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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周年

有人说，人类来到世上

不知要经历多少苦难

西方，有一个方舟

东方，有一条红船

我说，方舟只是一个传说

而红船就在我们身边

它惊天动地的故事

讲述着昨天、今天和明天……

那是一段阴云密布的日子

苦难深重的中国

在深重的苦难里深陷

那也是一个曙光初现的日子

嘉兴南湖扬起波涛

闪电划过天空 一声惊雷炸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十三个人，代表 50多名党员

从此，镰刀锤头成为劳苦大众的旗帜

无数的人啊，抛头颅洒热血，奋勇向前！

我歌颂红船，每个字都是我真实的情感

我歌颂红船，每个标点都是我难以抑制

的泪点

红船！红船！

您起航于苦难之中

您奋进在骇浪之间

您从南昌城出发

用第一声枪响

宣告共产党人推翻旧世界的铮铮誓言

您从井冈山走来

黄洋界的炮声

是您对旧世界的宣战

您向崇山峻岭走去

万里长征

每一步都是血与火的考验

大渡河 腊子口 雪山草地

每一个名字，无不被先烈的鲜血浸染……

您向千家万户走来

十四年抗战

平型关 阳明堡

黄土岭

百团大战

地道战地雷战

每一个地方，都让日寇心惊胆战……

您唤醒民众千百万

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 淮海战役

三年解放战争

您激励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

动统治

人民用“天亮了”

表达心中无比喜悦的情感……

是的，天亮了！天真的亮了！

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

终于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

面对青山绿水，红旗招展

吉祥的白鸽在天空盘旋

我百感交集，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面对高楼大厦，千里沃野

勤劳的人们那一张张笑脸

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红船啊红船

我想跋涉于崇山峻岭

与勤劳的农家深入交谈

我想漫步在都市广场

向跳舞的大妈认真打探

询问您精神的伟大真谛

体会盛世的那份悠闲

红船啊红船

我还想乘高铁旅行

思索您精神的博大精深

感叹壮美的大好河山

红船啊红船

我还想放歌在长江大河

汲取您精神的丰富营养

歌颂生活的那份甘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是您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真实写照

是您迈向未来发出的铿锵誓言！

红船啊红船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您乘风破浪，驶向未来

您义无反顾，走向永远……5

□魏薇

□比邻

井冈山地处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
腹，是那么与众不同，来的人不只是用仰视的
目光看她，还会升腾起亲近的感情。

我多次上井冈山，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
汤，试穿山里人做的草鞋，学唱当年红军的歌
子。我抚摸伟人用过的东西，抚摸拍照墙上依
然存留的标语。我在传说与现实间游走，在人
文与历史中徜徉，也在《井冈山》实景演出中震
撼。我依然能感受到淳朴的民风民俗，体味出
井冈山老表的亲切热诚。

登上笔架山，那里有十里杜鹃长廊，杜鹃
花是迎春花，每到春天，杜鹃花都会竞相开放，
映红五百里井冈山。奇的是，花朵呈五角形，
远远望去，是五角星的海洋。我去了五龙潭，
瀑瀑跌宕，潭潭清澈，山水怎么看都是舞蹈的
少女，舞得灵性飞扬。井冈山属于亚热带气
候，因而植被丰厚，森林覆盖率达到 86%，整
个山上，毛竹青青，林海荡荡，完全是一个天然
氧吧。时不时还会有一阵细雨，像谁把着一只
花洒洒下。空气湿润清新，吸一口，全身透爽。

在黄洋界，可看到密密匝匝的黄杨树。那
树舞动起来，就是涛涌的海洋。常有流瀑样的
云，浓浓地从哨口快速流下去，看着看着，我的
心也随那流瀑飞落而下。

我到了大井，在井冈山这样的山区，较平
坦的地方很稀少，井冈山就把大一些的山中谷
地称为坪，次之为井。大井是毛泽东在井冈山
时住过的地方，当年的菜园子还种着菜，一片
郁郁葱葱。有个词叫“坐井观天”，虽然是个井
形地带，毛泽东却胸怀广阔，目光高远，坐在大
井观天，这个天就是整个世界。

我在井冈山雕塑园看到了伍若兰的塑像，她
是朱德的妻子，羸弱充满学生气，这样的一个女
子，最后滴血的头颅被挂在城门口。1962年朱德
重上井冈山，走时采了路边一棵兰花要带回北
京，人们知道他为什么喜爱兰花，那是因了若兰
的名字。一棵棵兰花，大家帮他采了一大捧。

我看见井冈山上另一个坚守者曾志的照
片，她披散着长发，俊秀的脸上长着一双沉静的
大眼睛，穿着大翻领蓝西装，袖口和领口各有四
条白道道，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洋气女子。小井
有个红军医院，曾志曾是医院的党总支书记。
红军撤离时曾志的孩子还小，就托付给了井冈
山的乡亲，后来孩子找到了，曾志却没有领回，
儿子成了永远的井冈山人。现在曾志长眠在
红军医院旁边，小小碑石上，“魂归井冈”四个
字，让人心头发热。

井冈山有一首歌谣：“韭菜开花一秆心，剪
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妇女解放真
开心。”红军在此奋斗的年月，不知有多少井冈
山女子为他们织布做鞋，缝补浆洗，军民建立
了深厚感情。这些井冈山人，在最艰难的时候
是红军的依凭。

红军离去时，井冈山女子和百姓留下坚持
着艰苦的斗争，有的惨遭杀戮。“一送（里格）红
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
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树树
（里个）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温情凄婉
又充满希望的《十送红军》，表达着井冈山人的
情意，听得让人止不住眼中涌泪。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我猛然看到一

封字迹清晰的信，似乎还带着写信人和收信人
的体温。我将它一字字抄了下来：

志强：好久没有同你通信了，不知你近况
若何？挂念得很……你的信我又收不到，真是
糟极了……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
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
活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但最忧闷、最挂
心、最不安适的，就是不能同你在一起……

信写于1927年 10月，是陈毅安写给妻子
李志强的。陈毅安是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员，
1930 年在湖南牺牲。这个消息直到抗战爆
发，李志强才知晓。王尔琢、何挺颖、蔡协民这
些井冈山时期领导人，也都是在 1930年前后
牺牲的。当时投身革命者，很多是放弃了优越
的生活条件，最终奉献出生命。

“三送红军到拿山”，我现在就在拿山河
边，河水依然辽阔自在地流着，有水牛在河中，
还有一河的夕阳。拿山一户农家招待吃饭，其
中有黄黄的玉米。“山上（里格）苞谷，（介支个）
金灿灿，苞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苞谷棒棒，
咱们穷人掰。”想着那些唱词，更体会出了井冈
山人的深情厚谊。

井冈山女子江满凤，爷爷是红军烈士，她亮
起嗓子为我演唱了原汁原味的民歌：“红军阿哥
你慢慢走哎，小心路上有石头，硌到阿哥的脚趾
头，疼在小妹的心里头。”工作之余，她将井冈山
革命歌曲唱响江西，人称“井冈百灵”。

江满凤是井冈山龙潭景区的一名普通保
洁员，她供两个孩子读书，日子并不宽裕。《井
冈山》电视剧用了她的原唱，给她重酬她没要，
汶川地震她反而捐了一个月工资。她热心公

益，长期资助多个贫困孩子，从这个普通烈士
后代身上，我仍能看出些什么感受些什么。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来到黄
洋界，停留了40分钟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又到
了茨坪，那是当年撤离井冈山时他曾居住的地
方。有人还记得当年他说的话：“打土豪好比砍
大树，砍倒了大树就有柴烧。”毛泽东很感慨：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心情非常激动，有
不少同志牺牲在这里，我一直想回来看看。没
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了。”

那个时候上井冈山的路还是碎石渣路，现
在从这里到井冈山机场全程高速，到长沙和南
昌也是一路顺畅。

夜晚来临，井冈山林管风箫，起伏于黛色
之中。萤火虫提灯而来，这里闪那里灭，像一
群赶路的，等连成片连成串时，会让人想起红
军行军时的火把。

下山时，漫山的白穗子飘飘摇摇，那是荼，
如火如荼的荼，在翠竹的衬托下，格外醒目。

井冈山是神奇的山。在这里久了，会感到
那不是一座山，是群山，连绵不断的群山。那
山不仅是具象的，也是精神的。是千千万万的
山石，千千万万的植物，千千万万的水滴构成
了井冈山；是千千万万的生命，千千万万的呼
唤，千千万万的信念构成了井冈山。

回首井冈山，它像一支巨大的火炬，昨日
里燃的是红色的火焰，今天燃的是绿色的葱
茏。我们不能忘记井冈山，也不会忘记井冈
山，它是深植于历史的一个基座，高高托起着
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井冈山，我还会来。5

井冈山记
革命圣地

□王剑冰

红船颂

横山看见我，看见我们，向上走。的确不
是攀登，是走，气喘吁吁地走。

横山看见我们越过瞭望哨，踩过羊肠道，
穿过杂木林，接近影壁石。

横山看见山下的白龙沟、吴家庄，看见镌
刻在吴家庄祖坟青石碑上的人也在往上走，看
见姓吴的，姓方的人也往上走。

横山看见远处的裴营水库，碧波荡漾往上
走。估计也看到过少年时的我，和伙伴们，和
大人们一起从分水岭挖土挑土，砌土石坝。

横山看见更远处的丹江，更远处的丹江云
岭峡、太白峡、雁口峡，那160米高程的丹淅水
做了她的绿裙裾。

横山左看，看到昔日的狐狸扒，今日的坐
禅谷，和晨钟暮鼓的香严寺（上寺）。那是唐代
慧忠国师的道场，是唐宣宗李忱的七年之隐。
1300 年过去了，如果把 1300 年的岁月竖起
来，不知道是不是1300米的高度？

横山右看，看到淅川第一高峰跑马岭，看
到第二高峰四峰山。

横山看看自己，不足1000米，大概是第三
高峰。

横山看见，八十年前，淅川地下党在香严
寺、四峰山和影壁石下办了三次培训班，开了
几次会。她看见山下的农民揭竿而起，呼啸着
冲向宋湾区公所。他们去攻打祸害自己同胞
的宋星白民团。

横山看到了 80年前上山下山的周尚杰、
黄正夏、马水平，看到了牺牲在大干街村，被铡
掉了头颅的胡郅藩，看到了被毒死在老河口病

床上的黄从书，他们都是英雄。
横山记住了英雄，用粉白的荆花，用苍翠

的松柏，用柔韧的野葡萄藤。
横山还是喜欢自己的小名：横山凹。她的

峰顶下就有一块凹地，巉岩四合，林茂泉飞，天
然的避风港，天然的会议室。凹地不凹，自带
海拔。

横山不自满，她把自己缩微成凹地旁堡垒
户的三间石头房。石头房高不过两三米，却为
周尚杰、马水平们遮蔽过风雨，也聆听过秘密
的低语；她把自己缩微成凹地中心耸立的影壁
石。影壁石高不过三十米，却伟岸，挺拔，宽
阔，厚实，上面张挂过猎猎的红旗，也抵挡过嗖
嗖的子弹。

横山说，这就是我的高度，和你们站起来
的高度一致，和你们呼吸时的气息一致。你们
来登山，你们就是横山。

横山说，我只是丹淅大地、只是淅川盛湾
镇的一“横”。亿万年前，我就横卧在这里，等
着你们来画一“竖”。一横一竖是个加号，你们
做加法，把春华秋实加进去，把青山绿水加进
去，把紫红的大樱桃和金黄的麦浪加进去，你
们才会比我高一些。

横山絮絮叨叨地说着，看着我们上山，也
不知道我们听懂了没有。

横山看到更多的人在山脚集合，准备上
山。

横山明白了，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没有走
不通的路，只是那山上有鲜血的红，那路上有
荆棘的刺。5

故土英烈

横山的高度 □吴元成

2005 年的一天，马继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
到家中，一进门，发现母亲方秀云坐在客厅中央，
四位兄姐齐齐围坐着，看着刚进门的他，没有人
讲话。

“妈，我回来了，今天咱家人咋这么齐呢？有
什么事吗？”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气氛，马继民疑惑
地问。方秀云一脸严肃：“小民，今天咱们要开一
个家庭会议，你坐下。”说着，方秀云拿出一个小布
包，托在掌心小心翼翼将红布一层层打开，只见一
块小小的桦树皮露了出来。

“妈，今天不是清明也不是爷爷的祭日，你咋
把它拿出来了呀？”马继民更不解了。

这块桦树皮对他们一家来说，具有不同寻常
的意义，这是 1958年父亲和母亲远去东北，从他
们的爷爷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地方靖宇县带回的，
一直被母亲当宝贝珍藏着。

此时，她捧着桦树皮眼含热泪地说：“小民呐，
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们的？你们的爷爷当年在冰
天雪地里吃树皮、吃棉絮，和敌人英勇战斗、壮烈
牺牲。作为英雄后代，你可不能躺在爷爷的功劳

簿上捞好处啊！”
看到方秀云如此激动，马继民更疑惑了。

“妈，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从何说起？那件事我们都知道了，你就不

要再瞒我们了！”大姐马继先忍不住了：“今天白
天我去你们单位找你，看见那个什么企业的老
板找上你了，说只要你以杨靖宇孙子的名义出
来给他们打打广告，不仅能给你很多钱，还给你
车子、房子，立刻让你结束工人的生活——”

“姐，我怎么可能答应呢！”马继民立刻说。
“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人家会找到你单位

去？我还听你同事说了，你早几天就在电话里答
应人家了，还约人家今天来的。”马继先气呼呼地
抢白道。

“小民，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咱们一大家子挤
在三十多平方小房子里，妈糊纸盒、缝手套打零工养
活咱们，多苦多累，从未向组织提过要求，现在你咋
能这样呢？”二哥马继志也忍不住说。

“不是这样的——”就在马继民要开口时，敲
门声响起。“你好，我们是靖宇县政府的，今天是特

地给马继民同志送聘书的！”
原来吉林省靖宇县多次打电话，邀请马继民

担任县政府顾问，协助他们挖掘整理抗联文化，弘
扬杨靖宇精神，马继民提出“不要一分钱工资，不
要任何待遇”后，接受了这份工作，却被家人误以
为是接受了一家企业的邀请。

当清晨微光照进院子时，马继民就要踏上旅
程，奔赴东北的白山黑水，去追寻爷爷杨靖宇将军
的足迹了。临行前，方秀云将那块“桦树皮”郑重
交给了他。

“孩子，这块桦树皮是咱家的传家宝，你带着
它，牢记着咱家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的家风，把
你爷爷的英雄精神好好传下去吧！”5

（马继民，男，河南省确山县人，1965年 3月
出生，抗日英雄杨靖宇之孙。任职于郑州铁路物
资有限公司，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政府顾问。马
继民一家 2013 年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2014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2016年被评为全
国首届文明家庭。报送单位：郑州市纪委监委）

一块桦树皮 红色传家宝
——杨靖宇将军的家风传承故事

百年问廉

为生动展现河南百

年历程中的纪监风采，

用情讲好百年历程中的

正风肃纪反腐故事，近

日，省纪委监委宣传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新

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河南中心等部门，在全

省联合开展“百年风华

史 中原廉洁志”微视频

故事剧本征集活动。第

一阶段作品现已征集完

毕，各省辖市纪委监委、

省管企业、本科高校共组

织创作故事剧本350篇，

省纪委监委宣传部择优

挑选出30篇故事剧本，

自即日起，在本版开设

“百年问廉”栏目，刊发故

事剧本，敬请关注！5

编者按

放歌

盛夏湍流5 耿亚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