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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全民阅读烈焰、花朵
与星空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冻凤秋

一

赴刑场的途中，她还在引吭高歌。
“唔（不）怕死来唔（不）怕生，天大

事情妹敢当；一心革命为穷人，阿妹敢
去上刀山。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
军有力量；共产党万年坐天下，反动派
终归没久长……”

她叫张锦辉。小小的身体里澎湃
着革命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在闽西革命烈士纪念馆看到她
时，她已经被定格在一幅油画里。明
明是在阴森潮湿的黑牢，严刑拷打过
后，十指被钢针扎伤，胸部被铁丝穿
透；明明疼得全身冒汗，几次昏死过去
又被冷水浇醒，小小的她却咬紧牙关，
誓死不屈；明明脸色那么苍白，眼睛里
却闪烁着光，心中有一团烈焰，那光芒
把牢狱的四壁都照亮了。于是，画面
上的她坐在一团橙黄的光晕里，永远
明亮，圣洁。

小锦辉天生一副金嗓子，被群众
誉为“红色小歌仙”。1929年 5月，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入闽，在永定县建
立苏维埃政权。她剪下辫子，带头参
加苏维埃政府宣传队。在支援前线、
扩大红军运动中，她与宣传队员们顶
烈日、冒严寒，走遍周围村庄，把革命
真理送到农民心间。

被敌人抓住的那天晚上，她还在
西洋坪村为村民演唱《救穷歌》等。星
空下，在二胡的伴奏下，她清脆的歌声
随晚风飘得很远。

她就这样一直歌唱着，直到英勇
就义那天。歌声一直在汀江两岸，在
万山丛中，在贫苦大众的心头回荡。

那一天是 1930年农历四月十八，
她15岁。

19年后，小锦辉和千千万万革命
先烈所赴汤蹈火、所热烈期盼的光明
与和平终于到来，五星红旗在新中国
蔚蓝的天空高高飘扬。

在龙岩，一路上，看到很多粉红色
的山茶花，含苞带露，明艳动人，这让
我想到小锦辉，想到闽西大地参加红
军的 10万儿女，想到这里每一寸土地
都镌刻着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
的生命开鲜花。当我们唱起《英雄赞
歌》，当春日里，芽苞在枝头绽放嫩绿，
花朵在春风中轻轻颤抖，这些永远青
春的脸庞，清澈的眼神，坚贞的灵魂就
会在眼前浮现。他们是否也在轻轻
地，和着节拍歌唱？

二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
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
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
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
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是一封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
行动问题》的长信的结尾部分，后来，
被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 1930 年 1 月 5 日，古田会
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
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在他心中，始
终涌动着一股大无畏的豪情，始终
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针对
当时党内的部分同志对革命前途、
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悲观情绪，他
提笔撰文，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
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明确
提出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位于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的“协
成店”，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阳光透
过窗格，洒落在东厢房。就是在这里，
在这间面积不足五平方米的卧房里，
在黑漆已然斑驳的木桌椅上，风华正
茂、目光炯炯的他冒着严寒，在煤油灯
下，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距此处不过数百米的距离，就是
古田会议会址。采眉岭笔架山下，一
片开阔的田野上，一幢坐东朝西的祠
堂。原为廖氏宗祠，又称万源祠。始
建于 1848 年，为单层歇山四合院式
建筑。大门的门楣上刻着四个字：北
郭清风。据说，这被古田廖氏称为祖
先的“北郭”，姓廖名扶，是东汉汝南
郡平舆人。这位北郭先生熟读诸子
百家经典，精通天文地理，曾在中原
家乡设席讲学，门下弟子有数百人。
他一生布衣芒鞋，粗茶淡饭，带着弟
子行善四乡八邻。他的儿孙辈亦学

习他的风范。
千年后，民国初年，廖氏后人在此

地创办第一所新型小学——和声小
学。红军进入闽西后，将和声小学改
名为曙光小学。

1929年 12月 28日至 29日，就在
此地，因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
则而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革命的曙光就在眼前。

今天，走进雕梁画栋的祠堂，看到
墙上的挂钟永远停驻在那颇具历史意
义的一刻，仿佛目睹衣衫单薄的红军
代表烤火取暖，燃烧的篝火和心中那
团炽热互相映照；走在古田会议广场，
在红军阅兵场，在饮水井和荷花池边，
遥想当年的盛景，依然感受到一种强
大的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就是这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光
芒，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
验中，不断走向胜利，最终迎来一个崭
新的中国。

三

汀州罗汉岭下，草地绿如故。
当年，36岁的瞿秋白看着这里，笑

言：此地很好！然后盘腿而坐，静等枪
声响起，从容就义。

本是一个擅长绘画，作诗，篆刻，
吹箫，唱昆曲的柔弱书生，怀抱“辟一
条光明的路”之决心，远赴苏俄，寻求
解救国家和民众于苦难之中的“火
种”，著述翻译，传播真理，成为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

博学多才的他留下 800 余篇文
章，500 多万字的著作和译文，在政
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领域都有
思想贡献；他与革命伴侣杨之华的爱
情传奇，他和鲁迅先生“人生得一知己
足矣”的深厚友情，留下的是一段段佳
话；被捕入狱后，面对威逼利诱，坚贞
不屈的同时，写下剖析自我的《多余的
话》，留下的又是一份坦然面对灵魂的
勇气。

蓝天白云下，青松翠柏间，瞿秋白
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秋白有知，他和
同辈所寻求的光明和美好，早已实现。

就在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旁边，是
杨成武将军广场。

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将领，智勇
双全，能征善战。长征中率部夺取泸
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
口；抗日战争中，参加平型关大捷和百
团大战，指挥著名的黄土岭战斗；解放
战争中，指挥绥远战役，参加平津战役
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抗美援朝，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1955年被授
予上将军衔，获颁中国人民解放军一
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
解放勋章。

在杨成武将军纪念馆，看到这三
个金灿灿的勋章，读着杨成武将军手
书的诗歌，“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

“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顿觉豪气
满怀。

那个晚上，朗朗星空下，踩着鹅卵
石铺就的路面，沿着悠长古朴的乌石
巷，走进建于唐朝大历年间的云骧阁，
如今也叫瞿秋白文学院。在古色古香
的室内，与汀州作协、文学院的作家
们，共话当地的历史与文化。

谈到汀州试院里蓊郁挺拔的唐代
双柏，和从唐代大历年间修建，保留至
今的汀州古城墙；谈到新西兰友人路
易·艾黎走遍中国山山水水后，发出的
赞美：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山城，一个是
湖南的凤凰，一个是福建的长汀。

谈到汀州被誉为“客家首府”。自
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衣冠南渡”；
到唐朝，相当数量的客家先民进入汀
江流域，继而设置汀州；到宋元，随着
汀江航运的繁荣，汀州成为闽西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成为客家人精
神的家园。

作为中原人，我不禁想，那一刻，
坐在身旁的汀州客家人，是否就是我
千年前失散的乡亲？

而就在云骧阁，这座千年前的藏
书楼，如今被称为“最书香古书院”的
地方，90年前，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
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那也是一个 3 月，春草碧色，春水绿
波，春花似火。很快，武夷山下，将出
现“风展红旗如画”的盛景；而不用等
太久，就将看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
翻地覆慨而慷”的辉煌。

历史沧桑，革命者高举的火把，
早已化作满天星，闪烁在新中国的
天空。3

怀念
抱憾老娘

□刘静沙

娘，您终于回到您日思夜想的
家了。

现在，您已经躺在桃园村太阳
坡的怀抱里，躺在太阳坡前堆起的
黄土下。新坟的四野麦苗连天，天
空的雪花漫天飞舞，落地无声，渐渐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回去，回去”，我们当时没有意
识到，这竟是九十多岁老娘留给我
们最后的话！

在回老家的半路上，就听说
老娘呼吸急促。赶到县医院的时
候，老娘已经戴上了氧气罩。见
我回去，她用沙哑的嗓子断断续
续地说着一些话，我们兄弟姊妹
最后才听明白，她说的是“回去，
回去”，回到她劳碌了一辈子的桃
园村。哥哥、姐姐说，在医院的 80
个日日夜夜里，老娘无时无刻不
在渴望着回家。能被搀扶着走动
时，她几次要找拐杖，想自己走回
离医院最近的一个儿子家；病得
下不了病床时，一天絮叨几次“咱
回家吧，咱回家吧”，从要求，到商
量，再到几近哀求。

进 重 症 监 护 室 三 天 三 夜 之
后，在年三十的早上，再没能交代
一句话的母亲溘然长逝，让我们
永远失去了让母亲在清醒时回家
的希望。去世后的老娘面容安
详，一如她安然的睡眠、均匀的呼
吸。这对于心存愧疚的我们，算
是唯一的安慰。

安葬老娘的那天，回想她的一
生，深感她就像天下所有母亲一
样，如此平凡，平凡得就像轻轻飘
落的纸钱；如此微小，微小得就像
那晶莹的雪花，在我们刚想把她捧
到手里、拥进怀中时，她就融化得
无影无踪，留给子女的，是无尽的
遗憾。

老娘去世后,我惭愧地意识到，
对她了解得太少太少。

她的娘家位于豫西伏牛山深
处的栾川县白土乡康山村。新中
国成立前，十四五岁的父亲跟着
爷爷奶奶逃难去的白土乡，在那
里认识了她。听老娘零零碎碎说
过，她的父亲是教书先生，她小时
候在山道上和豹子对视过，也在
麦田里遭遇过大蟒蛇。土改时，
她才和父亲带着奶奶，拉扯着大
姐二姐，一道走了几天几夜，回到
嵩县老家的桃园村。老娘的去
世，使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去了解
和拼接当年的更多细节，她平凡
朴素的一生，已如那山花一样，荣
荣枯枯，终归于沉寂。

老娘一生含辛茹苦，和父亲一
起养活大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个。八

个孩子是八张吃饭的嘴，在那凭工
分吃饭的年代，老娘和成年劳力一
样，早出晚归，下地干活，割草喂
猪。为了一家吃饱饭、吃好饭，她精
打细算，槐花、柳絮、榆钱也能做得
花样百出。但毕竟饭少人多，全家
人不齐她不让开饭，第一碗饭一定
要盛给干重活的父亲，饭多还好说，
饭少了锅里反而总会剩一两碗饭没
人盛，老娘只得拿着勺子，这个孩子
均一口，那个孩子均一口，自己则最
后刮锅边的锅巴。

她和父亲都不识字，却最重视
读书，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四个
子女培养成了大学生。

老娘一生与人为善，乐善好
施。一直地记得，我们和邻居共用
的那堵邻墙，中间有个地方低一些，
只要我们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总会
从墙头递过去；家里办喜事了，剩下
的肉菜，她也要我们一碗一碗地给
左邻右舍送。当时，四乡八村很多
人来认干亲戚，老娘一生认了多少
个干儿子，只有她自己知道，而我们
算都算不清楚。

老娘一生辛劳，始终不愿意给
别人甚至子女添麻烦。母亲腿脚
灵便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子女家，
洗衣、做饭、带孩子，什么活都干。
老娘不幸患病住院后，她从不谈问
自己的病情，乐观豁达。老娘去世
后，二哥讲了一个老娘一直不让说
的往事，有一日清晨，早早起床的
她为了不打扰家中子女休息，没有
开灯，蹑手蹑脚去卫生间时摔倒在
了客厅里，同样因为不愿打扰家中
子女，她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爬到沙
发边，自己扶着沙发才站了起来。
老娘去世后，我们怎么都回想不起
来她给我们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
她去世的时候也没给我们交代任
何事，如果非要说有的话，只是听二
姐说老娘希望自己入殓时，能给她
买一个钟表和手电筒，想来应该是
她希望即便到了天堂，也能自理而
不麻烦别人吧。

办完老娘后事回郑州的路上，
思及她平凡操劳的一生，难以名状
的遗憾和愧疚一次次涌上心头，一
次次抑制不住泪流满面。老娘啊，
我刚买了新车，想带您回趟栾川白
土康山的娘家，再来郑州我的新家
住住的心愿，只能落空了；大哥、二
哥说的等您病轻了，带您去附近景
点转转的愿望，也无法完成了，尤
其是让您清醒时回家的愿望更是
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老娘啊，您的一生来得默默无
闻，过得清清爽爽，走得安安静
静。您和全天下大多数母亲一样，
度过了平凡的一生，对我们来说，
您却永远是最伟大的那一个。3

□廖华歌

2019 年 3月 8日，对于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团代
表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
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团与
代表们亲切握手，听取代表们的审
议发言，并做了重要讲话。作为来
自河南南阳文艺界的一名代表，我
感到特别的激动和高兴！

习总书记肯定河南近些年的工
作，并寄予了殷切希望，在讲乡村振
兴时提到的文化振兴，让我很自然
想到3月4日下午，习总书记看望全
国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
员时的讲话，使人备受激励和鼓
舞！他指出：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
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
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
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
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
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
引领风尚。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国
家、民族精神和能量的长期积淀和凝
聚，是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前提条件，
它蕴含着国家民族走向未来的一切
可持续发展的基因，是国家民族存在
和发展的全部价值与合理性所在。
有哲学家说过，文化不是一种教条、
一种学说和理论，文化是一种态度、
一种气质、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文以载道是古往今来无数作
家、艺术家的价值追求。《左传》中
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这“三不朽”中，立德居首
位。一个作家、艺术家既要有杰出
的艺术成就，更要有高尚的道德品
质 ，也 就 是 我 们 常 说 的“ 德 艺 双
馨”。“德”为先，“德”是艺术家安身
立命之根；“艺”是艺术家成就事业
之本；“德艺双馨”既是作家、艺术家
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更是我自己
终生奋斗的目标。而要想具有高远
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就
必须要加强自身的修为，努力用心
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
人民，承担起培根铸魂的神圣职责。

这需要我们自己首先应成为中
华传统美德的践行者和弘扬者。五
千年的中华文明得以绵绵不绝、长存
于天地之间，离不开一代代人孜孜不
倦的著书与读书活动。要把我国建
设成为现代化文化强国，就必须让阅
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深入持久地多
读书读好书，推动全民阅读，传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提升国
民素质。

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是一个社
会文明进步的关键，精神对物质的
引导，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少年读
书如门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
月，老年读书如台上观月，书籍和阅
读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和路

径。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就是
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
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
读水平。阅读，就是让灵魂吸氧；阅
读，就是与历史对视和大师对话……

我想，只有深入持久地多读书
读好书，让灵魂充分吸氧，使读书成
为全民族自觉践行的一种风气，才
能真正建设学习型社会，也才能有
真正的文化自信。

要确保全民阅读的持久和深
入，就要进一步增强文艺家、学问家
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推广阅读
活动，承担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文培元的使命，在全社会形成读
书、品书、相互交流、不断学习的良
好氛围。

我国作为世界上年出版图书量
最多的国家之一，国人的阅读现状
虽然有所改善，但依然不太乐观。
加之当今时代，网络发达，信息爆
炸，人们更乐于“读图”而非“读文”，

“轻阅读”“浅阅读”“泛阅读”“飘阅
读”成为流行，经典阅读面临严峻挑
战。如何让慢阅读、深阅读成为常
态，这在当下无疑显得特别重要。

在文化建设方面，河南省委、省
政府一直都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
列有效措施，如我们河南省以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加快构
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为主线，全
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实施中

原人文精神“五大工程”，完善各项
公共文化设施等，为中原更加出彩
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在推广阅读方面，河南媒体界
和文艺界也做出了榜样，开展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读书活动，为中原
文化注入新的生机，收到良好效
果。“书香中原”现象蔚然成风。

近日一则数据显示，北京居民
在线听书率已达 34.59%，年人均用
于在线听书的花费为 174.98元，听
书已经从时尚的选择变成了日常文
化生活的“标配”，颇值得借鉴和学
习。除此之外，还要发挥各级图书
馆、城乡图书室、流动书屋、街头书
报亭、学校或教育机构等场所作用，
更好地规划、引领和实施各种阅读
推广活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目的就是坚定文化自信，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中华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古
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一个人读书，能让心灵丰富；一
群人读书，能激荡出思想火花；一个
民族去读书，必将使这个民族的文
化焕发出更深沉、更持久的风采，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蓄绵延不断
的力量。3

□海盈

1
江南旧院

牌匾时光

乌篷船的笛声

叫醒了小巷灯光

2
春水摇曳

琴音念着故人

杏花嫣然

船儿拨着粼粼月光

3
响了千年

寒山钟声，依然

空灵辽远

岸边，莺飞草长

4
梦里光影，

在阳春三月恣肆

花儿在江雾中

放着宋词清婉遗响

5
沁人心脾

摇曳如梦

油菜花擎着澄碧

香接天涯

6

水中幻象

粉墙黛瓦，似是

前世记忆

燕飞，柳斜

7
苇花下，水鸟双戏

灵姿轻翅

云水间爱意无限

不远处，小舟横斜

8
湖面上，碧波轻漾

孤山远淡宝俶影重

月挂柳丝

荷香沁润荷叶田田

9
暮色中，水波澹澹

孤山苍茫

千年断桥无语

如织游人有谁说起许郎

10
乡野别墅连云

鹧鸪声里，高铁

穿越七月葱郁

船儿逍遥流水悠悠

11
江南月光，如瀑

流过幻然虹桥

温柔了岁月

氤氲了少年梦想

12
老城 小巷

斑驳时光

萧散迷离 走不出

涣漫深巷

13
山寺秋风

红叶僧影

钟声里 禅意

漫上峰岭

14
云雨苍茫

石板路载着旧事

乍见灿烂伞花

点亮了幽深古巷

15
南水软

南风柔

柔软春水如梦

梦步芳草洲

16
沙鸥翔集

翮起诗意烟岚

芰荷香风

醉了柳下画船

17
水村山郭

十里花红

少女浣纱清流

酒旗，戏着东风

18
江南橘熟

秋船吹笛

荻花摇曳影里

落凫弄翅

19
思念，随秋风滋长

那弯彩虹遗落何处

清梦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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