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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与记得
美文

热评

这是八月，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金
色的光芒将绿如蓝的一泓清水起伏出明
亮闪烁的光斑。水波浩荡，浪花翻卷，穿
越时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种前人不
敢向往的梦，于时空的重组中终于呈现。

宁静统领着这儿，阵阵花香时浓时淡
向四周弥散。站在南水北调陶岔中线渠
首的石碑前，望着从源头大坝出发一路北
上碧清澄澈的江水，那一刻，盛大的震撼、
感动和感恩，让一颗心面临对生命和世界
的重新认知。

这儿的树木花草该记得，枝头的飞鸟
该记得，浩瀚的大江该记得，那座移民民
俗博物馆该记得，一千零二棵移民村的古
树该记得，巍然屹立在丹江之滨、镌刻着
16.5 万淅川移民名字的五十六座移民丰
碑该记得……

山记得，水记得；
风记得，云记得；
天记得，地记得；
时间记得，历史记得……
不仅都记得，还将永铭于心，这不能

忘却的纪念，这中华民族的世纪创举，这
世纪史诗般的涛声水韵，这注定要留在国
家记忆中、留在史册上、永放光芒的伟大
精神。

供水线，生命线。
为了国家，为了给北京和沿线人民送

去好水，移民们识大体，顾大局，舍小家为

大家，无私奉献，他们远离故土，迁往异
乡，到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穷家难
舍，之前他们祖辈居住的老屋，重叠着无
数生命印痕氤氲着一家人气息的小院，如
掌纹般熟悉通往邻里的阡陌村路、果树良
田、耕牛庄稼、网箱渔船以及靠水吃水特
有的生活方式等等，全都被滔滔江水淹没
了，永沉在深深的水底……

挥泪告别，那是怎样的依依不舍，怎
样令人痛断肝肠的场景啊！

带一包特挖来装好的“老娘土”，就是
把故乡带在身边。老人说，如果到了新地
方水土不适，喝一点儿这家乡土就比什么
灵丹妙药都管用。

带一瓶祖辈饮用的丹江水，就是带上
故乡的味道，这水甜啊，有了这水的陪伴
和润泽，无论走多远，家乡仍是这个世界
上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从老屋旁的梨树、葡萄藤、夹竹桃等
果木上，各取下根须和枝子带走，把它们
栽植在新家院子里，还能长久保持原来老
家的样子。

带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就是带着已故
的亲人远行，这是故乡未来记忆的见证，
老家的模样，就这样定格在子孙后代的心
中。

明天就要启程了，在老家的最后一
夜，大家并没有商量，可全村男女老少却
不约而同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他们面对虚

空，都默默地跪拜先祖，跪拜生养了自己
的这片土地和浩瀚无边的大江……

南水北调，造福人民，也依靠人民。
于是，我们记住了一生都在青海、湖

北荆门、河南辉县三地不停移民、可谓是
“移民标本”的何兆胜老人，记住了为动员
群众移民搬迁、未能与病床上妻子见最后
一面的鱼关村移民党支部书记王文华，记
住了为移民搬迁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各
级干部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记住了将生命
置之度外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移民干部
马有志、王玉敏、李春英、刘伍州、魏华峰、
范恒雨……

我们还记住了那些焚膏继晷克服种
种艰难困苦，废寝忘食奋战在工地的南水
北调建设者们，每当关键时刻、危急关头，
共产党员总冲在最前面。

碧水荡漾，扬波千里，一泓清水从渠
首“水龙头”出发，途经河南、河北、天津、
北京4省市，联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
大流域，在 1432 公里的长途跋涉奔流中
一路北上，滋润四季……

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
最多、受益范围最广的调水工程，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巍巍丰碑，彪炳史册，而每一
个移民都是一滴水，一粒土，一束光……

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不
管天气如何，也不管人在哪里，很多移民
会从各地赶回来，他们向着浩渺无际的

茫茫江水虔诚揖拜，长时间望着江水回
忆、寻找、确定先前自己家的位置，一遍
遍对着“家”数说这一年来全家的喜事和
收成。然后，到移民丰碑前用粗糙颤抖的
手轻轻摩挲着石碑上自己和家人的名字，
将沾满泪水的脸紧贴于碑上，大家惊喜相
告，谁的名字挨着谁，哪家和哪家是近邻，
末了都感叹：咱们鱼关村的人呐，全都在
这石碑上团聚着哩，谁也不孤单……再然
后，他们就像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
那样，去祭拜那棵先前生长在自己村子
里、后从水库淹没区抢救移植到移民文化
苑的老古树，这片苍然挺立蓊郁葱茏共四
十多个树种的古树，就是他们之前村庄的
坐标……

作为来自南阳的一名基层人大代表，
几年来，我在北京两会上，之所以持续提
交“关于大力弘扬和传承南水北调移民精
神的建议”，就是想把移民的根留下，让移
民记得住乡愁，留住深入骨髓的农耕文化
与乡土记忆，为移民守住一方心灵家园，
让温情的寄寓打开一扇扇心窗，从而深挖
南水北调背后的文化力量，令其成为一种
精神地标，永恒地镌刻在心壁上，流淌在
血脉里。

虽然人搬走了，但他们的根却永远在
这里，留下的一泓“忠诚奉献”的上善之水，
一种“大爱报国”的无私精神，将世代传承，
在时光中愈来愈显出其重要意义……5

hnrbzyfzw@163.com 中原风│102021年8月2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张冬云

□陈东辉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位于河南省新县城关南头白马山
下，绿树成荫，环境清幽。我老家
就在旁边，少时，这里是我玩耍的
乐园，直到有一天，我在革命烈士
纪念堂看见了他的半身戎装照，
照片因年深月久发黄，但难掩他
的英气逼人。照片下边展柜里，
还有他用过的一支锈色深重的驳
壳枪。少年的我，还不能确切理
解“军魂”的涵义，只知道进纪念
堂的人都是英雄。我久久仰望他
的戎装照，生平第一次渴望也能
驰骋沙场，“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长在新中国，成年后成为
铁路职工。尽管不能如愿血战
沙场，但少年憧憬依旧，誓做红
色传人初心不改。风雨兼程奔
波在铁道线上之余，心中从没忘
记对他的景慕。我曾三上甘肃、
四下陕南、九到鄂豫皖，断断续
续追寻他的战斗足迹，由此知道
了他更多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吴焕先。
他出生于上世纪初风雨如晦

的年代，负笈求学时就立志于革命
事业。他参与了鄂豫皖苏区和红
军的创建，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
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重建红二十
五军并率军连续取得胜利，扭转了
苏区被动挨打的局面。由军长改
任军政委后，他率军高举“中国工
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
帜长征。从罗山何家冲出发，十天
后行到方城县独树镇时，朔风呼
啸，雨雪肆虐，队伍饥寒交迫又被
强敌伏击。千钧一发之际，他大刀
一拔，高呼：“站住！决不能退！退
就是死，冲就能胜利。共产党员跟

我冲！”率先冲向敌阵，将士们士气
大增，勇猛扑向敌军，最终转危为
安。

在得知党中央、中央红军北上
消息时，作为鄂豫陕省委代理书
记，他力排众议，做出北出秦岭、西
进甘肃策应的决定。“将偏师变为
先锋”之举，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为党中央把革
命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
件。他被毛主席称赞为“对革命有
大功”“功不可没”。

他倒在了黎明之前——在甘
肃泾川四坡村指挥部队渡汭河时，
他胸部中弹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多年之后的八月，骄阳似火，
我站在汭河边的塬头上，默默看着
黄土坡上静静流淌的小河，想起杜
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
泪满襟”，黯然神伤。

他带出了所向披靡的钢铁
劲旅，这支英雄部队，就是后来在
朝鲜战场上攻占平壤、汉城的 39
军前身。吴焕先被公认为是这支
英雄部队的“军魂”，不只因他多
次在生死关头力挽狂澜，还因他
为我军培养造就了一批杰出军政
人才。他发现并提拔了韩先楚，
为其提供了成长舞台，“旋风将
军”韩先楚一辈子随身携带着他
那张半身戎装照。

几十年过去，党和政府没有忘
记他——2009年，吴焕先被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家乡的
父老乡亲也从未忘记他。在我心
目中，他一直是我最尊崇的英雄。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
先锋。”

吾辈当铭记。5

一个爱读历史、爱写诗、能和绿水青
山对话的有独特个性的楷模，一个成功
开创扬名全国的“栾川模式”的楷模——
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明，在银幕上，会怎
样呈现呢？观众对影片接受度如何？专
家又会怎样阐释？

6月18日，随着故事片《伊水栾山》的
上映，它的主创团队，交出了满意答卷。
从故事发生地重渡沟，到洛阳市各界群
众，大家好评如潮。多位业内专家，针对
影片的叙事视野、人物塑造、叙事方式等
深入分析解读，认为该片的创作走出了一
条新路，提供了更多参考和借鉴意义。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专家宋智勤
认为，影片叙事视野有广度，影片人物塑
造有深度。

故事从 1996 年开始，一直到 2021
年结束，跨越20余年，贯穿其中的是“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值得全
国基层乡村借鉴学习。

影片人物塑造既表现马海明崇高的
精神和理想，也不回避他的个人情感和
现实困难，也呈现了他的委屈、失落、彷
徨等等。对他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驱动有
到位呈现，对他的事业轨迹有合理阐述。

除主人公马海明外，影片中还有生
动的群像展示，包括市县镇多个部门支
持马海明的干部们，这组群像，也体现了
集体的巨大力量。

影片在多个方面都有创新性。
它在类型开拓上有创新。中国文联

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论研究处专家王纯
认为：基层干部的先进性，除了身先士
卒、服务群众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
的前瞻性与开拓性的思维，与类似影片
相比，本片的这一塑造尤为新颖。《当代
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皇甫宜川直言，
本片更像是一部“创业电影”，在扎实丰
富的原型故事之上，通过基层群众观念
转变的“难”，表现乡村“创业”背后体现
的梦想和开拓精神，构成不同于其他模
范人物影片的独特内核与精神实质。

它在人物塑造、情感表达、艺术处理等诸方面有创新。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认为，影

片之所以打动人，核心关键是回归到朴实无华，做到了真实
自然，感人至深。通过精彩的故事，实现了现实真实与艺术
真实的较好结合。

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认为，影片除了人物
的架构和形象之外，在艺术呈现、镜头表达和感情表达上都
非常真挚，后期观众对马海明的缅怀，实现了故事内外的和
谐共振，展示了主人公十足的人格魅力。

在情感表达上，本片不刻意催泪，而是敏锐捕捉到了观
众的情感发泄点，逐步实现情感的层层递进。中国艺术研
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评价，影片中多个类似
感情表达地慢慢积累，最终汇聚成喷薄的力量，形成对观众
强大冲击力。

多方面多维度的创新与突破，使得《伊水栾山》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题材中，“尤为亮眼”。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它有独特性和现代性，它捕捉到了
人物动机的合理性，与其基层干部的身份实现了完美统
一；它温情的叙事手法，通过点滴的情感与细节力量，让
影片的调性更温暖。

马海明的事迹，首先感动了它的主创者。制片人、编剧
刘小逡说，他去重渡沟采访“是怀着怀疑之心而去，流着眼
泪而回的”。马海明的扮演者侯岩松曾对媒体表示，拍摄过
程中数次被马海明的人格魅力感动，“从一个普通党员到一
个演员，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像马海明这样的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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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30年普通读者，抓紧时间读好书
的紧迫感，仍时时袭上心头，值得一读再读
的经典太多，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
一个普通读者，随便哪个门类一头扎进去，
既看不到来时路，也望不见彼岸。更不用
提那些从经典衍生出的读物了。即使只读
最优秀那一级的，也是“一山放出一山拦”，
累积下来令人绝望。《诗经》是要读的，中间
几千年研究《诗经》的 100 多种著作就以

“太专业”为借口不读了罢，但褚斌杰、周振
甫、陈子展老师讲解《诗经》的普及性著作，
不读就有些遗憾。如手头有一套日本江户
时代儒学专家细井徇撰绘的《诗经名物图
解》和中国当代作家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
证》，重回孔子时代的古中原，会更轻松更
亲切。

沿着这个源头走下来，普通读者即使
负筐提篮，也不尽采撷。《论语》《老子》《庄
子》肯定要读，选择好的版本，可以绕过几千
年来以讹传讹的舛错。《左传》《史记》《汉
书》……随便一部就足以耗费你一年的碎片
时间。《全唐诗》四万首，我们要感谢前人，亏

得他们日以继夜地读，帮我们选出了精华，
借着“诗话”“选评”，我们才能对前贤有略为
整体的认知。

我们这个时代号称知识大爆炸，消遣
性读物倾泻而来，拨开云雾亲近经典，殊为
不易。何况，这还没有把英国文学、德国哲
学、美国科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经典著作
算进去。何况，这些说的只是“主流阅读”，
主流之外，还有非主流。作为一个普通读
者，“目光短浅”是难免的，“视野狭窄”是难
免的，气喘吁吁之后，灰心丧气也是在所难
免的。

幸好也就是普通读者，才能毫无功利
地尽享读书之乐，可以以“读得开不开心”
为标准，衡量和评判一本书价值。不必像
语文老师划出好词好句，不必像专业人士
循着一条道路往下走，只需盈盈一握，便可
营造自得其乐的小世界。什么时候读什么
书，对哪个作家报以青眼，全凭自己做主。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老翻译家杨传纬
的文笔，把市面上他翻译的书都买了来。
从《旧书重温忆年华》《夜晚的书斋》《书趣》

《闲话大小事》《教授与疯子》一路读下来，
为他拿捏得刚好的幽默与优雅的文笔倾
倒，也喜欢上了美国作家安妮·法迪曼，她
笔下的读书之乐与藏书之趣，都令我“心有
戚戚焉”。有一阵喜欢上画家的艺术随笔，
把傅抱石、张仃、吴冠中、陈丹青等人的集子
都买回来，闲时细品，想一想相通之理。爱
书人中口口相传的《读库》，我从2006年一
路买下来，一层书架不够放。著作等身的名
家，作品在我的书架上可以盖个豪宅；因一
本书流芳的作家，在我这也不会受到不公正
对待。一边读，一边买，一边藏，日子一边匆
匆流逝。这些年，呼啦啦又多了好多进入公
版领域的书，真像是买不完似的，隔几年，就
有某个出版社又出了一长串丛书或全集，亮
堂堂摆上架。有位老作家曾对我说：“真不
知道我耗尽一生心力收藏的书，百年后孩子
会咋处理。”这牢骚让人醍醐灌顶：自己爱读
书还不够，还得培养下一代爱书。普通读者
如不以身外之物为念，大可潇洒当世。你如
想下一代某年某月某日能抚摸你的手泽，念
及祖辈积攒之功，就得想办法让孩子也爱上

读书，把“独乐”化为“众乐”。
为了让儿子也喜欢上读书，从他三岁

起，我就开始陪着读绘本，到现在绘本名家
作品，也看了一两千册了。

绘本的买买买，都是以“套”为单位，动
辄几十本一套，沉得要死贵得要命，也真
好看——能把深刻的道理或哲理讲得浅
显易懂，故事有趣，画得又好，绘本名家的
内心该多么童真充满喜悦。《小房子》《活
了一百万次的猫》《让路给小鸭子》这些不
愧是老经典；而《黑暗》《眼》这些面世不过
十年的新绘本，也有成为经典的迹象。绘
本读得越多，越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啥东
西不能告诉孩子的，复杂费解的或真实但
并美好的，也都能诚恳地讲给孩子，引导
和帮助孩子，找到一条与世界融洽相处的
美好之路。

与书相伴同行30年，越来越觉得做个
普通读者是幸福的。在阅读中得到纯粹享
受，开阔眼界、增长智慧都像是“买一送一”
的“伴生收获”，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意
思的事吗？5

普通读者
随笔

放歌英雄 我们经常把拧开水管就有水

视作寻常

我们经常把打开手机就有网

看作正常

我们经常把摁下开关就有电

当作平常

我们经常把打开炉灶就有火

作为日常

好像

所有的所有都是天经地义

它们的存在

就像自由呼吸新鲜空气一样

享之不察

它们的存在

就像尽情沐浴灿烂阳光一样

用之不觉 习以为常

或许

我们已经对衣食住行无忧的日子

早已习惯不必记念

或许

我们已对这种酸甜苦辣皆有的日子

早已看淡无须怀念

直至有一天

一场突发暴雨汹涌而至

把这一切都打乱

……

反常的暴雨

让我们更明白了生命的脆弱

人性的光辉灿烂

失常的暴雨

让我们更懂得了失去的锥心痛苦

拥有的美好烂漫

异常的暴雨

让我们更见证了暖心的守望相助

真情的风雨同担

无常的暴雨

让我们更体悟了党和人民的伟力

家国情深的温暖

无常水患

警醒我们未雨绸缪

常怀忧患

人民至上5

□廖华歌

前几天，大姐送给我一盆吊兰，说是刚
栽上不久，此时正好养。虽然我向来不懂
侍弄植物，但是看到花时，还是很快接受了
它，油亮的深绿色叶子，葱葱茏茏，直挺着
身子努力向上蹿，像极了奋进的少年。

最初的几天，我天天看它，浇水翻土。
可没过几天，吊兰没有了先前的虎实劲，叶
子蜷缩起来，像受了委屈。再几天，叶子彻
底耷拉下来，还冒出几片醒目的黄叶。我
向大姐求教，她说应该透透空气，见见太
阳。

我把花盆搬到南面阳台上，喷涌的夏
日阳光像汩汩的生命泉水，注入到蛰伏的
吊兰身上，浸润进枯竭的叶脉里，它的叶子
像被唤醒般舒展起腰身。但刚好几天，它
又萎靡不振了。再问大姐，她说吊兰喜阴，
不能一直晒太阳，于是又端回屋里。反复
几次后，我渐渐失去耐心，索性把它丢在阳
台角落废旧大衣柜旁，不理它了。

等再想起时，已过去了两个多星期。
本以为忘记浇水、晒太阳，吊兰肯定不行
了。谁知再见时，它竟然比当初大了一圈，
油黑的叶子泛着绿莹莹的光，看上去茁壮
了许多。我给大姐打电话，问她怎么回
事？她说养了很长时间的花，很少碰到这
样的事。

我仔细端详起这盆吊兰，忽地看见，它
与大衣柜上一面镜子里的身影交相辉映，
似乎在炫耀着自己的美丽。难道它通过镜
子“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于是忘掉了身处
的囧境，只顾一心一意地生长？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朋友
圈内，有很多人在发各种打卡记录：读书多少天，弹琴多少
小时，练舞多少节课，完成××公里跑步……正是这样一天
一天努力地坚持，一日一日用心地记录，帮助他们一点点忘
掉了周遭的喧嚣，一点点垫高了自己脚下的高度。他们的
这面镜子，名叫专注。

一株花，尚能全心全意在镜子中见证成长。浮躁的世
界，我们很多人都欠自己一面镜子一个专注。5

□何文

照
镜
子
的
花

□邢江燕

□李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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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皆辛苦 黄松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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