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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一起高考 □李良斌

日暮放马车中宿
□吴宏亮

□古保祥

正是杏黄麦收时节，豫南大地峰峦叠翠，
山花烂漫。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位于驻马店市
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参观学习，在这苍松翠柏
间，寻根念初，对标思齐。我在将军的出生地
驻足，在英烈的雕塑下凝望，在革命纪念园里
徘徊，面对那一张张记载着生与死、血与火斗
争的图片，耳听讲解员那充满深情的评说，我
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我深深沉思，静静遐想，
反复叩问自己：杨靖宇，一个年仅 35岁就英勇
捐躯于千里之外的中原好汉，英名何以永存，
英烈何以永生？

始终高擎理想的旗帜不倒。杨靖宇 1905
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7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十多年的革
命斗争中曾经使用过不同的名字，杨靖宇是他
使用较长也是最后使用的名字。“靖宇”二字取
自朝鲜语中“驱逐外敌”之意，折射出杨靖宇将
军心中的理想——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社会
主义新中国，这也是一直支撑他战斗在白山黑
水之间的强大精神动力。杨靖宇 22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侵犯的关键
时刻，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誓为革命事业奋斗
终身！他曾对假扮村民劝降的赵廷喜说：“老
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看似
平淡的问话，包含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宁肯
向前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这就是关键时
候的关键少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们
在最黑暗、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
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
梁。“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的逆行者不仅在过
去有、今天有、未来的中国还会有。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
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为了心中的理

想而连续奋斗，他们心甘情愿抛头颅洒热血。
与敌人周旋到弹尽粮绝毅然跳崖的狼牙山五壮
士，掩护部队转移被包围毅然投江的东北“抗
联”八名女战士，用血肉之躯为部队打开胜利之
门的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方志敏就义前
豪迈地宣告，“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
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江姐在酷刑面前大义凛
然，“竹签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
钢铁”；刘胡兰在血淋淋的铡刀面前正告敌人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理
想信念，这种舍生取义的革命气节，支撑着党走
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了抗战和解放战争
的艰苦岁月，走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征程，
走到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今天的我们，再次面
向鲜红的党旗，再次高举紧握的右拳，再次温习
熟悉的誓词。一字一句，都是对党的忠诚热爱，
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都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强决心。

始终保持为民的本色不变。在杨靖宇短
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最让人动容的莫过
于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时，他以棉絮、草根和
树皮为食，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最终
壮烈殉国的事迹，其信念之坚定、意志之顽强，
连敌人都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即使他的身体
殒灭了，但其精神确实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
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是什么力量支撑着
他走下去，他的动力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两
个字——人民！

杨靖宇在离开家乡与母亲、妻儿告别时说，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生活。让
群众过上好生活，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当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
采访时，问一位红军小战士“为什么参加红军”，

这位小红军说：“红军对我们好，红军帮助穷人，
红军教我们读书、识字。”红军经过川康边藏区
时，藏族人民把红军看作“菩萨兵”，红军经过之
地的群众不懂什么是政治纲领、什么叫共产主
义，但他们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是为老
百姓干革命、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艰苦卓绝
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但一次次都能化险为夷、赢得胜利，根本原因就
在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
亡。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
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的历史。

民心惟本，厥作惟叶。知所从来，方明所
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
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瓜连蔓子蔓连根，
老百姓连着共产党，共产党连着人民。只有始
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向
人民交出一份份合格答卷。焦裕禄、谷文昌、
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黄大年……一批又一
批优秀共产党人，一心为民、鞠躬尽瘁，被人民
永远铭记。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伟大新征程里，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扎根在人民群众的
肥沃土壤里，我们党才能永葆青春；只有汇聚
起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才能无惧前行道路上
的任何风险挑战，在抗震救灾、脱贫攻坚、抗击
疫情这一次次大考中，交出优秀答卷！

始终坚守奋斗的作风不移。道虽迩，不行
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战争年代，以杨靖宇
将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
死，为实现理想信念而奋斗，他们不惜用生命和
鲜血铸就了人民共和国的基石。今天，处于和

平年代的我们，是不是要经常“三省吾身”、自省
自励？在安逸优渥的条件下，我们的家国情怀
是不是已经淡漠？在琐碎平淡的生活中，我们
的奋斗进取之心是不是已经麻醉？在前行的困
难面前，我们是不是已经丧失斗志、畏缩不前？
现实的中国虽然没有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但转
换的只是斗争方式和考验形式，“智勇多困于所
溺”，在“糖衣炮弹”的诱惑下，我们能否做到信
念坚定、坚贞不屈？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面对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的任务依然繁重，征途依
然漫长。唯有坚定理想信念，继承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时时处处严格
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做人民的公仆，正确运用人
民赋予的权力，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才能
在英雄面前无悔，让英烈含笑长眠。

1951年 7月，毛泽东同湖南第一师范的老
同学周世钊、蒋竹如谈话时说，“我在学生时代
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
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在革命和
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奋斗精神的
重要性，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奋斗、艰苦奋斗、永
久奋斗。奋斗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惟有奋斗才能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中
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质，自成立之日起，就坚
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
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一代代共产党人虽万难
而不辞。“为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面对纷至沓来的急难险重
问题，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奋斗精神，直面矛盾、
勇于斗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用过河小卒一
往无前的干劲，一鼓作气迈过所有沟沟坎坎，迎
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惟其艰难，
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5

父亲曾拥有一辆马车，想起那辆马
车，我总会想起张籍的诗句：“野田人稀
秋草绿，日暮放马车中宿。”

1988 年，农村开始流行马车，有了
马车后，可以服务于农业生产，更可以做
生意拉货，在当时，这是发财致富的捷
径。

父亲是个万事“慢半拍”的人，村里
一大帮同龄人置办马车时，父亲还是照
常在田地里释放自己的青春，他喜欢
土地，我曾看见他将土捧在手心里闻
上半天。我想到《黄河东流去》里的徐
秋斋，他们都是视土地如命的传统乡
村人物。

我上了学，家里缴了学费后就捉襟
见肘了，光靠土地只能维持生存却没有
储蓄，而父亲曾发誓要让孩子出人头
地。这时的父亲，才想到置办马车，往太
行山里拉砖拉煤。

父亲年轻时曾驯过马，是个不错的
驯马师，他对红色情有独钟，认为红色是
吉祥的颜色。他相中了一匹枣红色马，
有些像大汉朝的汗血宝马。

我下学回家时，发现院内墙角多了
座简易马厩，一匹年轻高大的马正在马
厩里旁若无人地逡巡，父亲正雀跃着喂
马。马与父亲不熟，开始时不配合，父亲
不停地用手摩挲着马的鬃毛，等我做完
作业时，马已和父亲略微相熟，开始吃草
了。草是父亲从地里割来的，草里有刺，
父亲坐在草堆里择刺，他不喜欢戴手套，
好几个调皮的刺扎进他手掌里，让我有
些心痛。

一周后，一辆马车又出现在院落里，
这是手巧的父亲用旧车改造的，不比新
车差。父亲自己上漆，他不谙油漆作业，
将马车油成了五颜六色。马车奔跑时，
远远看去，各式各样的花朵与色彩流淌
在马车上，也流淌在路途上。

那是春天，柳絮轻舞，杨花漫天，时
光简单柔软，东风掠过小院和父亲的
脸。父亲套上马车，在全家殷殷期盼中，
开始了第一次征程。

1988年，我们全家年收入大约 300
元，马与车，足足花费了 500 元，我不
解，曾恨过父亲的愚与母亲的傻，花这
么多钱，何时才能收回成本？多年后，
当我做生意失败时，我突然间回到了那
个温暖的春天，父亲曾告诉我：只有舍，
才能得。

父亲第一次出车是到修武县拉砖，
那儿散落着许多小砖窑，我曾随父亲去
过一次，小砖窑窑场高墙林立，圈满了梦
想、富丽和堂皇，当时我总觉得这地方是
用钱堆出来的，但钱太多了，反而不好。

父亲正襟危坐在车辕上，像他的前
半辈子一样小心翼翼，这是他所有家
当，他小心谨慎，生怕出差错，他像在赌
博，押了所有的本儿，一心要赚个盆满
钵盈。

他开始时走得很慢，努力控制住车
速，第一趟车他跑了两天，第二趟轻车熟
路，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满载而归。

父亲预设了所有危险，他在车上焊
了工具箱，塞满各式各样工具，还带着饭
菜和水，这样少花钱。

“小心驶得万年船”。父亲驾着马
车，走在人生路上，行驶了五六年，他不
爱说话，但货拉得瓷实，砖一块也不会
少，料总给得足足的，他赢得了良好口
碑。

其间枣红马在马厩里得了马蛔虫
病，这是急性病，马失了斗志，变得虚弱
不堪。父亲想尽方法依然无效，农村没
有专业兽医，父亲叫了医院的医生。医
生说需要去县医院买消炎针剂。下着大
雨，骑不了自行车，通往县城没有柏油
路，只有一条崎岖泥泞的土路，父亲步履
蹒跚地在土路上走了两个多钟头，拿着
针剂回来时已是子夜，他浑身湿透了，母
亲熬了姜汤，他顾不上喝，只是叮嘱医生
快点用药。苍天佑人，马通人性，知道自
己是家里顶梁柱，拼命与疾病斗争，很快
转危为安，父亲却大病一场。但他总说
遇难呈祥，果然，他病愈后没几天，几笔
生意，赚够了我高中一年的学费。

后来小三轮车开始在公路上奔驰，
以雷霆万钧之势取代了马车的地位，它
们速度快，一日千里。

枣红马老了，父亲舍不得卖掉，父亲
也由中年慢慢迈入老年，他有些迷茫，他
的活儿越来越少。后来，老马病了，无药
可医，死了。他失魂落魄，看着快速发展
的时代不自信，情愿一辈子活在慢速年
代里。我宽慰他，生老病死，这是自然法
则，您也奋斗一辈子了，该休息了。

他苦笑，看着闲置的马厩，不肯拆
掉，只好让它顽固地存在着，至少这是丰
满且无奈的记忆。

那个时候，我已上完了大学，老去的
父亲，不愿意接受任何新生事物了，我与
母亲都劝不了他。后来索性也不劝了。

总要有些旧事物要存在，时光老些
就老些吧，我们走累时，可以回到慢条斯
理的旧时光的羽翼下休憩。5

新县东部有座白云山，海拔900多米，西麓
山脚下，流淌着白露河，汉潢古道沿河蜿蜒前
行。河旁坐落着一片明清民居，有几十户人家，
三四百号人。那里是我的故乡——毛铺大湾。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有七口人：爷爷父
母，加我们兄妹四个，我是老大。父亲是大队
民办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家中一贫如洗，却
也其乐融融。

爷爷老家是息县的，年少时逃壮丁落户到
毛铺，没正经上过学，但他小时趴在学堂窗外
偷听教书先生上课，将教的东西默记在心，识
了一些字。后来村子里办夜校搞扫盲，他更如
饥似渴认真学习。

爷爷在对待儿女上学问题上，态度坚决。我
的父亲是他唯一的儿子，为孩子上学他甚至讨过
饭。父亲毕业于县高中，以微小劣势在高考中落
榜。他惆怅地回到家乡，但学识很快在农村派上
了用场，积肥量方、小队决算、喷写标语等等都非
他莫属，他很快当上了大队民办教师。

父亲有段时间迷上了学英语。为掌握正
确发音，他步行往返十余公里，到相邻沙窝公
社完小收听英语广播讲座，一周几次，直到把
一本书学完。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那年我 13岁，
读初中，在学校是班干部。有一天，父亲神情
严肃和我谈起学习、高考和未来的话题。随后
日子里，父亲严格要求我的学习，布置大量课

外作业，收集大量的资料、试卷让我学让我
做。星期天，父亲把我留在学校学习，遇到难
题，他和我头抵头演算，几番周折终于拿下时，
他和我相视大笑。实在做不出来时，父亲会带
题目赶到周河中学找老师请教。

放假了，我和三个弟、妹每天都有作业，邻
居们常能看到我们兄妹几个一起做作业的情
景。有时母亲会唠叨着让我们早起拾猪粪，或
叫我们砍柴、捡茶籽，父亲会说“书中的东西比
猪粪茶籽强多了”，家乡很多人常把父亲这些
话当笑话传扬。

1978年 5月，我夺得全公社应届初中生学
科竞赛第一名，参加全县应届学科竞赛又进入
前20名，被县高中提前录取进入“尖子班”。

上高中时，我 14岁，个头小坐第一排。学
校生活简单清苦，在家里带米换成饭菜票，再
配点咸菜就是饭食。一天晚自习下课，雨雪交
加，我和同学往寝室跑，我一脚踏进水坑里，鞋
袜都湿透了，到寝室后把袜子使劲拧了拧就睡
了。第二天清晨，上操哨音急促响起，我没有
替换鞋袜，只好穿上湿袜湿鞋，刚开始跑步时
脚上冰冷刺骨，跑着跑着，慢慢也焐干了。

有天中午饭是油炸馒头片，我很想吃，可
一摸口袋，没菜票了，没钱买，也不好意思借，
就悄悄离开饭堂在外转悠，有同学问炸馍好吃
不，我拍拍肚子说好吃好吃，真香啊！

我每月回家一次，星期五下午离校，星期

日返校，步行往返70多公里山路。每次回家母
亲都说伢儿太可怜了，真受罪呀，尽可能做好
吃的“慰劳”我，其实也就是炒菜时多放点油，
或在鸡窝里拿俩鸡蛋蒸了。有一次离家返校
时，天才蒙蒙亮，起了大雾，母亲不放心，送我
走了好长一段山路，最后又站在高些的山头望
着。走出很远，我回头，看见雾中母亲身影隐
约，眼泪立刻模糊了双眼。后来每次读朱自清
散文《背影》，就会想起那次母亲送我的场景。

1981年，我参加高考。那时有个特殊政策，
教龄满多少年的民师允许参加高考，父亲符合规
定，但他已是不惑之年。最终我们一起参加了高
考，都考入了信阳师范学院，都是数学专业，不同
的是我是本科，学制四年，他是专科，学制两年。

没想到，母亲竟因此和父亲大吵一场。因
为父亲一走，家里有很多农活没人干，还有三
个孩子要照顾，她自己没法弄。后来亲戚极力
相劝，母亲才想通了。

九月份开学了，我和父亲收拾行李，各背
一床被褥，双双赴校读书。教室在同一座楼
上，班主任都是卢士堂老师，所学内容大部分
一样，部分主课老师也是同一个人。

父子同学的事在校园里传开了，经常会有
同学老师见了我们指指点点，慢慢地大家才习
以为常。父亲学习态度认真，他的作业一丝不
苟，书写规范，没有错别字，干净整洁得像印刷
品一样。

两年时光很快过去了，父亲回到家乡到公
社中学当了公办教师，工资升到了 40多块，这
让家里人都体会到了幸福感。

从 1983年到 1986年，二弟三弟小妹陆续
考上了河南医科大学、东南大学和信阳师范学
校。乡亲们都说，他家六口人，出了五个大学
生，玄啦！一时间声名远扬，附近十里八村的
人都知道我家的读书故事了。这件事也激励
了一批学子，光我所在的大队和公社，就有不
少学生相继考上大学。

很多年过去了，到了我儿子上学时，父亲依
然关注孙子的学习，成绩不错，他会高兴地抿着
嘴，偷偷乐。表现不好，他会叮嘱教诲几句。儿
子高考前，父亲打电话叮嘱，叫他不要有压力，
一次考不好，多考几次，一定要考上好学校！对
于我弟弟、妹妹的孩子，父亲也会定目标，提要
求，最后他的孙子和外孙都顺利考上大学。

如今，想想我家读书的故事，不禁心生感
慨。我亲身体会了读书的辛苦不易和充实快
乐，体验了读书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过
程。体悟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明
白了一个简单道理：个人如水滴，国家如大海，
水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在真诚感恩
时代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只有把个人理想与
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微薄的才识
贡献给社会，才能对得起读书的初衷，才能无
愧于国家的培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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