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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华歌

一

九月的风吹走了时间的尘埃，你如约而
来，像每次见到你一样，你往面前一站，似乎
整个世界都亮起来了。

永远都那么明慧高雅、清丽温婉的你，俨
然花开样将一幅画儿小心翼翼地徐徐展开给
我看。那是一幅花摇叶颤别具特色的牡丹，
并无寻常惯用的大红大绿的浓重色彩，也非
刻意去呈现什么，而是天露生香，纯朴自然，
以淡示浓，颇富动感。尤让我惊叹的是那叶
隙间隐约透出的三几点红，更令人臆想到看
不见的另一边的花，也开得何等繁盛恣肆，布
满青茎的每一朵都试探着伸过来，分明要和
自己握手问安。

似这样纯净清雅、意丰笔简的牡丹，我好
久不曾见到过了，是哪位丹青高手的杰作呢？
我正疑惑着寻找印章来认证，不料她却盈盈含
笑轻言淡语：是我画的，特拿来给你看看，请多
提意见啊。

我惊住了！面前的牡丹无风而舞，花花叶
叶响成一片，氤氲的清芬与响声一起追赶着
我，天地一色，万物呈祥，会有何事发生？

二

那年初见她，因惊艳她清水出芙蓉的美
丽，我呼吸紧促，内心呼啸着自卑，只想把自
己藏起来。

藏青色的薄呢大衣，领口露出恰到好处的
紫色碎花衬衫，明眸皓齿，清雅秀美……那一

刻，我很迷恋，她分明就是一朵明艳高洁的花。
紧挽着她，就是在与一朵花相握，这是我第一次
为一位女性的美而深深震撼！静静地，心无旁
骛，我像读一首诗一样读她。

仅仅只是工作关系，一直以来她与我并
不常见。这么多年，我们都在各自的预设轨
道内旋转，日子漫长而沉重。但我们的心却
真诚如初。我们凭着一份质朴而纯粹的信
赖、念想和爱，倾毕生之力去守护并继续开启
美，开启安放灵魂的栖居地，也许这就是生命
中最为重要的意义……

三

退休后，她拒绝一切外界的邀请，听从自
己心灵的召唤，选择了学画画儿。是想以此
圆她少年时就曾喜欢并画过花鸟、几十年搁
置而今终将美梦成真吗？

当她在一个落叶缤纷的秋日把这个想法告
诉我时，我直言：艺术是非常残酷的，要知道你
的这个选择意味着将承受多么大的冷寂和孤
单！失败是随时随地的，到头来很可能一事无
成，就像一枚浆果，它以全部的饱满和热情，并
非就能丰盈成熟在收获之季……

她听了，笑笑，然后云淡风轻地说道：我
想过了，也很清楚自己没有什么基础，几十年
了从未再画过一叶一花，确实挺不靠谱的。
可是，我现在是一心想学画画呢，想得很！不
就是担心自己画不好吗？其实想开了也没什
么大不了的，咱又不奢望当画家，不存在任何
功利，仅仅只是自娱自乐自慰而已，心头没有
了压力，画好画不好都无所谓的！

艺术太需要如此的心态！我望着她，劝说
阻止的话再也无法出口。有人把生命局促于
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
长天，远山沧海！毫无疑问，她属于后者。

四

那是怎样决然转身的一个女子啊！
她放下一切，义无反顾地到北京一家“现

代工笔画院”听课学习。在那儿不仅吃、住、
学费、教材等一应费用要自费，而且由于地段
偏僻，附近没有另一家酒店可供她选择食宿，
她竟然常常挨饿。不敢想象一直衣食丰足曾
是单位一方领导的她，竟能挑战自我，俯身吃
苦受累如此！

牡丹就是这样一点点由死到活，由黄泛
青，慢慢地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直到终于
盛放出灌注着生命气韵的我面前的这幅画
儿……

艺术固然需要天赋和灵悟，需要真爱和
挚情，但同时也是个老实活儿。只要一心为
之，肯做踏实功夫，就总会有些收获的。那是
一场又一场的无媒相约，一天又一天的心灵
坚守，一生与一世的至爱深情……不管能做
到多少，也不管能否与众不同，只要一门心思
真心爱着，努力做着，就是一切！

她现下不是一位著名画家，以后也没打
算要成为什么家，但我对她充满由衷的敬
意！功利时代多曲人，而她的正直、纯粹、静
美尤显得难能可贵。在我心里，郑青，她就是
一首真正的唯美诗，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阳光下，深刻得轻盈无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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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兴

我从未到过睢县。今年春天省杂文学会决
定在睢县举办笔会，即将启程时，我在《河南日
报》上读到一则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关于“2018
百佳深呼吸小城入围名单”公布的消息。消息
称：睢县继去年当选“全国百佳”后，今年再次入
围。我省共有7个县市入围，其中6个县市均属
山区，唯有睢县地处平原。

依科学的说法，氧气是人体维持生命的
三大要素之一，人可以五天不吃饭，但是不能
一分钟缺氧，氧气比营养素更重要。

时值草长莺飞时节，恰逢春雨霏霏景象，
我们的汽车沿连霍高速一路向东，凭窗观望，
犹如在品赏一幅百多公里长的巨幅画卷“春漫
豫东图”……待抵达睢县，入住宾馆，走进房
间，拉开窗帘，窗外的湖光水韵使我蓦地一惊：

“啊！我怎么跑到杭州西湖来了？”正是——
凭窗放眼湖千顷，岸柳泼绿雨空蒙。

误把北湖作西湖，忘却置身睢县城！

是的，此湖非杭州的西湖，而是睢县的北
湖！推开窗子，丝丝缕缕、湿湿潮潮、绵绵软软、
甜甜润润、清清爽爽的微风扑面而来！伸展双
臂，闭上双眼，挺起胸膛，敞开肺腑，深深地吸上
一口，再深深地吸上一口，爽爽然有如甘霖沐
身，恬恬然恍似仙泉沁心，飘飘然顿觉情醉意

惬，悠悠然倍感畅怀怡神！
睢县的北湖，是东起微山湖、西到西安

市，沿陇海线两侧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以
北湖为中心，另有苏子湖、濯锦湖、恒山湖、甘
菊湖、凤凰湖，湖湖相连，粼粼竞秀，总水面比
北京的昆明湖大1000亩，是南京莫愁湖的3
倍，是杭州西湖的二分之一，是台湾日月潭的
三分之二。近年，县里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
度，不仅使湖水常年波光浩渺，而且水质保持
洁净良好。每年候鸟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
天鹅、灰鹤、白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或在
湖面翩飞起舞，或在湖区择枝休憩，其啁啾之
声，如吟诗咏词，更是呈现一派祥和之韵！除
湖泊外，睢县还有惠济河、通惠渠、茅草河、申
家沟、蒋河、祁河、废黄河、洮河、小温河、涧岗
沟等，湿地总面积达1479.82公顷。有如此富
足的水资源，难怪空气都是润润的！

树叶在阳光下能吸收二氧化碳，并制造
人体所需的氧气。据测定，一公顷阔叶林每
天约吸收一吨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700 公
斤。因此，人们把绿色植物称为“氧气制造
厂”。树叶上长着许多细小的茸毛和黏液，能
吸附烟尘中的碳、硫化物等有害微粒，还有病
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可以大量减少和降低空
气中的尘埃，一公顷草坪每年可吸收烟尘30
吨以上。因此，人们把绿色植物称为“天然除

尘器”。睢县高起点打造人与自然相融共生
的和谐生态环境，不断加大森林覆盖率建设
力度，持续滋养和改善生态环境。据统计，全
县森林资源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约50万吨，
释放氧气约40万吨，年贡献生态价值3亿多
元。“天然氧吧”，就是这样逐年逐月逐日打造
的。

优越的地理环境，天然的水土灵秀，孕育
出一代代前贤和名士，使睢县倍显地灵人杰！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更加重视以文“化”城：
公共文化设施处处可见，极富特色的文化活动
接连不断。比如北湖，被授予“全国体育竞赛
最佳赛区”“铁人三项运动专用赛场”，国际国
内诸多体育赛事都曾在这里进行。所谓“铁人
三项运动”，由天然水域游泳、公路自行车、公
路长跑三项目按顺序组成，被称为世界上最具
刺激性、挑战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因而对赛场
选择、环境条件要求特别严格。仅此，更说明
空气中“氧”含量的重要！也可以看出，这座

“深呼吸小城”是多么受人青睐！
保护生态环境与大力发展经济，二者相

辅相成。我们连续考察了正在奋力脱贫的
一些乡村，放眼菜花麦田，走访粉墙庭院，恍
若踱步江南，实乃处处惠风和畅，堪称村村
春意盎然！踏上返程时，我又贪婪地深深、
深深吸了几口睢县的空气。啊——3

□张国领

我从懂事起就有一个梦想，长大后走
出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去看外面的世界。

没想到自38年前离开山村后，小山村
却常走进我的梦乡。随着岁月的流逝，回
到山村去，又成了我的另一个梦。

我梦中的小山村位于中原腹地禹州市神
垕镇的“西山眼儿里”，它的名字叫白峪村，这
是个古老而普通的村庄，也是个安静祥和的村
庄，凡走近它的人，都会被它的秀美所吸引，都
会被它的灵气所打动，都会被它的古朴所感
染。村庄不大，环村皆山。几个自然小村落就
在避风朝阳的山垭处。山村村头相接，村尾相
连，早晨，东方泛白，晨曦初露，众鸟鸣奏，传唱
着和谐与希望。鸟儿们有的在房檐下筑巢，有
的在院子里的树杈上建窝，仿佛它们就是家庭

的成员。春天，山花烂漫，芳香弥漫，蝶飞蜂
舞；到了秋天，红叶铺满了山坡，挂满枝头的柿
子、梨子、山里红，惹人眼馋，醉了的不光是人，
还有鸟儿、兔儿、拖着五彩大尾巴的山鸡们。
每当炊烟升起时，饭香会穿过树林的缝隙，伴
着霞光山岚飘香田间劳动者，人们忍不住会往
自家的房顶多看几眼。

关于白峪这个村名的来历，父亲曾告
诉说，当年光武帝曾从村南的大刘山上经
过，村民们因不允许到山上近距离看皇帝，
只能在村子里望南山而拜，这一拜就拜出
了个村名，皇帝离开之后村子就叫“拜御”
了，后来，“拜御村”改为白峪村。父亲所说
的无据可考，我却一直信以为真，因为村子
里确实留下了许多类似的民间传说，这传
说滋润了一代代山村孩子的心灵。

白峪村归神垕镇管治，神垕镇是个举世

闻名的古镇。钧瓷从唐朝开始被世人所知，
到了宋朝，成了宫廷瓷。钧瓷神奇的色彩、光
泽、开片、器型，使那一把泥、一座窑、一炉火焰
与很多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我上高中时，神垕
镇有几个钧瓷厂，这些厂子都是禹县的国营
厂，由于钧瓷的原因，镇上三分之一的人是城
市居民户，他们吃商品粮，大人在瓷厂上班，
子女长大了自然就成了瓷厂的工人，就业有
保障，生活有保障，男孩子找对象更有保障。
我是被镇上人称为“西山眼儿里的白峪村”的
乡下人，虽然村里到镇里只有四公里的路
程，可心理上的差距早超过了十万八千里。神
垕镇在我心里一直是大城市，因为它有工厂、
有烟囱、有街道、有神奇的钧瓷。儿时走出山
村的梦想，并不是指向郑州、北京这样的大城
市，现在想来神垕镇就是当年梦想的天堂。

令我没想到的是，后来，那些藏着多少人

希望和梦想的大钧瓷厂纷纷倒闭了，工人们
纷纷建起了私家小钧窑。我每次从北京回白
峪村探亲，都要穿过神垕古镇，每次都能勾起
少年时的诸多回忆。同样令我没有想到的
是，有一天，白峪村来了几个外地人，他们在
阡陌之间、荒野之上几番考察之后，开始了小
心翼翼的挖掘，听说挖出了不少瓷片。不久
后中国考古界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在白峪
村，发现唐朝中晚期神垕钧窑遗址，这被列为
2001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很快一块“神
垕钧窑址”的石碑在村头立了起来。

张风州是喝着白峪村的水成长起来的
男子汉，很快他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村子里建起了第一座钧窑，并给钧窑起
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国风华韵。他要
让这里一千年前就刮起过的中国流行风，
要让钧瓷上流动的中华民族智慧的神韵，

通过自己的双手在钧窑古遗址上绽放出更
加夺目的风采。他走访名家，苦研古方，在
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大胆尝试，不断出
新，终于烧出了一窑窑令人叹为观止的钧
瓷精品、珍品，有的作品还填补了我国钧瓷
的空白，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望着“国风华
韵”四个大字，儿时的村庄与现实的村庄在
我脑海里一一闪回，顿觉这是最能代表白
峪村思想精髓的四个字。小山村历经千年
而不衰，靠的是什么？不正是勤劳、善良，
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己任，又在
时代的大潮中激流勇进的精神吗？

在离开白峪村38年之后再来谈对它的
热爱，我知道我是没有底气的，但山村对我
的热爱和梦想定会欣然接受，因为我孩提
时的小脚丫已像印章一样，早就盖在了每
一块山村小路的石板上。3

□秦莉

父亲走了，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位勇士。他给我们留下一枚勋章——

我的家里，有一枚勋章

小时候

它是我手中的玩具

是我挂在胸前的炫耀

有一天

父亲看到了我无知的戏谑

无奈的神情

撕碎了他慈爱的笑容

父亲说，它的名字叫

独立自由勋章

是 1955年授衔时发的

那一刻

我慌忙收起贪玩的小手

用好奇和敬畏去阅读

它的曾经

从此，它成了我的精神的明灯

曾经

你从呐喊中走来

胸中满怀还我河山的激烈

你从战场上走来

身上还带着硝烟的味道

你从嘱托中走来

身后充盈着深沉的期待

你看淡名利笑傲生死

一腔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悲壮

曾经

你是母亲日夜的牵挂

你是妻子深情的思念

你是儿女骄傲的荣光

你是钢铁般的石头

奠基着共和国的大厦

而今

你安然躺在博古架上

在后辈的瞻仰中不动声色

那硝烟

那呐喊

那牵挂

已在经年的光泽中渐渐走远

一种精神

已从你铜铸的身上诞生

你是我们心底

呼唤的一种永恒

你是我们心中那枚

不朽的勋章 3

□颜道瑞

沂蒙山——我的故乡，是一片
红色沃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她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这里的
每座山头、每条河流，都曾在战火
的硝烟中涌动起仇恨的大潮；这里
的每个村庄、每寸土地都曾响起一
曲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在沂
蒙腹地的蒙山东麓，有一座因松林
茂密、四季常青而得名的大青山。
抗日战争时期，在这里曾发生过一
次惊天动地的战斗——大青山突
围战。

当年，我抗大一分校的学员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
殊死搏斗，浴血山崖，粉碎了日寇
的“铁壁合围”，成功地掩护了山
东党政军机关同志和抗大一分校
师生顺利转移，保护了我党在山
东的革命力量，上演了抗战史上
最为壮烈的一幕。

1941年 11月，山东境内抗日
战争如火如荼。侵华日军十分嚣
张，调集其第十军团主力和第二十
二师团3个混成旅团及伪军5.3万
人，由总司令畑俊六坐镇临沂督
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
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大

“扫荡”。由罗荣桓、陈光领导的八
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一次次
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连连突出重
围。敌人恼羞成怒，尾追不舍。11
月 17日，尾追我军的敌人在绿云
山建立了据点，对我根据地造成严
重威胁。为除掉这一障碍，八路军
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乘敌立足未
稳之机，发起了绿云山战斗。11月
29日，为免受损失，抗大一分校和
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一
一五师、山东纵队等党政军后方机
关均转移到大青山一带。不料这
一情报却被敌人得到，他们连夜调
集重兵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把
大青山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
急！陷入敌人包围的我方人员，大
都是非战斗人员，所配武器数量

少，质量差，只有抗大一分校第五
大队是有武装的学员，属于军事大
队，学员大多来自一一五师和山东
纵队的连排干部，多数是共产党
员，有很好的军政素质和丰富的战
斗经验。此时，他们成了掩护山东
党政军领导机关突围的中坚力
量。突围战打响后，在抗大一分校
校长周纯全的指挥下，五大队首先
占领制高点阻击敌人，掩护领导机
关和非武装人员突围。二中队指
导员程克带领一个区队约 40人，
坚守在李行沟东北的一个制高点，
先后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剩下
的十几名队员，被敌人包围在一个
宅院内，经过惨烈厮杀，全体队员
阵亡。队长邱则民、副队长汤世惠、
区队长温攸兴和战友们子弹打光
后，砸毁机枪，用手榴弹、石块和敌
人拼杀，最后也全都倒在血泊中。
五大队的英雄们在各自的阵地上英
勇阻击敌人，使围攻之敌在阵前尸
体成堆，血流成河。这一天，五大队
的战士们粒米未吃，滴水未进，在他
们的掩护下，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
和抗大一分校的学员冲破敌人的合
围圈，安全转移到蒙山深处。

大青山突围战，抗大一分校的
武装学员以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
气概，粉碎了敌人的合围，使敌遭
受重大损失。但是，由于敌众我
寡，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德共产
党员、太平洋学会记者）、一一五师
敌军工作部部长王立人、抗大一分
校二大队政委刘惠东、蒙山支队政
委刘涛等领导及战士近千人壮烈
牺牲，长眠大青山。

胜利突围后，中共山东分局书
记朱瑞说：“一场壮烈的拼杀，换取
了转危为安的空前胜利……这是
了不起的胜利，是抗大学员立下的
独特意义的战功！”

清明节，我在大青山胜利突围
纪念广场的纪念碑前，默默地伫
立，神驰战场，似乎听到了英雄们
与敌厮杀的枪炮声、呐喊声，一阵
阵，一声声，惊天地，泣鬼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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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征文

□张鲜明

刁兴宇，陈耔蓬，王小虎，文敏，刘佳

张晓茹，舒文静，陈家庚，谢伊，俞果

孩子们啊，此刻，在中国

亿万双目光

聚焦在你们身上

你们，一个，一个

像禾苗顶着露珠

像小树在风中歌唱

像溪流从源头汩汩流出

像地平线上那一轮初升的太阳

来了，来了，来了

在这金色大厅阳光般荡漾的

目光之河里

化作奔腾的浪花

向前，向上

听吧

祖国为你们喝彩

看吧

中华民族为你们鼓掌

你们是当之无愧的

祖国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儿郎

人生是一次壮丽的出征

为了把人生之路

走得端正

走得漂亮

每一个清晨

你们都跟太阳一同起床

不，你们比太阳起得还早

把月亮当作胸章

把星星扛在肩上

你们以蓝天和太阳为镜

把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端端正正地

扣上

孩子们啊，在你们出发的地方

大地，像母亲和老师那样

一遍一遍地念叨和宣讲——

是种子

就要生长，就要向上

是花朵

就注定要寻找阳光，粲然绽放

孩子们啊，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爷爷奶奶的话语

在你们血管里鼓荡

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人啊，就像树木那样

要成材

就必须一辈子

正直，善良，向上

永不停息地

追逐太阳

孩子们啊，你们听懂了，记住了

你们懂得——

少年智，则中国智

少年强，则中国强

你们知道——

自己的肩头

担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于是，你们的脚步

才走得如此端正、坚实和铿锵——

走成创新求变小院士

走成渠首环保小卫士

走成残疾同学的双腿

走成孤寡老人的拐杖

走成新时代脑力偶像

走成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榜样

身处繁华都市

却牵挂着

雪域高原小朋友们的营养和健康

即便曾是弃儿

却欣然为人间播撒爱的阳光

身患重症

从不放弃追求科学的梦想

身陷逆境

依然是那样的阳光而自强

孩子们啊

祖国和人民把你们

紧紧地捧在

心坎儿之上

聚光灯，把你们脚下

崭新的起跑线

豁然照亮

你们的目光

正与雄鹰般的灵魂

一起飞翔

看啊，在你们的头顶

天空

高远，晴朗

看啊，在你们的面前

前途

广阔，坦荡

孩子们啊，孩子们啊

是大鹏

就高飞吧

来它个一飞冲天

是骏马

就奔跑吧

就像横扫天地的狂飙

和飓风一样 3

此刻，亿万双目光聚焦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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