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徐玉诺：热情似火纯如婴

●● ●● ●●

精彩周末/人物·时空│122019年7月 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向东hnrbrw@sina.com

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制图/王伟宾

历史深处

□王峰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东风吹到了生我养我的小
村庄。分生产队里东西时，每家出一
个人去抓阄，抓住什么要什么。从牛
马牲口到耕犁耧耙、锅碗瓢盆，能分
的都分。

我爸当时在公社上班，母亲便委
派我去当代表，说小孩子家运气好。
队长把写好编号的纸蛋捧在手心里
上下晃荡，让代表们排队去他手心里
拈。临出手时，我像别人一样往手上
吹 了 口 气 ，结 果 却 抓 了 口“ 老 雕
锅”。与之配套的还有个铁笼盖，两
个蒸馍箅儿。

这让想抓点大家伙的我有些失
望，可母亲却兴高采烈。表扬我说抓
得不错，以后你们有吃的了，它们就
能派上用场。也许是安慰我吧，反正
看到母亲高兴，我也高兴。

接下来是按人头承包到户分土
地，因为我爸是公家人，算上我弟、
我，我母亲，只能分三口人的地，人
均不到八分。

“小峰妈，你记清楚喽，一分不
少，一分不多，一共二亩三分地。”分
到我家的地有三四块，有半坡上的林
荒地，有一亩多高产地，还有村口的
自留地、沟沿边的一块平产地。这些
东一绺西一绺的土地，在生产队长的
吆喝声中，在会计、文书的账簿和卷
尺上，被郑重地归拢到了我家。从
此，我家就开始了在这二亩三分地上
的奋斗。

这些地，凝结了我太多的记忆：
先是耕种难。人少地少，养头牲口不
值，逢上农忙时节，眼巴巴看着犁不
了种不上。家里没犁没耙，都得借。
这让在外工作的我爸没少作难。因
为他是公家的人，不常回家，一回来
就觍着脸去街坊邻居借，实在拉不下
脸面。有时候，好不容易拉下面子
了，人家又不给面子，弄得父亲灰头
土脸的。

后是运肥难。俗话说：庄稼一枝
花，全靠肥当家。要想有个好收成，
没有农肥肯定不行。为了攒肥，母亲
专门养了头猪。那时候，我放学回来
书包往旁边一撂，挎个篮子就去扒

草，为猪辛苦为猪忙。那几年光景，
我家前后养了四五头猪，每次猪出栏
时母亲都要伤心一场，落泪一场。毕
竟养了大半年，有了感情。猪卖了可
以贴补家用，利用攒下来的猪粪则可
肥庄稼。我最怕的事就是往地里拉
粪，出门就是坡，扯两根绳子勒背
上，把自己当牲口用。

再是收获难。记忆里，父亲拿捏
笔杆子的手，第一次拿起了斧子锯子
锛子和凿子，比画着打架子车。平
时，牲口、犁耙什么的东西可以借，
架子车再没有实在说不过去。他花
了两周时间，终于拉上了自己打的架
子车下地了。就是用这辆车，他拉麦
子上坡时，可能是使劲太大，把车杆
都拉坏了，车背带拉断的次数就更多
了。有一次，他居然还把车子拉翻
了，一车麦翻倒在别人家的地沿边，
这让跟在屁股后推车的我妈好数落
了一顿。我妈拂袖而去后，是父亲蹲
着不吭声，拣拾麦子重新装车，一个
人收拾着现场。

经营好这二亩三分地可真不是
件容易事儿。有年暮秋，麦子刚种
上，便遭遇一场大暴雨。田地被拍成
了一块硬邦邦的瓷板。两三周后，别
人家已是麦苗青青的时候，我家地里
却不见麦苗露头。心焦的母亲来到
地头，弯腰用硬棍挑开一块裂缝，失
去“铠甲”束缚的勾着头的黄麦苗

“蹭”地一下直起了腰。一连剜几处
都是这样子。不行，没有人帮助，这
一地麦苗可是硬要这样被圈死了。

可怜的麦苗，你们可都是我们一
家人的希望啊。母亲接下来就开始
了她的伟大拯救。带着干馍，就着凉
水，母亲一个人跟板结的土地较上了
劲。手指甲抠破了，淌血了，就改用
铁丝做成的耙子或扒或剜，爬着滚着
一寸一寸往前推。中午放学回家的
我找不到母亲，饿得不能行找到地
头，才找到在地头睡着了的母亲……

要养好这二亩三分地必须下功
夫。特别是沟沿边那块地，西边是百
丈深渊，北边是百米深沟，说到底就
是一块边角地。那年夏天，一场暴水
把我家的沟沿地西边掏出一个簸箩
大的洞，北边也冲出一个近丈宽的
豁。我爸闻讯而至，心疼的目光一遍

遍巡视着这片被暴雨肆虐又撕裂的
土地，目睹着被冲泡得七零八落的庄
稼，愤怒夹杂无奈的情绪让他久久难
以平静。随后一段时间，父亲专门请
假回来修整这片被水毁了的地。

山野阒寂，皓月当空，就着明晃
晃的月光，母亲站在一边时不时心疼
地过来帮忙装土，父亲则光着膀子一
边“咣咣”地夯土，一边支使母亲快
回家去，“这事不需要你管！”到了白
天，父亲和母亲一起拉来石头，填堵
漏洞，砌筑地沿，两个人硬是把一块
边角地重新收拾得有棱有角。

彼时，上高中的我无从猜测那幅
被岁月收藏的秋夜筑沿图是如何的
温馨和辛劳，只能从那片土地上收获
的稻米香里、红薯甜里静静品味劳动

的芬芳，凭吊那段陈香的光阴。
就是这二亩三分地，滋养着我

参加了工作，帮助我弟弟参军、当
工人……

多年以后，昔日在这片土地上忙
碌播种和收获的父亲去了另一个世
界。而今，母亲名下的土地也由他人
无偿耕种了。听说，老家正在流转土
地，计划种植花椒、皂角树等经济作
物，到时我家昔日的那二亩三分地
上，仍将葱茏生长希望承载梦想。每
次回到老家，有事没事时我总要去转
转、看看，像父亲当年一样。我知
道，自己在替父亲多走走，多看看，
并为这片土地上的美好明天深深祝
福：祖国强大了，科技发展了，人们
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8

□王剑

一

五四运动前夕，以鲁迅、陈独秀
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倡导文学
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在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作
家，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
等。而在这众星璀璨的作家群体中，
一位河南的诗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
是徐玉诺。

徐玉诺，河南鲁山县人。五四时
期著名诗人、作家，中国新诗的奠基
人之一，河南现代文学的先驱者。

徐玉诺自幼家境贫寒，11岁时还
在家割草放牛。一个偶然的机缘，他
进入鲁山县立高等小学。徐玉诺学
习非常用功，经常读书到深夜。1916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南第一师
范。在这里，徐玉诺得以阅读《新青

年》等新文化刊物，开始接受新思潮
影响。不久，嵇文甫等一批新教员，
从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毕业来
到第一师范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
徐玉诺开始白话文的写作。

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玉诺的文学
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他兴之所至，
一日能连写数章，甚至在十几天里就
能写完了一部诗稿。短短 5年时间，
他先后创作发表了300多篇作品。

1925年之后，徐玉诺开始为一家
人的生计奔波。他辗转于鲁山、福
州、吉林、开封、洛阳、曲阜、烟台、南
阳等地，当过编辑，当过教员。然而，
他的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数量骤减，
渐渐淡出了文坛。

二

1921年，堪称现代文学的“徐玉
诺年”。这一年，他用文学这把钥匙
打开了生活的富矿，连续在《晨报副

刊》《文学旬刊》《小说月报》《时事新
报·学灯》《文学周报》等刊物，发表了
《良心》《农妇贾林的死》等 8篇小说、
《末日》《微笑》等短剧和《悲哀的人
生》《丐者》等诗歌。当年，由郑振铎
介绍，徐玉诺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1922年，徐玉诺的诗歌创作呈井
喷之势，除大量发表诗歌外，还出版
了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并与朱自
清、叶圣陶、郑振铎、俞平伯等人一
起，出版了诗合集《雪朝》。

徐玉诺的小说和诗歌，用“有疼
痛感的语言”，真实描绘了乡村生活
的苦难，被誉为“替社会鸣不平，为平
民叫冤苦”的“血泪文学”，引发了人
们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著名作家巴人称赞徐玉诺“有绝
大的天才”，是一位“大诗人”；叶圣陶
称赞徐玉诺的诗有“奇妙的表现力、
微妙的思想、绘画般的技术和吸引人
的格调”；闻一多称赞徐玉诺是“有个
性的作家”，诗歌堪与冰心的《繁星》
比肩……

1935年 10月，由茅盾主编的《新
文学大系·小说》，收入了徐玉诺的小
说两篇，称他是一个“热情的、带点原
始性的粗犷的作者”，又是一个“典型
的梦想者”。而朱自清主编的《新文
学大系·诗集》，选入徐玉诺诗 10首。
从选诗的比重来看，朱自清是把徐玉
诺当做重要诗人，并给了他很高的文
学评价。

徐玉诺在现代文坛的崛起，也引
起了鲁迅先生的关注。鲁迅先生嘱
咐《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给徐玉诺
写信，商谈小说出版事项，并表示“自
愿作序”。不料，此事却被徐玉诺婉
言谢绝。后来，鲁迅先生在给萧军的
信中，仍牵挂着徐玉诺：“徐玉诺的名
字我很熟，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
知道哪里去了？”

多年后，徐玉诺回忆起这件事，
也很愧悔：“收拾《良心》作长序，重托
伏园传心意；恨我怕名婉拒绝，事后
才知对不起。”

三

徐玉诺为人特立独行，风趣怪
异，留下了不少逸闻趣事。

1923年 3月，正在临颍甲种蚕校
教书的徐玉诺，送朋友去北京时因不
忍分别，竟一起上了火车。到京后，
发现身上的钱不够返程，便在《晨报》
上登了一则“求职启事”：“徐玉诺君
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
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工作十至十四个
钟头，月薪只需十二元。”这则启事在

“百物出卖”栏目中连刊两日，一时传
为笑谈。

有一次，徐玉诺从福建返回鲁
山时途经上海，见上海车站难民如
潮，就把随身所带的 800 元钱悉数
分给了难民。分完才发现，自己已
无钱购买车票了。于是，他大踏步
上了头等车，很神气地坐下了。当
查票员向他索要车票时，他突然站
起，手指自己的鼻梁厉声喝问：“你
不认识我徐玉诺吗？”吓得查票员连
声道歉。

1950年 4月，河南省召开第一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徐玉诺作为代表
出席会议。他嗓音洪亮，满口土话，
身上衣着也完全是农民打扮……

四

新中国成立后，徐玉诺参加了河
南省文联的筹建工作，任组联部部
长。三年后，调任河南省文史馆馆长。

1958 年 4 月，徐玉诺病逝于开
封。河南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
会：省长吴芝圃发来唁电，嵇文甫担
任治丧委员会主任。追悼会后，徐玉
诺的灵柩由其子护送，归葬于鲁山县
徐营村凤凰山下。

2009年，徐玉诺被评为“河南省
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在徐玉诺 100 周
年诞辰之际，著名作家李凖还为他
撰写了一副对联：热情似火；真纯如
婴。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赵兰奇

嗒嘀嘀，嘀嘀嗒……晨曦中，清脆的军号声从绿树葱茏的山上响
起。吹号的是一个老人，家住离山约两公里的社旗县下洼镇洞沟村。

几十年了，几乎每天清晨，附近的人们都能听到这清脆的号声。“他
整天戴着军帽，穿着军装，挎一个黄挎包，蹬一双黄军鞋，跑到那山上
吹。”村里一个老人说。

“这号，我都吹七十多年了！”郭连生说，除了每天跑到山上吹号，逢
建党、建军、国庆这样的节日，他就会站在村头吹一阵冲锋号，“当了十
来年司号员，那就是一辈子的兵！”

峥嵘岁月

年已九旬的郭连生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70多年前，他
曾是一个司号兵。

“我现在还常梦到我们队长川金堂的样子哩！”8岁时，郭连生开始
了拎着破篮、提着一根打狗棍的讨饭生活。7年后的1944年春，讨饭的
郭连生偶遇一支八路军小分队，从此“赖”上了队伍。因年龄过小，几个
月后他被队长川金堂送到大别山根据地学吹军号。在那里，郭连生很
快掌握了嘴、舌配合吹“喱嘀哒嗒”四个音符及颤音、轮音等技巧。

“小郭，吹冲锋号！”讲述着自己的从军历史，郭连生忽然提高嗓音
大喊一声。这一声，是他所在的独立营在泌阳与日军作战时，他们营长
发出的命令。就是在这次肉搏战中，他被日军的刺刀划中了左下眼皮，
差点伤及眼睛。

随后，郭连生随独立营先后参加了宛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等战斗。徐州会战时，飞溅的炮弹片和石碴把他的双腿多处击伤，至今
还留着明显疤痕。

“第三次受伤是在广西剿匪时，那一次差点要了我的命。”1950年，
郭连生所在部队刚进入广西，就参加了7天 7夜攻打东良的战斗。战斗
中，他忽觉后脑勺钻心疼痛，用手一摸，满手是血。“幸好是擦着骨头过
去了，要不然，我这辈子就再别想吹军号了！”

回乡务农

“天天只顾打仗了，谁想着把奖章、证书留下来作纪念啊！”郭连生
珍藏的几样“老物件”里，有一张残破的编号为 338463的“回乡建设军
人登记表”，上面除了“服从组织分配”等字样外，还有着他曾参加过大
小战斗20余次的记载。

1955年 9月，郭连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74师 520团运输连转业回
到了家乡。

“我从不主动向上级提要求，只有一次例外。”郭连生说，他转业时，
提了一个要求：把与自己相依为命11年的军号带回家。

“战场上，吹军号就是一道发起冲锋的命令。它就像是一把刺向敌
人心脏的利剑，更是鼓舞将士取得胜利的宣言！有了它，一旦思念战友
们了，我就可以拿出来吹吹，见号如见人啊！”

回到家乡务农的郭连生，很快当上了农业合作社社长。因为有一
把被特批带回家乡的军号，他就以吹上课号和下课号来代替自己喊社
员们上工和收工。

下洼镇是社旗县唯一的丘陵山区，担任合作社社长 5年里，郭连生
带领社员深翻土地造梯田，植树造林搞发展。

担任生产队长期间，郭连生看到公社里民兵训练缺少教员，主动找到
公社承担任务，一边带领社员搞农业生产，一边带领民兵投弹、射击，练刺
杀、走步伐。在他担任队长和民兵教员10余年中，先后被县、公社评为

“劳动模范”“优秀生产队长”“优秀民兵教员”等。
1974年，45岁的郭连生有了自己的婚姻。有了孩子后，他把其中

的两个孩子起名为“拥军”和“爱民”。
人逢喜事精神爽。身为生产队长的他，起早贪黑带领社员奋斗在荒

山薄地，一锹一镐改变着农村面貌，直到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郭连生才卸任生产队长。

军号情结

“去年军队恢复了司号制度，我心里的得劲劲儿就甭提了。”用扎在
军号上的红绸布轻轻擦拭着锃亮的黄铜军号，郭连生一脸深情。

“是军号让我找到人生归宿，是它伴随着我度过了七十多年。”耄耋
之年的郭连生，每天至少要走两公里山路，不单是为了吹军号，也在守
望着一片绿色。

2010年，下洼镇开展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活动，郭连生把他几十年间
开垦出来种植农作物的荒地，全部种上了树木。镇领导得知情况后，找
到他要给他一些经济补偿，可郭连生却说：“绿化荒山本身是一件善
事。再说这荒地本来就是国家的，为什么补偿我呢？”镇领导被感动了，
随即向郭连生行了一个标准军礼……

其实，早在这之前，郭连生看到山上国有林场的小树经常被糟蹋，
就自费在山上搭起简易窝棚，干起了义务帮林场看山的活儿。一旦发
现有人破坏或牲畜践踏林木，他都会一路吹着军号赶过去。林场曾多
次表示要给他报酬，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今年春天，林场按照有关规
定，划拨给他135棵风景树作为报答，他却一再表示：“等这些树长成了，
我会把它们全部移栽到公路两侧。”

每天义务看山，也以不同的号音向村民释放着不同信息。“只要听
老郭在村里吹紧急集合号，我就知道一定是有啥大事儿，不赶紧到他那
儿打听打听，俺连觉都睡不好。”快言快语的村民郭文春说，前些年有一
次解放军某部拉练途经他们村，得知消息的郭连生早早就通过号声召
集来乡亲们商量犒军的事儿，“他自己开火烧了一锅又一锅水，还在早
晚给露宿在外的战士们吹熄灯号和起床号，战士们临走时给他留下的
礼物堆得像小山一样，把老郭激动得哭了大半晌呢！”

夕阳不落光仍在，为民谋利受敬仰。郭连生洪亮的军号吹出的，不仅
是一个老兵的国防观念，也用他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书写着一个老兵情
系国防的动人篇章。他的事迹感染着人们，激励着青年一代。每逢重阳
节、八一建军节等纪念日，县、镇有关部门都会对他进行慰问，附近的学校
也会请他去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每每此时，郭连生总会拿起他心爱的军号吹上一阵子，然后用红绸布
仔细擦拭一番。“军号不能生锈。吹军号，也是红色传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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