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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沟那些
初心永驻的往事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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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的活法
和王方晨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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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振

“七一”前夕，怀着崇敬的心情专门
去确山竹沟，到中共中央中原局革命旧
址，寻访刘少奇等革命先辈战斗的足
迹。恰逢下雨，雨中的中原大地，隐去
了似火骄阳，没有了酷暑炎热，空气变
得清新、凉爽怡人。位于伏牛山、桐柏
山交会处的竹沟镇，在细雨中，植被绿
得更加凝重，花草显得愈加明丽。

穿过一片竹林，来到有着几排老旧
砖瓦平房的小院里。老砖墙布满沧桑，
有的地方还有弹痕，那就是当年中原局
旧址，其中门前有棵石榴树的三间房
子，就是刘少奇同志的故居。正值盛
夏，石榴已挂满枝头，果枝低垂，既似硕
果展示，也似躬身迎宾，向人们诉说着
竹沟的非凡历史，传扬着刘少奇等同志
的丰功伟绩。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着眼
全国抗战大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
局，委派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到确山县
竹沟镇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同时统战
周边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地方抗日武装。
刘少奇便和彭雪枫、李先念、张震等同志
一面积极主动地进行统战活动，一面放
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工作，同时大力为
我党地方政权和人民军队培养急需人
才。先后开办了教导大队、党训班、青训

班以及进行电台、司号、卫生、供给保障
等多种业务培训，连续输送了17批4800
名党员干部和业务骨干奔赴抗战前线，
新四军第二师、四师、五师依次从竹沟出
征，三师、七师的骨干力量也在竹沟发
端，我党著名报刊《拂晓报》《小消息报》
也是在这里创刊。刘少奇同志《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在他途经渑池八路军兵站
时开始构思起草，在竹沟一遍一遍讲给
学员听、又一遍一遍修改完善而成就了
党建名篇。少奇同志还在住室门前栽种
了一棵石榴树，并说“我们的党员干部，
都应该像石榴树那样扎根、开花，映红竹
沟、映红全国”。一时间，竹沟成了中原
地区的抗战灯塔、革命摇篮和武装斗争
的战略支点，被誉为中国革命的“小延
安”。指战员和当地群众曾自发传唱“越
过千重水，踏破万重山，胡服同志到竹
沟，妙计定中原”“乌云之中见青天，竹沟
就是小延安，一声号令震天响，千军万马
上前线”。

竹沟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众多抗
日将士在这里政治素养的强化和军事
指挥能力的有效提升，引起国民党反动
派的极大恐惧和仇视。1939年 11月 11
日，国民党反共势力纠集地方武装6000
余人，对竹沟进行偷袭，惨杀我军民200
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竹沟惨案”。

细雨仍在淅淅沥沥，雨点打在脸

上、淋在身上，让我们既为国民党反动
武装的暴行而愤慨，也为“小延安”给我
党我军培养了那么多革命火种而敬
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终将战胜
邪恶。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战，再经过解
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为人
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同
志，在 1949 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上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
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举为
国家主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
勋之一，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天有不测风云，“十年浩劫”让刘少
奇同志蒙受巨大冤屈。竹沟中原局旧
址刘少奇同志亲手栽植的那棵石榴树
也同样蒙受不白之冤。“造反派”们把
树连根拔起，甚至抬出来游街示众。当
地一位叫张金明的群众感念刘少奇同
志在竹沟深入群众传播革命道理的功
绩，怀念当年“石榴花开如火，革命火
种似海”的壮烈，趁夜偷偷在这棵树上
剪下一枝，栽在自家院里，浇水施肥悉
心照料，一棵树苗便茁壮成长。后来，
少奇同志昭雪平反，张金明又把这棵寄
托对刘少奇同志哀思和怀念的石榴树
移栽到了当年刘少奇同志栽树的窗
前。如今，这棵树夏日里榴花似火，金
秋时硕果盈枝。1998年 11月，刘少奇

夫人王光美老人，携已是将军的儿子刘
源，与李先念夫人林佳楣一起来到竹
沟，听到这棵石榴树的曲折经历后深受
感动，专门找到保存保护、捐送移栽这
棵树的张金明老先生，回忆往事，感慨
万端，亲切合影。如今这张照片就陈列
在少奇同志的故居里。

恍然间，这棵石榴树更加高大起
来。我突然想起了湖南刘少奇故里人民
怀念少奇同志丰功伟绩而专门修建的那
栋花明楼，想起《花明楼记》里，“虽蒙不
测，终是云不遮月，雾不蔽花，声播霄汉，
名垂青史”和“天地悠悠，世事茫茫，人心
耿耿，浩气荡荡”的句子，字字如金、句句
千钧，道出了天地正气人民心声。如今
这棵石榴树满树的硕果，岂不象征了少
奇同志在竹沟扎根群众、组织群众、培养
党政军人才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
勋？而那低垂的果枝，是不是也象征着
少奇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和谦逊为
人、从不居功自傲的政治品格？

如今盛世，愿这棵石榴树更为茂盛
更加茁 壮 ，更 好 地 辅 助 展 示 以 少 奇
同 志 为 代 表 的、奋 战 在 竹 沟 的 先 辈
们 的 初 心 ，教 育 和 引 导 每 一 个 后 来
者进行心灵洗礼，从而初心永驻、砥
砺奋进，为中原更加出彩添光加彩，
为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凝 聚 智 慧、贡
献力量。 3

□刘琼

王方晨是个非常有特点的作
家，评论家陈晓明为小说《老实
街》所写的序文已经谈到他写作
的朴实纯粹和硬实明亮，我读后
深有启发。《老实街》具有“硬”的
质地，和“硬”对照的就是“软”，书
中也有不少表现弱小和柔软的部
分。比如《老实街》第一章“大马
士革剃刀”，就是特别硬的写法，
文字非常犀利，但是后面的内容，
尤其涉及人心，文笔就变得很柔
软。“大马士革剃刀”无疑是这部
作品的序曲，《老实街》从此出发，
次第展开，在写到石头、鹅等人物
的时候，这条老街巷开始呈现自
己的全部面貌。整部小说的技术
性特别高，让我有一种脑洞大开
的感觉。整体的印象是，作家在
一个规定的空间书写了系列传
奇。这个规定空间就是老实街，
它让小说进入了明确的指向，具
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时
代信息。时代信息同时也是这部
小说基本的建构，尽管它是以碎
片化的方式出现的。

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在变化，首
先表现为一种渐变。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在时间流程中经历着生老
病死，有着各自的活法。王方晨以
审美的眼光和笔法，讲述着老实街
上人们的生活。这种生活，这种活
法，看似是不变的，是从传统文化中
因袭下来的，然而，仍然有一些东西
在变化，在逐渐地、缓慢地变化。因
为时代在发生巨变，看得见的是物

质的变化，比如城市发展改造，资本
介入，对于像老实街这样的旧街道
的命运产生极大冲击。它们面临被
改造，被拆除重建的命运。这种冲
击会给人带来痛感。这种痛感有时
会被隐藏，但内里波涛汹涌。伦理、
道德、规矩、规则，无不随之被冲击，
发生变化，而所有的变化都是通过
人来表达和体现。王方晨在渐变当
中去写坚守和冲破，写怎么样形成
新的人际关系。

“老实”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忠厚、诚实、质朴等，它同时
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面。山东
是齐鲁文化所在地，齐文化尚功
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
新，鲁文化尊重传统，齐鲁文化融
合，就形成了丰富的内涵。在这
样的文化中，王方晨写老实街上
的人物，就写出了老实背后的诸
多深意，他们固守着老实的品性
和忠厚的伦理，同时在内心深处，
又有着功利、狭隘的一面。比如
鹅这个女性形象，她并不坚守传
统的道德，甚至有伤风化，但她也
有自己的坚持和坚守。这样的女
子，仍然被老实街上的人包容，理
解，关爱。作者在她身上也倾注
了很多的赞美，试图通过她写出
精神和欲望，道德和功利，时代与
个人的复杂关系。

《老实街》这部小说戏剧性
很强，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引人
入胜，同时又让读者唏嘘感叹，
从中可以看到作家王方晨极强
的创造力。期待他推出更多的
新作。3

□魏振军

神垕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神
奇的钧瓷，还有那散落在这个
千年古镇深处的不经意中的惊
奇，比如豆腐菜。

那 天 ，陪 几 位 师 长 到 神
垕，小车径直把我们拉到一家
叫作“老于家豆腐菜”的小门
店。作为土生土长神垕人的
王教授，进门就被一位老人笑
迎上来。老人一身休闲中山
装，手拿一条白毛巾，一看就
是“掌柜的”。老人一边招呼
我们坐下，一边问王教授：“还
是老一套？”王教授笑着点点
头：“是的，每人一碗豆腐菜，
一个烧饼。烧饼炕得焦一点，
菜的味道足一点。”然后转向
我们问道：“要喝当地饮料‘银
梅可乐’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老汉便
抢先制止：“最好别喝，夺味！”
于是我们依其言，眼巴巴等着
那碗香味无穷的豆腐菜了。

美味还没上来，我们先饱
了眼福。王教授指着墙上“豆
腐菜”的介绍说：“别看一碗小
小的豆腐菜，还有着深刻的历
史渊源呢！”

墙壁的木牌上刻着：豆腐
菜始于北宋，相传宋真宗年间，
官窑御厨发现此地豆腐、粉条
口感极佳，配以羊汤熬制，更是
鲜香味美。不久，便成为当地
特色名吃，享誉中外……

“来了！五碗趁热吃……”
随着伙计一声吆喝，五碗热腾
腾的豆腐菜便端上来了，金色
的豆腐、碧绿的白菜、银灰色的
粉条、酱红色的羊肉……未及
入口，色香味已让人们陶醉！

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掌
柜的老汉笑盈盈地坐在不远
处 抽 起 了 烟 袋 。 看 他 乐 呵
呵的模样，王教授知道他是
为自己的杰作而得意，便让
他 给 我 们 讲 讲 豆 腐 菜 的 故
事。老汉略微思索了一下，
悠 声 说 道 ：“ 提 起 故 事 里 的
豆腐菜，香味就没了。”王教
授 给 老 汉 端 了 杯 水，嘱咐他
慢慢说。

老汉的脸色愈发凝重起
来：“新中国成立前，我爹在地
主家当长工。累死累活就想着
过年能挣点钱，给我奶奶做顿
她想吃的豆腐菜，可没想到了
年底，地主不但不给工钱，还说
我爷爷欠他的债还没还清。我
爹一气之下放火烧了地主家的
厨房，连夜躲进山里。地主带
着打手到我家，活活把我奶奶
逼死。那天正是大年三十，一
碗豆腐菜没吃上，成了我一家
人抹不去的痛！”

“后来呢？”
“后来，我爹隐姓埋名跑到

郏县跟人学做豆腐菜，他发誓，

要让更多穷苦老百姓吃上香浓
的豆腐菜。再后来，我爹真的
成为远近闻名的豆腐菜名师。”

没想到一碗豆腐菜，竟还
隐藏着这么多辛酸的往事！

离开于家老店，王教授带
我们往牛头山进发，说是要去
寻找古代的茶马古道。一路
上，山道蜿蜒、翠绿环绕，不时
有山花迎面，翠鸟掠过。

车到山坡一处观景台，我
们徒步漫游。王教授指着不
远处山头一条崎岖的小道说：

“那曾是茶马古道。我小时
候，春天一到，长长的骡队便
从山那边走来，早晨迎着朝霞
把陶土运到镇上，傍晚装满钧
瓷成品在夕阳中归去。他们
披着彩霞，映着暮霭，骡铃不
息，鞭声不断，俨然一幅动人
的画卷。”

我们被神奇的骡队所吸
引，催促王教授继续讲。于是
王教授招呼大伙坐在几块山石
上，聊起骡队往事：“老辈人讲，
骡队运陶土，已有上千年的历
史。神垕钧瓷业的兴旺发达，
骡队功不可没！民谣说得好，
古道三尺宽，崎岖又艰险。问
君行何处？骡铃响云端。”

可是，抗战时期发生的一
件事却叫人十分心痛！那是
初冬的一个下午，骡队在镇上
刚卸下陶土，装好钧瓷，头领
便宣布：伙计们辛苦一年了，
今天我请大伙吃豆腐菜。伙
计们一听，十分高兴。可是一
碗豆腐菜没吃两口，拴在路边
的骡子被日军的巡逻小分队
喊惊了。一头骡子冲着日本
小分队就冲了过去，当场就撞
伤了两个。日本兵恼羞成怒，
抡着枪就朝头领打了过来。
伙计们上前劝阻，日本兵竟然
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两个伙
计，三个伙计也被打得遍体鳞
伤。一碗豆腐菜没吃完，竟把
性命给搭上了。伙计们抬着
兄弟的尸体，愤怒地抹着眼
泪，发誓要为兄弟报仇。那一
晚，下起了雪，他们的身影渐渐
消失在茶马古道上。

“后来，他们有没有回来
过？”

王教授悲怆地点点头道：
“经受过这次打击后，骡队散
伙了，大部分伙计参加了八路
军，并誓言，‘杀掉一个鬼子
兵，吃一碗豆腐菜’。以慰藉
亡者之灵……只可惜那长长
的骡队，后来只剩下几个老伙
计带着骡子往镇上运送陶土，
山道上再也见不到那恢宏壮
美的骡队景象了……”

一碗小小的食物，竟包含
着那么丰厚的文化内涵；一段
尘封的往事，竟折射出那么深
沉的民族品格和血性。

那碗豆腐菜，余味尚在……3

□李梅

在山水小城商城，早晨起来，淡雾若隐，不
久云开。安静了一夜的小城，呼吸微甜，犹如昨
晚饮过的大山茶，些许回甘。我们沿灌河逆流
而上，两侧山影，如水墨濡染的层次，时近时远；
灌河之流，随山势深入，忽左忽右，哦，我们已在
大别山腹地了。

典型的江南丘陵状貌，层叠的青峰翠峦之
间，忽而会现出一面湖水；翻越陡峭之后，也会
有偌大的湿地，我们惊喜地停下来，如牛背鹭，
散落在此处，与野花、水草、云的倒影、日光的
倒影、鱼、翠鸟、白鹭，还有小野鸭子接近，绿
植、树影、水流和远山一层层铺开，白色小羊和
棕色黄牛悠然，身影照在水里；阳光缕缕，万物
相生如调和的油彩。湿地是自然的牛背，我们
好似回到儿时，做了牧童。

就在那时，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写给张兆和
的信：“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
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沈从文是在船上，山
水流动，心便柔软。而我们是在车上，群山迎面
而来，不断撤换，一幕幕，如翻看山水册页，有浓
淡，有干湿，有远近，有苍浑和细微。

在好的山水里，人会变得单纯、诚挚，轻盈
如羽，会想到远方的友人和亲人。念想即生，便
是在好的山水里相逢了。但我依然想在这山水
间写一封信，递一枝黄柏山的深谷幽兰、溪竹新
笋、林中花枝，还有峡谷、花溪、石阶、杂树，诉说
这春天的繁华与山水的不同，等你在忙碌之余
打开，未必问我这是哪里，只要你有一丝惊异，
在那里长久地想一会儿，再想一会儿，我只是忍
着，不告诉你。山水之间，天真若此。

在商城的728条河流之间，在大别山主峰
的山间，我的心里一次次地涌出“奇山异水、天
下独绝”的句子，不免夸张，但这豫南山水，却
一样的望峰息心，一样的泉水激石。我假想自
己穿越时空，清兴忽来，豪情一往，随时写封信
寄给远方，阔谈山水，惜墨如金，寥寥几笔可见
山之势、山中景、山之音、山中味，收件人虽远
隔千里万里，想象山依傍，水有痕，暗自确定前
往的日程，描摹相见的情景。尤喜古时写信的
讲究，如信笺，并不大，三四寸余，有本色的木
纹，有印画。如我在这小城给你写信，必选山
水画笺作纸，天然造化、质地精美、纹理细腻、
墨意融合，才可以传递这里的美好。

唐人染笺曾用浣花溪水，名曰“浣花笺”，
若在黄柏山的天池呢，可否取其湖水染笺，名
曰“滴翠笺”。这天池，原就叫滴翠湖。水绿，
绿得藏起心事，又想要告诉你一切。雾时，湖
面宣纸一般，泛着哑光，密集而交错的树枝，成
为山水抽象的艺术；半晌，山便揭去面纱，山石
和林木倒影其中，都是浓墨和重彩。倘水面拂
来淡淡的花香，那定是天池之畔大别山的山
茶、忍冬和蕙兰了。

山水优雅，需信札文雅，也要心境的风
雅。身处信息化时代，一切变得直接而便利，
即时拍摄，即时传送，现场直播，少了那份憧
憬、蕴藉之美。

想到北宋名士谢景初，一代贤官不说，诗
文俱佳，还制笺有名，创造了十色笺。如果为
商城制笺呢，首选应是大别山映山红的绯红。
大山厚重，转过一道山弯，见到一枝或一丛映
山红，红得恣意，让人怀想先烈的英勇；其次是
界巴冲生态林一枚叶子的绿。手绘般的人工
林，笔直的水杉，均匀、正直，俊朗、优雅，以轩
邈的姿态诉说着一种高度；也可以是狮子峰的
深黛色或万丈崖瀑布的千堆雪，也可以是山杏
的白、桃花的粉、樱花的紫……

十色信笺显然是不够的，还有法眼寺前的
无念湖呢，薄雾之上，小亭悠然；而蓝色水纹舒
缓在素宣上，让人想起小城随处可见的河流，
一条是陶家河吗？更有黄柏山林场前千年古
银杏的深浓、里罗城漫山遍野的乌桕飞翠、红
军林旁桐花的细碎淡粉、河湖库塘的接天莲
叶、映日荷花。

但愿，信笺里藏有微缩山水，折叠收藏，经
年数月，想起那年遇见和寄怀之人，便可随手
取信来读。如此，黄柏山、金刚台、江淮岭、红
土地，小城山水有壮美，我想寄给你；古银杏、
红杉树、楠竹林、油茶园，小城山水有丰美，我
想寄给你；西河、天池、温泉、花溪，小城山水有
柔美，我想寄给你，而我更想寄给你我此时所
在的黄柏山顶老林场，老林场四代护林人的不
老传奇，还有展馆照片中那个女护林员青春的
剪影……这才发现，古人的信笺过于雅致，丝
帛的绵薄、小巧和清雅，兴许能载起这诗情画
意里的山水，却无论如何也载不动这苍茫山水
里的岁月和现实！

于是想，在这小城给你写信，山水为笺，也
只寄其一角，余下的，你自己来读。3

□梁俪千

1999 年的“五一”节，我和美
华嫂子相继搬进新房，成为正式的
邻居。

之前一直处于漂泊状态，没有
自己的房子，最初是爱人单位的宿
舍楼，房子是可以随时调换的。我
们那时候两间房，就是从三楼二楼
组合，过渡到一楼二楼组合，最终
定位到一楼东头两间对门，楼道里
还可以做简易厨房。

那时候的邻居，总觉得不是正
式的,随时都有可能变换。单身宿
舍楼，谁都知道，仅仅是权宜之
计。我唯一的女儿，就是在单身宿
舍楼出生，长到了七岁。

因工作调动，我们曾在山上
小城亲戚家平房里住过半年，也
曾在职高临时住过一年。好在女
儿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搬
进了爱人分的新楼房，算是尘埃
落定。爱人总是很忙，东西都是
抽空一点一点带过去的。等一切
就绪，在一个晚上，爱人骑着摩托
车，我坐后面，把女儿放在中间，
缓缓向我们的新居驶去。女儿在
路上已经睡着了，第二天睁开眼
睛，发现已经睡在新家的床上。

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楼前的
栅栏还没有立起来，一楼的邻居们
可以相互串门。串门最多的，当然
是我家和美华嫂子家。脑海里时
常浮现一个画面：六月的一个中
午，天气炎热，美华嫂子只穿了件
白色大背心，拿着一个大蒲扇挡着
脸上的阳光，大着嗓门一边说着什
么一边从阳台一面走进我家。那
时，她面色红润，神情飞扬，整个人
如阳光般灿烂。

栅栏立起来了，各家有了独立
的小院。美华嫂子家的小院里种
了三棵果树，我们家小院里也种了
三棵果树。后来，果树渐渐长大，
春天开满花朵，樱桃花粉嫩，梨花
纯白，石榴火红。这一树花常常和
另一树果拉着手儿，像是互相照应
的伙伴。

美华嫂子的女儿乳名与我家
女儿乳名有一个字相同，像是注定
的缘分。那时的感觉，真希望时光

就此停驻，不再有别的奢望。我常
常站在女儿的卧房望穿整个屋子，
一进一进的门，有着强烈的空间立
体感，也有着强大的归属感。我把
小小的屋子侍弄得整洁舒适，绿意
盎然。

美华嫂子的女儿很少回来。
搬过来时，她好像正读研究生，似
乎只见过回来一次。后来，便听说
美华嫂子的女儿留在了南京一所
大学任教，再后来便是结婚生子，
美华嫂子和她爱人也已退休，去了
南京帮助女儿带孩子。那时间，他
们还时不时回来住上几天，和老邻
居们聊聊天，说说在南京的见闻和
感受以及种种的不习惯等。总感
觉他们在南京只是临时给孩子帮
忙，外孙女大了，终究还是会回来
的。但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再
后来，他们回来把能处理的家具都
处理掉，房子出租了。又过了几
年，听说他们在南京又买了房子，
这里的房子要卖掉了。房子挂在
网上大约有两三年，终于谈妥了。

在美华嫂子夫妇俩借居南京
的那些年里，恰逢小城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紧邻着我们的家属楼，
西边一排溜儿的高层楼房拔地而
起，商铺一家连着一家。我们这里
成了小城最繁华的区域。

在卖掉房子的前一天晚上，美
华嫂子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我已经
开始驻村扶贫，比10年前在学校时
还要忙。他们两口子坚持在邻居家
等着，我回来时，把我叫到他们的房
子里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彼此依依
不舍。我说:房子卖了，再回舞钢，
我们家就是咱们共同的家，嫌这边
房子小，西边还有一处大房子是给
女儿准备的，如今女儿也不回来，咱
们就去那边住。他们一直笑我们太
傻，不知道把旧房子租出去。我说，
墙上有女儿小时候得的三好学生奖
状，亲手做的彩色剪纸画等等，不舍
得动。

美华嫂子终是去了南京，那里
有新住房，有女儿一家子，有新的
邻居朋友。

时间飞逝，20 年前那个午后
明媚的阳光，被我嵌在相框里，永
远挂在了墙上。3

挂在墙上的阳光

这种生活，这种活法，看似是不变的，
是从传统文化中因袭下来的，然而，仍然有
一些东西在变化，在逐渐地、缓慢地变化。

一碗豆腐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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