挥笔赞英雄。3

□吴振海

暖春四月，宁陵县梨花桥。
越过一树又一树如雪的梨花，我在低矮

的梨树枝头上，看到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鸟窝。
梨乡人爱梨树，更爱鸟。听梨花桥的老

乡讲，就是大风把幼鸟刮落下来，孩子们看到
了也要双手捧起，再把它稳稳地放入鸟窝。
这不，趁鸟儿还没有归巢，我竟然孩子般地攀
上一棵老梨树，近距离地接触了一个鸟巢。
这是多么别样的感受啊！我甚至清晰地闻到
了鸟粪的气味，它和着春雨的温馨，和着梨花
的芬芳，和着高一声低一声或远或近的鸟鸣
声，飘散在这个湿润的季节里。

听梨花桥的老乡讲，梨树花期很短，好天
气里也只有十来天。若是在盛花期错过了授
粉，将大大地影响秋天的收成。

于是，清明节前后几天，全县没有外出打
工的剩闲劳动力，甚至还有周围县乡的民工
们，在一群群蜜蜂的引领下，开着各式各样的
车子，从四面八方一起飞奔到梨花桥。梨花
桥不是很宽敞的乡间油道上，人来人往，车水
马龙。院里院外，树上树下，男人女人，老少
壮弱，都手掂一根短竹竿，攀梯爬树，忙忙碌
碌，对梨树进行人工授粉。有一位大姐，今年
已经五十六岁了。她很麻利地爬到了梨树梢
头，像只鸟儿一样迅速地闪转腾挪。我问她
为何有如此绝技？她说，年年来干这个，都熟

练得很了，差不多每一个树杈长得啥样子心
里都清清楚楚。

趁着老乡们吃中午饭的闲暇之际，我和他
们聊起了家常。他们说：“俺这不叫打工，叫帮
忙，乡里乡亲，都是来帮忙的。”不错，自古以来，
在豫东乡下，谁家有了自己忙不过来的事情，
四邻亲朋只要是听说了，不用主人打招呼，都
齐刷刷地跑过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同
克困局，共享收成。现在的情景当然和过去有
所不同了，梨主人会给每个人每天差不多一百
元的路费，中午还有一顿招待饭。我瞥了一眼
他们的碗里，芹菜炖粉条，还有肉。这样一个
花季下来，也能挣个千把元的辛苦费，比窝在
家里天天打麻将强得太多了。

呵呵呵、哈哈哈……授粉大姐的欢笑声，
一拨又一拨游人的啧啧称赞声，蜜蜂躲在花
蕊间不停歇的歌唱声，这是一台春天的大合
唱，是一部丰收的交响乐。

梨乡人爱梨树。在梨花桥村，无论房前
屋后，墙角旮旯，及至蜿蜒无序的小河沟边
上，都栽满了梨树。后来周边村落都纷纷学
习，现在的梨树园，方圆已有十几万亩，最大
的一棵梨树王已经有二百多年的树龄了。

我登上梨园中心高高的观花台，放眼四
方，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啊！茫茫大平原，似
铺上了一匹宽大的白绸，小南风轻轻一吹，犹
如千千万万个白鸽正曼舞，又酷似万万千千
匹白驹在驰骋。梨花桥，这个被花海淹没了

的豫东古村落，像是一条花船，漂移在如梦似
幻的仙境里。

村道边，一位老大娘正在守着梨摊叫
卖。我问大娘种梨收成可好？她说价格好时
一亩梨树能净收一万多元，不好时也有七八
千块，反正梨花桥的梨名声响，不愁卖，一到
收梨季节，都是外地的大车过来拉，车子一排
好几里地。

我又问大娘，梨都是怎么个卖法呢？她
说大小分开卖划算。郑州来的车光要大的，
每个都在八两以上；平顶山的车大多要中号
的，半斤上下，他们那里一个梨不能分开吃，
说是不离不弃；而湖南来的车只要小的，三两
以下最好，湖南人爱吃辣，吃过饭弄个小梨儿
嚼嚼，爽口又去火。

我还问大娘，梨树好管理吗？管理的成
本高不高？大娘说，现在种啥都不容易啊！
点完了花粉就得马上施肥，把梨树下的土深
犁起来，厚施一遍农家肥；到了六月膨果期，
再撒一遍复合肥……

漫步梨花桥，行走在梨花编织的乡径上，
我激动不已：梨花桥，你为什么能够养育出这
么多又高又粗的大梨树？为什么祖祖辈辈都
视梨树为亲人？随手抓一把梨花桥的泥土，
都能攥一缕盘根错节的梨树根，举瓢饮一口
梨花桥的水，都能尝到皇家酥梨的甜香味。

梨花尽染的梨花桥，梨香熏透的梨花
桥。3

□冻凤秋

一

“风花粉。”
她咬着下唇，像是费了好大劲儿

才吐出这三个字。
我记得说完之后她笑靥如花的样

子。
我脱口而出：以后“风儿”和“风花

粉”的读书分享空间就叫“风吧”！
那时，中原风读书会刚刚举行到

第三期。某个春风沉醉的夜，我们围
绕着马新朝和单占生两位长者，久久
不愿散去。

那晚诗人们澎湃的热情定格在我
的记忆中，正如这近千个日夜的时间，
每一期读书会的场景都以这样那样的
画面储存在我的脑海里。

明知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光
阴，所有触不到的循环往复的时间，都
是留不住的；明知道，所有的故事，所
有的相遇，所有不断分叉日渐模糊的
记忆，都会随风而逝，我仍怀着一颗虔
诚的心，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手工制
作一份关于读书的记忆，一份关于相
聚的记忆，梦想留住那些时刻的欢喜。

记得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
阿的话：我们活过的刹那，前后皆是
暗夜。

因为前后的暗夜太漫长，那么在
我们活过的时间里，就让这些曾有的
关于读书的欢喜释放出星星点点的光
芒，这光芒连接起来，也许会在某个时

刻驱散心底的孤独吧。

二

与时间安然相处殊为不易，大部
分时候，人们都是慌乱的、焦灼的，在
热闹的人群中会感到孤独，在静静地
面对自我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安。

偶尔的不安和孤独又算什么？那
么多物质、权力、情感的欲求，一个接
着一个要去实现，要去满足，这是一条
没有尽头的路，随波逐流，一生很快就
会过去。

千百年来，人们都是这般度过，生
命也是如此耗费的。

但总有一些人自愿慢下来，按照
内心的节奏，过另外一种生活。

这需要智慧和修为。
同样，需要一种机缘，一个出口。
我相信阅读的价值，那一本本写满

人类智慧的好书是指向不朽的努力。
发起中原风读书会，只是想为爱

读书、写作的人提供一个相聚交流的
平台，想通过纸质的温润，传递文字的
力量，让书香在这方土地弥散，滋养更
多人的灵魂。

最初这个念头只是作为副刊编辑
的我在心里孕育的一朵小小的花，后
来，这朵花在河南日报中原风新媒体
的平台上摇曳盛放，水声山色间，我们
看见了彼此，那么多怀着同样渴望与
梦想的人，情与貌，甚相似！

这是关于聆听的故事，那些你或
许只是在书上看到过的名字，那些闪

亮却似乎遥远的星辰，忽然就在眼前
了，他们将自身多年的阅读写作经验
甚至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都毫无保留
地分享；这是关于相聚的故事，我们在
人群中看到了彼此，我们分享着喜欢
的书籍，说着一些平日从未说过的话
语，敞开心扉，传递欢喜与感动，像是
遇到前世的知己；这是关于书的旅行
故事，从低调优雅的城市之光书店，到
江南园林般的清新的纸的时代书店，
从尚书房、锐普书房、松社书店，到时
尚大气的大河书局经纬店等，风儿带
着书和风花粉去享受这一个个迷人的
阅读空间。

书是生活，让我们偶尔跌落在时
间之外。

在此地，时间之外的时间无限延
展，它丰盈饱满，它深情款款。

三

北京的朋友姜范转来一条微信，
郑州被评为国内最浪漫的城市，原因
之一是文艺类书籍购买量最大。

我调侃：应该有风儿一份功劳
吧？她郑重回复：当然！

是的，一座城市，一个地区，读书
的氛围日渐浓郁，这种改变，纵然缓
慢，却也清晰可见。

改变的还有我自己。
曾经安于缓慢和寂静。必要的

考试和工作之外，随意地阅读，闲逛，
发呆，偶尔打捞散漫的思绪，编织一
些文字。

当我为读书会策划、筹备等大大
小小的事情忙碌时，竟然发现我的读
书时间不是变少，而是更多了。

以前零落的时间碎片，都被捡拾
起来。围绕一个话题，要认真去读新
书，要翻阅大量相关的书籍，那些沉积
在脑海中的旧书也被再次打开，对很
多问题的思考由此豁然开朗。

意外地，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从
最初颤抖着拿起话筒到如今出口成
章，在语言表达日渐流畅的同时，纷乱
的思路也似乎在理清。

为什么不多邀请一些文艺之外的
大家，推荐一些更热门更普及的书籍
呢？常常听到这样的建议。

我是如此清楚地知道，那同样需
要机缘。

这样一路走来，风儿找到了要找
的读者，不再盲目追求所谓浩大的声
势和影响力。

我看到太多“风花粉”的改变，在
乱花迷人眼的世相中，他们内心笃定，
专注并有所坚持。

仍然只希望，有那么一场读书会，
你来了，你听了，或者你只是看到“风
儿”写下的文字，你受到了触动或启
发，这样就够了。

就如“风吧”虽然只是存在于构想
中，但它跟随“风儿”和“风花粉”的足
迹，早已落地生根，无处不在。

记忆未完，欢喜待续。3
（本文为中原风读书会 2015—

2016年度专栏结集《风吹书香》一书
代后记）

（外一首）

碧血染红娄山关□琳子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
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
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太好了！
写童话《草手镯》，我在家乡焦作的小村子“深

扎”了六年。最初是一个叫星星的小女孩儿触动
了我。2005年4月我去郑州开会，遇到诗友刘英
平和他的女儿星星。星星七八岁的样子，穿一件
粉色薄袄，头发黑又亮，小脸白白净净。但不幸的
是，星星患有眼疾，先天弱视，只能看到微弱的
光。我看着星星亮闪闪的眼睛和热气腾腾的小
脸，久久不能平静。我尝试动笔写童话故事给她，
希望她开心。没想到，这一写就没有再停笔。

星星的遭遇让我想到，自己是一个有过美好
童年的人，我们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都有
着一份得天独厚的童年馈赠，只要不停地去挖
掘，去聆听，去深耕，去捕捉，把自己重新派送回
去，紧贴大地，紧贴我们的村庄，就会获得更多写
作灵感，就会得到更多的创新能量。

我所在的小村庄自然，通透。村口长满高大
浓郁的树，住着成群结队的喜鹊、乌鸦和麻雀
等。田野里满是阳光，鼓荡着干净的风。在这
里，劳动是每个人的事业，光荣且真挚。大田敞
开，不停地发芽、开花、结果，每个人的生命都和
大田紧紧联系在一起。养育是美好的事情，生长
是美好的事情。很多孩子一起玩泥巴，在田野奔
跑，在耕种和收割的间隙嬉戏。他们喜欢吃大铁
锅蒸煮的饭食，自己动手做沙包、弹弓和小手枪，
老屋和胡同里有甜蜜的睡眠，村子中心有清澈的
水井。

我们热爱的田野，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生
长。夏天我们去割草，会一直跑到大田深处，大

田深处有深井，小朋友就会到井中取水——攀着
抽水机的管道，小心翼翼下到水面，装满小瓶子，
或者拔下一棵玉米秆，用玉米苞装水，哗啦啦提
上来。这些冒险谁都不能告诉大人，我们守口如
瓶。大田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灵，它们的秘密无
处不在，就像我们的生长无处不在。这样的童年
多么快乐，多么健康，又是多么珍贵。我们需要
把这样的童年讲述给更多的孩子，带给他们鼓舞
和启迪。

基于这样一种情由，我给童话《草手镯》的审
美定位是：自然、拙朴、宁静、美好。确定这本童话
的主题就是赞美生长和养育，以村庄和大田为场
景，以劳动和善行为动力，突出细节和场景，抒写
自然的宁静和永恒，表达本真质朴的美好和爱。

我走在故乡的土地上，深入到中原大地的心
脏去。

“深扎”期间，我确定童话为500字左右的小
篇章，以100篇为限，以春夏秋冬自然的变更和
推进为主线。在创作的时候，为了加深文本的层
次和深度，我拟定了一个笨拙、孤独、忧伤的小女
孩形象贯穿始终。她生长，她哭泣，她快乐，她自
言自语，她和蹑手蹑脚的小动物互赠温暖怀抱。
同样，我在文中创造了奶奶这样一个宽厚的养育
者，她勤劳善良，是童话中的“女神”。故事中，我
注意了使用土窑、大庙、水井、粮仓、河流等象征
事物，一方面它们真的存在于我的童年，是一处
巨大的磁场，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生长的母
体，是储藏的母体。即使一部童话，创作的时候
我也努力去体现中原大地本真质朴的精神元素，
体现伟大时代背景下的爱和善良。

我愿意一直把根扎在泥土里，把乡土的童话
和故事坚持写下去，也希望像小星星一样的孩子
能一直读下去。我愿意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
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
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
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3

到田野深处去

梅花山茶 黄宾虹/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