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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雄

杨贵老人走了。
4月10日，朋友从微信上发来这个消

息的时候，连用了几个双手合十的表情。
消息后面的链接，是媒体对杨贵的介

绍：林县原县委书记、红旗渠工程策划者、
红旗渠精神旗手——这一切，我耳熟能
详。过去几年里，为了工作，为了写作，我
一次次来到豫北，来到红旗渠畔采访。杨
贵的故事，太行山下的老人们，一次又一
次给我讲过。

我有些恍惚。虽然我知道，对于一个
年近九十岁的老人来说，这一天的到来，
是必然的。生老病死，人之常态，无论是
谁，都是肉体凡胎，归于泥土，融入尘烟，
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但我还是面对手
机屏幕发呆：那个身材高大、目光坚毅、面
容温和的老人，就这么永远地离开了吗？

说起来，和老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北
京。那是2014年 1月，北京的冬天，天寒
地冻。我和几位朋友一起，穿过北京的大
街小巷，到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拜访当年八
十六岁的他。

我已经无数次看过他的照片，他的面
容早就铭刻在我心里。我也多次想象见
面的情景：身材高大的杨贵走向会客室，
白发整齐，一尘不染，讲起红旗渠和红旗
渠精神，他声如洪钟，慷慨激昂……

真正见了面，我却感到了意外：种种
想象，在老人面前，都失去了对应。

他随和。我们称呼他“杨老”，向他介
绍来意，请他讲述当年决策修建红旗渠的
过程，他欣然接受。和他合影，请他题词，
他没有推辞。他的配合和体贴让人感
动。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早已参
透人间百态了吧；他也非常愿意在晚年岁
月，向所有请他帮助的人，伸出温暖的大
手吧。

他安静。虽然听力不好，聊天的时
候，别人说话，他绝不插话，也绝不打断对
方。他只静静地坐着，眼神安详，等我说
完，他才会不紧不慢地回答问题。

他思路清晰。为什么要修红旗渠，修
红旗渠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怎么克服那
些困难的，他的回答精准，条分缕析，让我
不由得暗暗赞叹。

印象最深的是，他曾温和而坚定地表
达过两个观点：一个是，换个时间，红旗渠
肯定是修不成的。另一个是，“现在对我
的宣传太多，不要再宣传我了，多宣传我
林县的同事吧”。

这是三四年前的事情。
当时，我并没有认真琢磨老人这两句

话的含义。我记下来，笔记本放在书架上，
录了音，录音存在电脑硬盘里，记忆就淡
了。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红旗渠修
建过程中那些传奇，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

而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当我在地
图上遥望太行山，遥望红旗渠，当我一张
一张地浏览我留存的采访资料时，我实实
在在地感受到了这两句话的分量。

有这么一个故事。
红旗渠动工之前，毛泽东到河南来，

主持郑州会议。路过新乡时，接见了包括
杨贵在内的几位官员。轮到杨贵发言时，
毛泽东说：林县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
水很有一套嘛。杨贵说，主席，我做得很不
够，仅仅搞了几个小渠，林县还有很多人吃
不上水。

毛泽东了解林县的情况，了解老百姓
看病的问题，吃饭的问题，用水的问题。
等杨贵汇报完，毛泽东特别提醒大家，水
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
大办水利。

我问老人，这次接见，对红旗渠工程
的修建有什么作用。他说，毛泽东给林县
人吃了一个定心丸……

是的，红旗渠是时代的产物。就如所
有的英雄都是时势造就的一样，英雄的工
程，也是被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情势所孕
育。

然而，生活在同样的时代，有的人，生
命灿若星辰，有的人，却黯淡无光。

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以成败来衡量
生命的价值，但是，生命的分量，却往往是
不一样的，是可以放到历史的天平上称一
称的。

那么，沉重与轻松，光荣与卑琐，不仅仅
是时势造就的，也更与人的选择密不可分。

红旗渠工程最著名的劳模任羊成给
我讲过一个故事。

那是工程开工不久，一天早饭后，杨
贵和县里的几位领导来到渠上查看施
工。没走多远，杨贵突然眯眼站着，不往
前走了。问他怎么了，他说自己忽然什
么也看不见了。大家知道，杨贵可能是
饿昏了。随行的通信员把包里的干粮掰
给他吃。吃了两三块，他才慢慢恢复了
气力。他睁开眼睛，跟大家开玩笑：

“常听说饿死人，这就是饿死人吗？
看来饿死也不难受！”

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
高扬的时代。太行山高不可攀，岩石坚硬
如铁，那些山里的汉子，常常缺衣少粮，有
人在高天下安营，有人在山洞里扎寨。可
是，选择了坚强和乐观的他们，总会能感
受到，梦想的光辉，像头顶的星星一样在
熠熠闪光吧。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杨贵为首的
林县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正如杨贵后
来在一篇文章里说的：苦熬是没有尽头
的，苦干是暂时的，只有苦干才能摆脱贫
困、走上富裕之路。

红旗渠动工那年，杨贵三十二岁。
三十二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还

是一个不成熟的年龄，还是一个有待培

养、正在成长的年龄。
可是，在林县历史的节点上，他挺身

而出，不仅描绘出红旗渠的蓝图，更是带
领千千万万比他年长、比他年轻的林县
人，把蓝图变成现实，在太行山上筑起一
条水长城。

他被历史选择，反过来，也创造了历
史。

走在红旗渠畔，我曾一次又一次问自
己：假如是你，在三十二岁的年龄，在同样
的历史关口，该如何选择？

我没有确定的答案。我面对壁立的
高山，滚滚漳河水，心潮起伏。

我只知道，修红旗渠，年轻的县委书
记杨贵是有压力的。红旗渠修这么长，渠
线的勘测准不准？渠修成了，水能不能流
到林县？流不过来怎么办？

这些问题的提出，曾让杨贵出了一身
冷汗。

三十二岁的杨贵选择了担当。他不
能让林县缺水的日子持续下去。他是个
思想者，更是个行动者。正像他在接受采
访时所说的，当年，他和县委一班人是铁
了心的。

他们把梦想付诸行动，团结起来，共
同努力，不达目标不罢休。

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今天的红旗
渠，不仅是一条输水的渠道，更是成了一
条承载着一种中国精神的河流。

今天的中国，也许再也不需要付出如
此大的艰辛来修建一条水渠，但红旗渠精
神却不会是中国的绝唱。它必将如太行
山中那滔滔河水一样，在中国人追逐梦
想、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永远流淌。中国的
未来，正是依靠无数中国人、依靠无数这
样的梦想所引领的。

这样的道路上，镌刻着杨贵老人的名
字，矗立着红旗渠的丰碑。

红旗渠精神不朽！3

□刘笑伟

浙江有个淳安县，淳安有个中洲镇，中洲有个茶山村。茶山
村是一个一眼望两省（浙江和安徽），一脚踏三县（浙江的淳安县
和安徽的休宁县、歙县）的小山村，几十户人家聚集在半山腰上，
从山脚下望去，村庄就像一面旗帜，在白云和青山绿水间飘扬。

清明节前，我来到这个红色小村，寻访方志敏烈士的事迹
时，第一眼就感觉到茶山村像一面旗帜，几间见证历史的红色建
筑，就像红星闪烁于旗帜之上。

茶山之所以被称为“红色茶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历史的
转折点，这里的山山水水见证过一个历史的时刻。80多年前，
这里飘扬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火红军旗。1934年 7月，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肩负着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和北
上抗日的使命，转战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国民党统治
区，历时6个多月，行程2500多公里，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浴血奋
战的诗篇。

顺着石阶攀缘而上，我来到了敦睦堂，这是村里方氏家族的
宗祠，也是召开茶山会议的地点。在这个比较典型的徽派建筑
里，我看到了召开茶山会议时的古桌。桌子上摆放着出席会议
的人员姓名牌，这些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红十军团军
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
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1935年 1月 9日晚，这些屡经血战、
衣衫单薄的革命者，在刺骨的寒风中召开会议，讨论在国民党军
队的重重包围和紧追围剿的险恶情况下，红十军团的下一步行
动方向。对于红十军团来说，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议。部队
刚刚经历谭家桥血战，伤亡惨重，虽然大家革命的士气高昂，却
与敌兵力悬殊，处境十分危险。根据中央的电报指示和当时的
实际，有的同志主张化整为零，变正规军为游击队、变正规战为
游击战，以摆脱困境，并提出了具体方案。经过反复讨论，会议
最后决定，全军南下回闽浙赣苏区休整，然后再执行中央关于分
兵的命令。

从敦睦堂继续向上，我来到了方志敏同志住的那间小屋。
小屋分两层，楼下住的是警卫人员，方志敏同志住在二层。简陋
的小屋内，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扇古朴的小窗。打开窗子，白云
在耳畔生风，青山尽收眼底。当年方志敏推开这扇窗子时，是否
眺望到了今天这个和谐美丽的山村？

茶山会议后，红十军团进入江西境内，在途经怀玉山区时，
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虽七次突围，终因敌众我寡而失
利。方志敏也于1935年1月29日在高竹山被俘。他身陷囹圄，
被敌囚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然而，他大
义凛然继续在狱中与敌抗争，严词拒绝敌人的反复劝降，实践了
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誓言。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
志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年仅36岁。

在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的篇
章。这些浸染着革命先烈热血与精神的文字，是我们必须仰望
的精神旗帜。在《清贫》中，方志敏烈士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
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可爱的中
国》一文里，他深情地告白：“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
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
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
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走出方志敏住过的小屋，院中有一股清泉从山顶淙淙流
泻。我手捧清泉喝了一口，是那样的甘洌清甜。我知道，这清泉
中饱含着革命先烈的精神滋养，所以才会如此甘甜！

茶山村是一个如此独特的地方，它让我触摸到了历史的体
温，感受到了猎猎飘扬的精神旗帜。有两件轶事，还值得一提。
一次，淳安县搞纪念活动，请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女士出席。她已
答应出席别的地方的相关活动，但当她得知茶山村的敦睦堂里，
摆放先祖灵位的地方村民们摆放着方志敏烈士遗像时，感动不
已，欣然决定参加淳安县的活动。当她来到茶山村，看到摆放在
方氏宗祠大堂正中的父亲遗像时，热泪夺眶而出。

还有一件事，显示出历史的戏剧性和精彩之处。当年，紧追
围剿红十军团最凶、给军团造成最大损失的，是国民党王耀武
部。在谭家桥战斗中，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壮烈牺牲。也是王
耀武的这个旅，在怀玉山造成方志敏等军团主要领导被俘，红十
军团仅有粟裕率领几百人突出重围。13年后，解放战争时期，
华东野战军发布粟裕、谭震林等联合署名的《济南战役动员令》，
明确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口号。1948年 9月
16日，济南攻坚战打响。我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浴血
奋战，仅8个昼夜，就将红旗插遍济南城，生俘了守将王耀武。

清明时节访茶山，留下的都是鲜明的记忆。可以告慰先烈
的是，在当年他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地方，如今已经是一片
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年十分贫穷的淳安，已经成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特色发展道
路，呈现出绿意更盎然、美景不胜收、发展逐浪高、面貌日日新的
崛起之势！

回到北京，四月飘雪。在大雪中回望茶山，我看到一面火红
的精神旗帜在猎猎飘扬，高于飘雪的天空，高于一切群山和流逝
的岁月。3

□赵炜

我的父亲在大学里教了近 20年古典文学课
程，老先生儒雅谦和，经常出口成章，虽然没有听
到他生前表达过对文学的热爱，但在2013年父亲
去世之后，每每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愈
加强烈地感受到，贯穿父亲一生充沛饱满的精神
世界的是他对文学的真挚情怀。

父亲赵从仁先生 1960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
院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信阳市教育部门工
作。1978年，父亲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当老师，一
直到1996年退休。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父亲当年
为什么在中年走上治学的道路，但我确信，父亲骨
子里的文人本色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古文基
础深厚，字写得清秀俊逸，口才极好。在中文系他
教授过《隋唐五代文学》等基础课程，为研究生讲授
过《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通读》等课
程。他认真备课，经常熬夜写讲义。我的记忆中，
父亲的讲义是写在方格稿纸上的，字迹工整，批注
详尽。妈妈看他经常熬夜备课、写讲义太辛苦，就
劝他讲课时多念念讲稿也行，但父亲认为给学生上
课并不是念念讲稿就行了，要给学生讲出每一篇作
品背后蕴含的深刻思想，讲出每一位诗人或作家独
特的思想境界，那就需要用心去思索与感悟，让学
生从每一堂课里深受启发与教益。后来我逐渐理
解到父亲是用情在吟诵生命的华章，给学生讲出来
的每一句都浸透着他对古典文学的由衷热爱。在
家里，他也经常吟诵自己喜爱的诗句。有一次，老

先生坐在沙发上，给我讲唐朝诗人王维的诗《送元
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
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把

“无故人”拖得很长，声音逐渐低沉，似乎陶醉在诗
人营造的离情别绪的意境里。

父亲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我知道他
崇尚魏晋风骨，经常给我讲曹操父子、“建安七子”
与“竹林七贤”，讲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繁复壮丽的
文学世界，讲性情各异的诗人形象，并且他把自己
对古典文学的热爱融注到日常生活中。记得我刚
上大学中文系时，自己准备了一个摘抄本，很想在
扉页上写个励志的话，就问父亲写什么，他建议我
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
写上。我知道这句话出自《中庸》，父亲是想让我
多学、多思、善思、实干。

父亲对文学的热爱，还表现在对我写作的大
力支持上。我曾经珍藏着一套《红楼梦》，有几日
我天天在阅读，看完就随手放在桌子上。有一天
下班回来，我看见书桌上的《红楼梦》穿上了“新
衣”，原来细心的父亲担心我把书皮弄脏，就用挂
历纸帮我包了书皮，虽然这是很传统的包书皮的
方式，但这是父亲的心意，我一直保留着包着书皮
的《红楼梦》，到现在依然很干净整洁。父亲每次
见到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认认真真看完，还
帮我分析每一篇文章的出彩处和不足之处。记得
曾经写过一篇有关作家萧红的随笔《灵魂所在》，
我写好后拿给父亲看，他看过后对我说，这篇文章
稍显单薄，有些文字还浮于表面，可以再写的深刻

一些。他还叮嘱我要想写好散文，必须多阅读经
典的文学作品，多吟诵唐诗宋词，不断吸取古典文
学的精华，还要多读冰心、朱自清等现当代散文大
家的作品，感悟他们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表达。每
隔一段时期，他老人家还提醒我不要忘记写作。
记得在临终前几天，父亲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我去
看他时，他嘱咐我要经常阅读《古文观止》等书中
的经典篇目，还低声吟诵宋代诗人欧阳修的《秋声
赋》：“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
之灵。——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
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当父亲背诵这
一段时，目光深幽，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当时还
以为是他随口吟诵的，但事后想想，父亲其实在感
慨世事无常，感慨生命的脆弱，就如那不得不飘零
摇落的草木一样随风而逝，他内心对人生有太多
的不舍，对家人有太多的不舍呀。

父亲生前多次获得过教学优秀奖和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称号，1986年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
模范称号，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对于荣誉，他
很少在我们面前夸耀过，依然保持着文人本色与一
颗平常心，其言其行深蕴着与世无争的高尚人格。
文学是真、善、美的表达，徜徉在文学的世界里是幸
福的、美好的。父亲的心里盛开着文学的芬芳，相
比之下，名与利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父亲的坟墓里放了三样他生前的喜爱之物，
一副眼镜、一个杯子，还有一本他选编的中国古典
诗词类编《离别集》。我想，有文学相伴，父亲在天
国里一定不会寂寞。3

□马蕊

春日，我同朋友到我的家乡封丘县参
访，想看看已声名远播的万亩油菜花海，和
郁金香、多肉植物基地，是否像传说的那样
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从郑州出发前，我心里是有点忐忑的。
毕竟家乡还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县，传统农业
转型生态旅游的时间还不长，许多东西还在
探索着前进。故乡，会让我失望吗？

当然不会。车行一个多小时，一下高
速路，我们就被绿色的田畴包围，被色彩斑
斓的花海融化了!

缤纷郁金香

之前听说封丘有北方最大的郁金香花
田，我一直将信将疑：这种百合科郁金香属的
草本植物，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荷兰的国
花。娇艳的她来到豫北封丘，会水土不服吗？

十几分钟后，当我打开车门，一切疑虑都
烟消云散了。满眼的花，赤橙黄绿青蓝紫，争
奇斗艳，竞相吐芳。假若一个荷兰游客，看到

如此明媚的花海，看到远处转动的风车，他
（她）或许会在刹那间迷失，觉得回到了故乡。

此时，气温高达31摄氏度，她们在骄阳
下一株株一丛丛，任性地、骄傲地展示着娇
艳与妩媚，引来成群蜂蝶舞翩翩，让人目不
暇接。这是比荷兰的郁金香花海还要美丽
壮观的所在啊！

据介绍，这里的郁金香面积够大，整个
园区规划面积有6000亩，目前可以参观的
一期就有上千亩; 品种够多，当下开放的
就有17个品种。这里最与众不同的是其独
特的地形地貌——起伏的黄河湿地、弯曲
的河流、澄澈闪亮的湖泊，还有各种珍稀的
名树，相互辉映，相互衬托，让花儿更娇艳、
花香更芬芳。不管是举目远眺，抑或是低
头凝视，都是美不胜收。

金色油菜花

家乡封丘春秋时期就已建制,历史文
化丰厚，更是全国长寿之乡。当年，毛泽东
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满怀热情地写
到：“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

文字,好画最新最美图画。”这句深情的话
语，激励着几代封丘人民不懈奋斗，奔走在
由贫困通向小康的光明之路上。

奔腾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然后
一路向东，奔向大海。这里也有着黄河著
名的险工险段，曾导致历史上多次决口，造
成封丘盐碱低洼沙滩地貌。这，也是封丘
的穷根。这些年，封丘人民以“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因地制宜，让独特的
人文自然景观化为发展的后发优势，叫响
了“农业旅游开发之县”的名号!

沿着壮丽的黄河大堤前行。大堤的里
边，麦田如毯，有牧羊人赶着洁白的羊群，
悠然移步于这一幅美丽的画卷中。大堤的
外边，是金灿灿一片，一望无际，连天接水，
与黄河为伍，与大堤相伴，与蓝天白云互为
表里。如果说，斑斓与缤纷是属于郁金香，
那么，明净与热烈则属于油菜花，金色，是
她的主题，纯粹，是她的品质。我想起了一
个词：金色的花海。

金色的海里，盛开的油菜花迎风摇曳，
把微风赋予了馥郁的主题。油菜花海的主
人们，匠心独运地在花田间做了不少小品，

增添了赏花者的情趣! 且驻足，在绿荫下买
一份小吃，尝尝炸年糕和麻团，还是记忆深
处的甜香味道。这一刻，我循着花香，沿着
金色的花径，又走回到童年。

厚朴的多肉

午饭，是在湿地保护区附近的一个农
家餐馆吃的。柳絮、榆钱儿、萋萋芽、水萝
卜棵，不知名的野菜做成的窝窝头，当然还
有鲜美的湖鱼。真正的绿色食品，吃到它
们，也就融入了大自然。

在一个白杨婆娑的林阴道旁，我们下
了车。这是哪里?是前岗!

前岗？就是那个我46年前驻村工作过
的前岗吗?

那时，这里是盐碱沙荒水涝地，村里几
乎不长树。贫困，是这个中原村落的印
记。“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活”。我
们和父老乡亲一道，起早贪黑，挖河打井翻
地育苗，战天斗地除“三害”，只为少要救济
粮……转眼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
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前岗人改良土壤，调整

种植，老村巨变，家家户户奔小康，成了今
天的鱼米之乡! 想当年，土地打的粮食都不
够吃，新时期，衣食无忧，老乡要用几百亩
地去种花花草草呢！

种的是多肉植物。百余亩的田野里，
建有现代化日光温室大棚32座，他们正在
投资300万元建成占地7000平方米的全省
最大的多肉植物展示厅。据介绍，这里是
河南多肉植物品种最多品相最好的批发基
地。他们采用股份制模式，帮扶带动贫困
户228户、1098人。

一堆二三千个快递盒子，正准备发往全
国各地。多肉植物不挑肥不挑水，不用娇生
惯养，就像敦厚朴实的大叔，还有药用价值，
是近年来深受年轻一代青睐的植物品种。
他们说，网上订购生意很好，有时候一天可
以赚万把块，几乎没有淡季。因此在县里
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还要扩大再生产。

听说，立足于三大花种开发的成功实
践，封丘准备借助与开封天然的地理环境
优势，再开辟一个万亩菊花园，让黄河湿地
保护区大放异彩，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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