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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征文

献身红旗渠
的年轻人

□王安琪

一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来，但我的老家太偏
远了，再好的春风到我们那里，也得跋涉千山万水。所以，
我们那里的庄稼还是长得不好，我们家粮食就总是不够
吃。大部分人家的粮食都不够吃。

高中食堂只供应稀饭，干粮要从家里带，都是清一色
的红薯：红薯面饼、红薯面窝头，更多是红薯面虚糕——发
酵的红薯面糊，倒进笼屉里，然后干柴烈火，半个小时后，
脸盆大一块虚糕就出笼了。随后，用菜刀切成两寸见方，
我们叫它“四面见刀”。之后装进网兜，走二十多里山路，
赶往学校。每到周一，教室外的墙壁上，就挂满了这种网
兜。网兜各不相同，里边却都是清一色的红薯制品。

虚糕水分大，冬天结冰，掰碎了泡进稀饭里，稀饭就变
凉了；若是夏天，那就热闹了，虚糕上生出菌丝体，红毛、绿
毛、白毛、黑毛……五彩缤纷，偌大的墙壁，满墙的网兜，像
一幅壮观的彩墨画。我们就吃这种东西。通常饭前会打
赌：各自掰开一块虚糕，比谁拉出的黏丝更长，赌注是输家
替赢家洗碗。很多年后，跟女儿说起这事，女儿说，拔丝虚
糕啊？你们可真会苦中作乐！

奇怪的是，吃了那么多年霉变食物，也没见谁吃出病
来。可见乡下的胃是多么通情达理。当然，乡下的胃跟城里
的胃也没什么不同，只是它好像更懂事，知道首先是生存权，
然后才是发展权。我们一边吃这些劣质霉变的食物，一边拼
命啃着书本，希望通过高考，把自己变成吃商品粮的城里人。

1983年，我如愿考上了大学。就是这一年，改革开放
的春风已吹到了我们老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每个人
都有了责任，连天气都变得风调雨顺。望着半屋子丰收的
小麦，我妈对我妹妹说：“要是你哥晚走一年，就不用再啃
那拔丝虚糕了……”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走进学校食堂，雪白的大
蒸馍，扑鼻的粮食香，恨不能把自己埋进那巨大的馍筐
里。入校头两年，我很少吃菜，这固然有节俭的因素，日常

用度都要从十几块的菜金里省出，但根本原因是用不着吃
菜，大米细面足以让我刚刚走出乡下的胃获得幸福感了。

二

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吃货。读了四年中文，最喜欢的诗
人是苏东坡，喜欢他铜板铁琶大江东去的家国情怀，更喜欢
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态度，一首“无竹令人俗，无肉
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的打油诗，唤醒了在我
胃里蛰伏十几年的馋虫。我不但开始吃菜，而且专吃肉菜。

婚后买的第一台家电是洗衣机，好不容易娶了个媳
妇，自然有巴结和娇宠的意思；第二台家电就是冰箱，对于
一个吃货，必须贮存足够的大鱼大肉。有两年，家里接连
出事，先是爷爷奶奶去世，接着是父母的手术，加上弟弟妹
妹们上学，经济上一下子就捉襟见肘了。为了还账，我想
卖掉那台冰箱。媳妇说：“还是把洗衣机卖了吧。没有冰
箱，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两年，处处节俭，餐桌上却从
没断过肉。

国家取消粮票的时候，我家粮本上还有五百多斤粮
食。我妈对于饥饿比我有更深的体会，对于粮食就更加情
深意长。她常说，丰年留一手，荒年顶一斗。她不甘心地
问：“五百多斤粮食呀，都是咱从牙缝里省下的呀，这就没
了？”我说，不是省下的，是吃不完剩下的。过去欠吃的，才
用粮票来定量，现下粮食多了，不用控制了。我妈摇摇头，
又点点头。

三

几乎一夜之间，城里冒出了许多粗粮斋、农家院，吃粗粮
成了一种时尚。我这人不追求时尚，我追求实惠。但凡我能
做主，是从不进这种场所的，不得已进了，也决不动一口粗
粮。对于这种糙舌头剌喉咙的东西，我早已深恶痛绝。

大学毕业三十年聚会时，同学们彼此让对方吓了一
跳：“嗬，怎么胖成这样了！”互相瞅着，怎么都无法跟多年
前那些“豆芽”联系起来。

聚会回来，就感觉到身体不适。起初以为是酒喝多

了，可过了一周，还是没能好转，就去了医院，一检查，“三
高”。我妈的娘家开过药铺，她多少通点医道，说，病从口
入，也从口出，该管管你的嘴了。

于是开始减肥。
没想到减肥竟如此艰难。女儿介绍了一个专业营养

师，拟订了详细的餐单和运动计划。运动还好，花一万多
元买了套健身器材。那些日子，我很少出门，不得已也尽
量绕开路边的餐馆……一个减肥周期下来，体重减了十七
斤，去医院复查，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42天，粗粗算了
一笔账，除去运动器材和付给营养师的一万多元，家里的
生活费也是翻了两番！我妈说：“过去穷，总吃不饱肚子，
如今减肥，只怕穷人也是减不起的……”

四

今年端午节，回到老家。刚进村界，就看见山坡上多
了一些屋舍，心想，房地产总不会开发到这乡野山村里来
吧？正纳闷，碰见了儿时的伙伴，说村里搞民俗开发，建这
些民居，是租给城里人的。

果然，绿树掩映的山坡上，瓦屋竹篱，围起一座院落，院
内有果树，门前有空地，说是留给城里人的菜地。伙伴说，
这一处宅子租金二十万元，租期二十年。一多半已经定出
去了。又说，给你留一处吧，等你退休了就回来养老。瞧咱
这山，咱这河，咱这空气，还有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一时间又向往起陶家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田园生活了。心念一动，当时就定了一处。

突然有些恍惚——当年一边吃着霉变的虚糕，一边啃
着书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成了商品粮，反倒吃成了“三
高”；在城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不大不小也有了几处房产，
如今却又规划着回到山村养老了——这就是俗话说的“三
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有一点是现实而真切的，无论河东还是河西，处
处都不再为肚子操心了，人人都在追求着更高的幸福指数。

也许，正像我妈说的：人呀，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
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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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茹

1960年 3月 28日晚上6时许，林县红旗渠水利工地
上的一个简易食堂。

“吴技术员，吴技术员！”一个民工匆匆从外面走来，
一边走一边喊。

一个青年男子端着刚刚盛好的一碗饭，应声站了起
来。

“吴技术员，我反映个情况，王家庄隧洞的顶部有个
裂缝，往下掉土掉石头……”

那个被称为吴技术员的人听完民工的描述，放下手
里的饭碗就走。司务长拉住他说，吃了饭再去嘛。吴技
术员一边走一边说，没事儿，一会儿回来我再吃。现在趁
着天还早，还能看得见，我得想个妥善的办法，明天上工，
不能让大家顶着危险去隧洞里施工。

吴技术员急匆匆赶到了王家庄隧洞工地外，他让民
工们撤出工地。这时，姚村分指挥部负责安全的李茂德
过来了，两人就一起进洞查看情况。

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进洞后十几分钟，隧洞突然塌
方，两人都被埋在了浓烟滚滚的土石之中。等到大伙儿
跑到那儿的时候，浓烟还没有散去。吴技术员被压在了
塌方的碎石下边。等找到他的时候，他的神态非常安详，
就像睡着了一样，只是这个林县人民心中的“宝贝”再也
不会开口说话了。

这个尽管年轻却得到红旗渠水利工地上下信赖与尊
重的技术骨干，就是年仅26岁的吴祖太。

吴祖太，1933年出生于原阳县白庙村。少时家贫，
他曾外出逃荒要饭。新中国成立后，他顺利地完成了初
高中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河南省黄河水利专科
学校。毕业后，吴祖太被分配到新乡专署水利局。1958
年，吴祖太主动要求到林县水利局工作。

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
干旱缺水。为了改变缺水的局面，林县那时正在建设南
谷洞水库，吴祖太主动请缨到林县，就是为了将学到的水
利技术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当时，吴祖太已经25岁
了，又是家中独子，父母一直期盼着他早日结婚，好给吴
家传宗接代。因为忙，他同淇县姑娘、小学教师薄慧贞的
婚期一拖再拖，直到 1959年的大年初一，薄慧贞来南谷
洞水库工地看他，这对年轻人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在红旗渠工程动工前，吴祖太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
不畏艰险，翻山越岭，实地勘测，跑遍了林县的山山水水，
并翻阅大量资料，精心设计，终于绘制出了引漳入林设计
蓝图。

1959年 6月的一天，他正马不停蹄奔波在水利工地
上。这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地委让他去开会。吴
祖太说，我太忙，换个人去吧。来人说，不行，点名让你
去，车都备好了。上了车，走了一段路，来人才告诉他，他
的妻子为了抢救横跨铁轨的学生，牺牲了！

吴祖太大睁着双眼，呆呆地看着来人，一脸的不相
信，这怎么可能？满打满算，他们结婚才 100多个日子
啊。

吴祖太赶到淇县后，守着妻子的尸体，坐了一天一
夜。一口饭没吃，一滴水没喝，一直哭。20岁的薄慧贞
牺牲时还带着近三个月的身孕。

就地安葬了爱人之后，吴祖太又赶回了林县南谷洞
工地。回到林县后的吴祖太，开启了夜以继日的工作模
式。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失去娇妻的巨大悲痛，压垮了这
个26岁的青年。吴祖太病倒了，全身乏力，高烧不退。

正是红旗渠前期工作紧张进行中，技术尖子病了，这
是天大的事情啊。领导安排他到一户农家养病。这家的
大嫂每天为他做好吃的，六岁的小姑娘妞妞跟妈妈一起
照顾这个病弱的叔叔。一天，吴祖太正在昏睡。突然，有
一丝热乎乎的感觉在他的手背上蜿蜒。他强睁开眼睛，
看到妞妞的笑脸。叔叔，您醒了，俺娘出去了，说您醒后
给你吃这个。她伸出小手，一手一个煮鸡蛋。

叔叔不吃，妞妞吃。吴祖太说。妞妞不能吃！俺娘
说了，鸡蛋是给“宝贝”吃的。好东西要留给您吃，您病好
了，才能给俺修水渠，以后俺就不会没水吃了。妞妞一脸
严肃地说。

吴祖太鼻子一酸，两行热泪落下。他强撑着坐起身
来，把妞妞抱在怀里。妞妞用小手将鸡蛋壳剥掉，把鸡蛋
送到吴祖太的嘴边。吴祖太流着泪吃掉了鸡蛋。

吴祖太又一次坚强地站了起来，投入到工作中去。
1960年初，他参与红旗渠工程设计，和其他工程技

术人员一起，实地勘测，翻阅大量资料，精心设计，每天工
作到深夜。在短时间内，拿出《林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初
步设计书》。

红旗渠要通过山崖河涧，他和同事们在工作中解决
了许多难题，设计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建筑物。如青年洞
一段，原拟绕山挖明渠，工程量大，施工难度大，经过反复
考虑比较，吴祖太改进设计方案，采用凿隧洞，让渠道通
过天险绝壁。在总干渠跨越浊河的地方，他昼夜思考，掌
握河道地质基础和水文资料后，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
起，设计出“空心坝”，让渠水从坝心通过，河水从坝顶溢
流，解决渠水与河水交叉的矛盾。

1960年 2月，红旗渠工程动工后，吴祖太担任总指
挥部工程股副股长，负责工程设计，既要依据勘测实况绘
制每项工程设计图纸，还要考虑每个工段施工的安全措
施，忙得不可开交。就这样，吴祖太以他扎实的水利专业
知识和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成为红旗渠水利工程最重
要的设计师之一。

谁料想天妒英才，竟然以这种方式夺去了这位技术
骨干宝贵的生命。

吴祖太牺牲的噩耗传到林县县委，杨贵书记流下了
眼泪。县委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召开追悼大会，悼念这
位为红旗渠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技术人员，追认他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并将他的遗体运送回原阳安葬。

吴祖太是为红旗渠献身的 81位烈士中唯一的外乡
人。他是红旗渠的设计者之一，他的生命像太行山上的
石头一样，砌在了红旗渠上。3

缅
怀
英
烈

□张全功

大街上的洒水车
声势浩大地冲过来
用燃烧的誓言点亮自己
那么多的眼睛望着你
不，不是望着，是推着
都在为你加油助力

此刻，大街被你紧紧地拽住
万千条脉管被你打开
夺取寸寸阵地
密集的子弹一路扫射

你仰天吼响雷鸣
决心给那方天空换上新的面容
让太阳用喜悦的眼睛迎接你
让白云用透明的胸怀拥抱你

你的勇气把落日深藏，点亮街灯
直到喧嚣隐入你的梦境，你的梦好美啊——
早早地把无边无际的清凉凉的大门打开
让楼房、树木、花草走进安静幸福的家

日光大棚

一双阳光的大手伸向你
伸进你和你的黄土地
把你拎了起来
给了你飞翔的勇气

你的勇气握紧拳头，握紧你的黄土地
一千次握紧，握出血来
抽出自己的筋骨，铿锵锵
撞响日光月色
锻打出钢骨身架，锃锃亮
伫立于你的原野之上
树立起你顽强的自信

智慧透明的头颅
击退风雨，把阳光引进内心
炽热的情怀悄悄孕育
燃烧的汗水唤醒春天
便看到，一簇簇蓬勃的生命破土而出
呼啦啦，卷起葱绿的浪涛
你是胜似激情的朗诵者
一开口，便有彩色的鸟群振翮飞出
把优美的音韵播进千家万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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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湲

几年前，应一位著名考古
学家朋友的邀请，去参观他的
实验室，在那里我看到了一
颗完整的人头骨化石，距今两
万年之久。考古学家说，他把
人头骨从探方中捧起时，感觉
周围似乎有一层流动的薄雾，全
身的能量都调动了起来。我和人
头骨那深邃空洞的眼窝久久对视，似
乎有一股幽暗的原始力量在我的脑海中拉
伸，把我带回到一个崇高的时刻——两万年前的
更新世晚期。那时属于冰河时期，其严峻气候非
常人能存活下来的。但是我们的祖先硬是战胜
了一切灾难生存下来，并且创造出一个辉煌的史
前文明。

考古学家说，他们曾经挖到过一座史前夫妻
墓葬，两具白骨做相拥状，很难将其分离开来。一
万多年前的一对有情人，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个凄美伤怀的故事，一个在最古老意义上讲述
的浪漫，考量着我半猜半度的想象力。我渴望把
它们写成一部关乎人类起源性质的小说。因为深
奥莫测的人类起源，一直以来是困惑人们的最大
谜题。此后主人翁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浮起，如
同种子破土而出，并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太阳部落两万年》是一部跨越两万年的科
幻考古小说，题材宏大，视角新颖，以人类成长史
为线索，也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人类成长史。
男主人翁太阳是人类始祖，月亮是其倾注一生热
爱的女人，她死于一场部落间的械斗。从此，悲
痛欲绝的太阳带着侄子玛瑙，开始了漂泊不定的
野外生活，历尽人类初始阶段所经受过的一切灾
难。他用毕生的时间去寻找月亮，九死一生而无
怨无悔。太阳活到二百岁，或许三百多岁，不遗
余力地向人类传播着文明的火种。月亮和太阳
经过轮回转世，一个是考古学家尹良博士，一个

是《绿色前线》杂志社的女记者
戴亦西，前世姻缘今世情，他
们共同演绎了一场旷世悲情
的绝唱。

我伏案三年，怀着紧张
昂奋的心情穿越在两万年
之间，在前世与今生之中互
换角色，乐此不疲，有时又是

泪流满面。我努力想尝试的
是，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把读者带

入到历史的纵深处，让他们一同去感
受人类成长的顽强与艰辛、时空转换的漫

长与宽广、未来人类的不可估测性等等。《太阳部
落两万年》是人类文明毁灭与重建的传奇，在小
说构架时，我破天荒地把多种写作手法加以尝
试，但那只是为了“阅读”的快感，却意在尽忠于
纯粹的考古学和纯文学性。该书也是一部对考
古学的累累硕果的赞誉，更是一部人类文明成长
史的颂歌。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乎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故事。

之所以能殚精竭虑、全心投入写作，也是
一种自我挑战的方式。当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被创造出来，一个个离奇的故事被编排得天衣
无缝时，那是一种极度的满足。创作是我一生
的夙愿，也许是因为我的体内流淌着诗人的热
血。父亲苏金伞是伟大的诗人，他倾注毕生精
力于诗作，也亲身验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真正
的爱和一切美好的夙愿，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
去换取的。

我已出版过 300 万字的考古纪实报告，并
且被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拍成了30集大型纪录片
《中原大发现》，却在势头正劲时猛踩刹车。静下
心来，就是为创作出一部题材宏大、思想深刻的
作品。为了这部小说的出版，我付出了 10年的
努力和探索。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希望始
终贯穿我的信念，优美与崇高终会凸显它们的光
芒。3

我与“太阳部落”

□乔叶

故乡杨庄在修武县的最西端

红薯充斥着我童年的饭碗

馒头很少是纯小麦

总是混着杂粮

美其名曰：花卷

只有生病才能享受小灶

偶尔，我会装一下头疼脑热

哄着奶奶给我炒个鸡蛋

少年时考学到焦作师专

最爱的零食是方便面

把它揉碎了，和调料混在一起

一点一点地放到舌尖

大概每周会进一次学校门口的小店

奢侈地来一份素炒饼

满满的一碗，三毛钱

冬天的炉火温暖地映照着厨师的脸

上班以后，越来越习惯去饭馆

呼朋唤友，成群结伴

婚宴，寿宴，家宴，满月宴，庆功宴

美味佳肴，推杯换盏

不再稀罕过年

都说天天在过年

放下筷子的一刻

常常想起奶奶拿手的清粥小菜

如今，总是自己在家里下厨

周末必定要照着养生食谱

做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午餐

边吃边和家人闲谈

等到午睡醒来

再去健身房呆上半天

人这一辈子，吃的饭很有限

一晃，我已经吃了四十多年

最大的心得就是：

理想的吃饭和理想的人生一样

健康，美好，醇厚，简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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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