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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之歌

□曲令敏

4月的一天，去鲁山土门办事处所属的焦山
村看连翘花。

车过娄子河，就拱进了绿毛兽一样滚滚而
来的浅山茂林之中。正是叶嫩花初的时节，满
眼树木被大风刮弯，阳光洒下来，树影晃荡着白
莲花样的光斑，清脆的鸟叫声一路相伴，不由心
情大好。

那天是连翘花节，人们集中在焦山村上马
槽新村广场，讲话，唱歌，朗诵诗，我看见一棵活
了近千年的黄楝树上挂满了红灯笼。大树在风
中使劲地摇动，不知道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人类
的打扰，我心里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不开发
旅游，再好的山水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也不过
是山水。

一场大风大雨过后，浅山的连翘花已经凋
零。遍寻不见，不由有点失望，村民指着远处的
焦赞山说那里的连翘开得正盛。几个人绕过后
地自然村，经茅草场、上坪，一路上行，前去焦赞
山看花。村子小，人不多，鸡鸭牛羊都齐全，可
亲的人间烟火让人心生欢喜。有人将村前嫩芽
初吐的花椒错认成连翘，说要拍了上新闻，引起
一片善意的笑声。

从高处看，溪谷里的村落古朴安闲，起脊的
黛瓦小院被绿树掩映，水中鲤鱼一样活泛。有
女子在自家门前摘榆钱儿，问起来，她说山里不
缺菜，都是绿色的。除了榆钱、槐花，坡上的木
兰芽、丑娘叶、檀木芽、山荆芽，采下来焯焯就是
很好吃的美味。村前村后的菜园里，葱、蒜、韭

菜、菠菜、芹菜长得旺旺的，有几家的园子边上
还种有草莓，已经开花了。

翻过百石崖下到西沟，一路上遇到的是高
低错落的石岈子，按照山里人的说法，它们长得
很俊，百石崖的名号便由此而来。过沟就到了
焦赞山脚下，上山的路是一条山水冲出来的沟
壑，人称通天壕。沟中溪水流淌，时明时灭，在
大大小小的黑石头间蹦跳。沟壑边、山坡上，成
大片的连翘花果然黄得亮眼，花香被风扬起，淡
淡的扑人鼻息。

焦赞山，相传宋朝猛将焦赞曾在山上落草
为王，和望向东北去的吊桥岈、水帘洞山、拧
扯山、七郎庙山，还有虎盘河上游的孟良寨山
一起，留下了杨六郎招安焦、孟二将的多种传
说，与王莽撵刘秀的传说相呼应，给这片山野
留下逝水洗不去的名号。人在山间走，心思
被扯得很远。也许只有人类才会在柴米油盐
之外，将民间野史和神话传说铺展得遍地都
是，借此把烦琐的日常稀释打散，开裂出深情
款款的诗与思的花瓣，滋润并拓展了转瞬即逝
的生命。

焦赞山的石岈子一垛比一垛好看。山半坡
有石柱竖起十多米高，人称望乡台。与之相伴
的一棵豹榆树，直径约 70米，青蒙蒙洒下好大
一片绿荫。周边还有几棵秀气的千金榆，形成
一个榆树家族。一路上来，我们已经遇到过三
四棵大豹榆树，守山将士一样，在空阔的蓝天下

“玉树临风”，枝叶簌簌如流。
过石柱上行不远，又有传说中焦赞夫人的

梳妆台。登上梳妆台，山风漱人，视野开阔，只

见四外层山奔涌，汝阳、宝丰、鲁山三座县城都
在望中。

过梳妆台上去百多米，就是海拔 1289米、
人称三脚架的焦赞山峰顶了。山上树木茂密，
反倒没有梳妆台视线好。焦赞山北去，是汝阳
县的焦沟，南来，是中原大佛所在的赵村镇，透
过林木缝隙，十八垛历历在目。

听村支书杨常生说，焦山行政村共有25个
自然村，1346口人，土地1500多亩。庄稼主要
是小麦、玉米、红薯、花生。300多亩油菜花盛开
的时候非常好看。樱桃沟、木兰树、下马槽、草
帽岭、栗柞坪、灯台弯、门扇沟、上竹园、下竹园，
这些灵动着山形水态、充盈着草木气息的村名，
听听就让人神清气爽。

其实也不必刻意，随便拣个山沟走进去，
就能与野性的水石和家养的果木迎面相逢。
看它们被风鼓荡，听它们喁喁私语，山鸡飞
过，蜂蝶绕膝，是一种纯粹的快乐，不杂他物
的美好。抬头望，深呼吸，和山风、山林、石
岈、沟水一起，有歌放声唱，有泪尽情流……
哪怕只有一天半日，与山野万类相呼吸，人或
多或少都会领悟到身为大地生灵的敞亮、自
在与尊贵。3

□蒿会玲

清明节，我们赶往安徽省淮北市，去
祭奠一位长辈，一位烈士。

他叫黄太溪，是我的姥爷。
在雨雾中行驶四个小时，便到了淮北

市烈山区革命烈士陵园，姥爷安眠在那
里。

妈妈对姥爷没有任何记忆，她的父亲
牺牲时她刚刚出生40天。我对姥爷的了
解，主要来自姥姥、舅舅的讲述和一些史
料记载。姥爷1915年出生在宿县一个叫
黄湾子的村子。姥爷少时读书，长大后在
学堂教书。教书期间他接触了先进文化
和革命思想，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翻阅资料得知，1938年宿县沦陷后，
姥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1939年，他转
入地下工作。曾听姥姥讲，由于知道自
己随时可能暴露身份，姥爷便把他的儿
子——我的舅舅送到了抗日根据地“第
三国民小学”也就是后来的“雪枫小学”去
读书。

当下有许多反映地下情报工作的影
视剧受到热捧，里面惊心动魄的故事让观
众揪心。我想，姥爷这个“卧底”虽然不一
定有影视剧中那般曲折离奇的故事，但一
定也面临着很多艰难和危险。

青松翠柏，雨丝飘落，庄严肃穆的烈
士陵园陆续有吊唁的人们前来。姥爷的
墓碑静立在道路左侧，“黄太溪烈士之墓”
几个字刻印在黑色的花岗石墓碑上，一颗
红星下是姥爷的生平简介：安徽省淮北市
烈山区古饶镇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活跃在津浦
路西，1943年 9月在洪泽湖畔抗大学习，
翌年任宿东县敌工科长，1948年初任中
共宿怀县委敌工部部长，协助成立了蚌埠
工委，兼任副书记，同年 9月带领区队武
装至龙亢活动，被国民党包围，组织突围
时不幸牺牲。

墓碑上没有照片，依稀还记得姥爷那
张穿长衫戴礼帽的相片，他身材高大，略
胖，书卷气中透着豪放。听姥姥说，姥爷

性格豪爽，讲义气，乐助人，参加革命后，
常常带一些同志回家，商议事情。姥爷还
自作主张卖掉不少家里的土地支持革命，
惹得他父亲气急败坏，有一次拿着棍子揍
他，大骂他“败家子”。

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姥爷“潜伏”时
所在的淮北市，国民党、日伪势力和共产
党都在活动，当时表面为日伪工作的姥爷
按照组织要求，带领伪军截获了国民党的
一批布匹。他将这批布匹送到我党手中，
为缺衣少穿的新四军四师提供补给，自己
也因此暴露。好在他足够机警，最终逃出
了险地。

在亲人的讲述中，姥爷也有不光彩的
地方，他曾抽大烟。后来，组织上派姥爷
到抗大学习，为了戒掉烟瘾，他让家人把
自己绑到床脚上，挣扎七天七夜，硬是戒
掉了。

姥爷牺牲时只有 33岁，他没有能看
到一年后成立的新中国。当时我的舅舅
14岁，姨妈 5岁，妈妈刚刚出生。那样的
革命斗争环境中，姥爷和家人聚少离多，
牺牲前根本没有机会和姥姥见面。姥爷
什么也没有留下，资料上也没有具体记
载，当时他是遭遇了怎样的一仗，战斗是
何等的激烈，不太清楚。但我想，一个从
旧式家庭走出来的热血青年，一个怀揣革
命理想的共产党人，一定对脚下的土地十
分依恋和不舍，一定对妻子儿女饱含着深
情，也一定对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
业充满了信仰与自豪。

姥姥是一名普通而伟大的中国妇女，
在艰苦的岁月里，在对姥爷无尽的思念
中，她给婆家老人养老送终，她抚育三个
孩子长大成人，并且以达观的心态和健康
的生活方式活到了93岁。

还记得姥姥曾深情地说：“一代代年
轻人都成长起来了，你姥爷要是能看到该
有多好！”她又说，“天下太平了，不光咱家
好了，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你姥爷
在九泉之下也该欣慰了。”

献上洁白的鲜花，我们深深地鞠躬，
一行人在姥爷的墓碑前无语凝思。

那天，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3

□王兴舟

迎春花

最先得到春消息，她细细碎碎地绽放，
缀满那些干枯的枝头，像是太阳散落下来
的光影，迸放出点点滴滴的灿烂。

初春的风还有点寒，但雨却在缠绵，斜
雨疏挂，像蜘蛛的网，开始透亮起来。春雨
后，迎春花拉上连翘、蒲公英欢快地疯跑，
到处奔走相告着春的消息，满山遍野顿时
变得灿亮。

白玉兰
还是昨夜碎梦里的那场雪事吗？一树

一树正繁花恣肆，缀满了树冠，盈润饱满。
雨中，风里，霓裳飘逸，那份圣洁和孤

傲，那种静气和雍然，不着一丝烟尘气，
即使开在寻常巷陌，也是亭亭玉立，素白
优雅。

杏 花
矜持着，把心思凝结在枝头。一旦绽

放，便是那样热烈奔放。那抹粉，在光影里
颤抖，花朵是透明的，是写给春天的小诗，
轻轻浅浅的，蕴含着少女般的心事。

云中谁寄锦书来？我用手接住这片
片羽毛，轻轻抚摸，不知是否能解得其中
的滋味。

油 菜 花

清明，家乡的山野被油菜花渲染成片
片金黄。蜂蝶翩飞着，做一场热烈的梦。
春潮已经激荡，牟珠河的鲫鱼也洄游产卵，
蝌蚪成了春天的标点。

游子们带着乡愁归来，大地上隐约而现
的几通墓碑，传来几串清脆的爆竹声……

桃 花

毫不掩饰地张扬，若霞若电地闪耀，展
示着那份娇艳，从此，春的热闹便淹没在桃
红的色彩之中。

灼灼的眼神，以生命的名义凸现了自
己的本真。

蒲 公 英

纤微的黄花遍布了山野，当视力聚焦在
令人心跳的一朵小花时，整个山坡便被特写
下来。

在大地和时间的夹缝里，我居然也听
懂了那些小黄花的语言。春雨过后，她们
簇拥在一起，把苍苍莽莽的大地，都画成了
稚朴可爱的儿童画。很快，一朵朵小伞就
要携带着传说漫天飞了。3

□李青松

春光打了个哈欠，构便陡然睁大了眼睛，生
出故事了——前几天还是寂寥的光杆儿，今天
却是满身的绿了。是呀，一定是憋了一冬天的
劲儿，都在这个早晨使出来了——叶子长得比
草芽芽还猛呢。

构者，木也。另解，以木勾连组合之。
作为树，构既是乔木，也是灌木。构树的名

字可真是不少，有的地方称作“皮树”，有的地方
唤作“枸树”“麻叶树”“沙纸树”。然而，不论叫
什么，它的名字虽然不无高雅的成分，但更多散
发着的是一股暄腾的泥土气息。

我的故乡东北那嘎过于寒冷，没有构树。
但在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北、西南等广大
地区，都有分布。红红的构树果有点像杨梅。
秋天，熟透的构树果，风一吹，满地滚。常引来
喜鹊啄食。我居住的小区，也有构树。园艺师
傅告诉我，构树不用种，喜鹊和鸟雀在啄食熟透
的果子的同时，就把种子播下了。是啊，难怪南
方一些寺庙里的塔上也有构树生长呢。

一棵构树就是一台空气净化器。它抗污染能
力强，能吸收有毒气体，鲜有病虫害发生。构树是
治理矿区，治理雾霾，治理有害环境的好树种。

李时珍《本草纲目》里所载的楮，即是构
木。构树的果实及树根皆可入药。补肾利尿，
强筋健骨。叶子捣成糊糊，涂在难以启齿的患
处，还能治痔疮和牛皮癣。

据说，构树专家沈世华先生繁育出了一种
杂交构树，生命力旺得很。像种韭菜一样种构
树，一年能割三四茬。平茬后的构树疯长，一个
月能长一米多高。割下的构树及其叶子加工成
猪饲料，猪极喜欢吃。吃构树饲料养大的猪，被

唤作“构香猪”。吃过的人说，肉质不同于普通
的猪肉。肉紧实，有肉味，格外香。

构树的蛋白质含量高，适合做饲料，可与紫
花苜蓿媲美。除了猪嗜吃，牛羊马驴鸡鸭鹅也
喜欢食之。有人用这种饲料去喂水塘里的鱼虾
鳖蟹，想不到的是，它们也喜欢得不得了。一投
食，水面沸腾，争之蹦之跳之，水花四溅。

构树把自然法则和经济法则叠加在一起。
构树适生性强，田头地边、塘畔渠沿、荒山荒地、
矿区废地都可以种，根本不必占用耕地农田。种
构树，发展构树饲料养殖业，是贫困地区精准扶
贫的好项目呀。乡村振兴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逻辑。因之构树，农人粒粒饱满的日子里有了更
多的底气和自信，也有了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构树皮的价值被认识较早，远古时的人就
用来结绳了。构树皮富含纤维，柔韧性强，至今
渔船上或者工地上用的缆绳，也多半是用它做
的。怎么拽，怎么拉，怎么折腾，也不断。拖船，
拖网，拖器具，拖辎重，结实得很。

构树皮还是造纸的好原料。史料记载，当
年，蔡伦造纸的原料就是构树皮。一般农历二
月至三月间，是采集构树皮的最佳时间。错过
这个时间，构树皮的品质就差了，就打折扣了。

民间作坊里，造一张纸，从采料到揭纸，共
有七十二道工序。工艺极其讲究。构皮纸呈乳
色，亮度柔和，性格内敛，脾气稳健。云南腾冲
一带的山民称其为“腾纸”。翻过几座山岭，到
了叙永那边，就被称作“精纸”了。旧时，乡间中
药铺包中草药用的包装纸，就是构皮纸；杂货店
包烟草、包糕点用的包装纸，也是构皮纸。此纸
一则无异味，不会使包装的东西“串味”；二则经
久耐磨，轻易不破裂。别的纸做包装纸行不
行？也行。不过，别的纸韧性差一些，或者太

软，或者太脆，或者太楞，容易破裂，容易损毁被
包着的东西。想想看，一包很讲究的美物，咔哧
一声，包装纸破裂了，就会弄出难堪，生出烦恼
了。构皮纸则不，构皮纸做包装纸带给人的皆
为愉悦。

此纸，还是匠人扎灯笼、扎龙灯的首选。也
可制作鞭炮、“二踢脚”“冲天雷”，制作导火索和
灯芯。当然，也是制作油纸伞必不可少的好材
料。毛泽东去安源带的那把油纸伞，还有戴望
舒诗里结着愁怨的姑娘撑着的那把油纸伞，该
都是构皮纸涂桐油做成的吧。

早年间，陕北人把构皮纸称作“皮纸”。延
安枣园窑洞里的小炕桌上，至今还放着一本发
黄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据说，当时
印制此书的纸就是“皮纸”，即构皮纸。

构树实在是有故事的树——洛阳纸贵——
广告词古人早就为我们写好了。构树跟“洛阳
纸贵”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年前，一位叫左思的
洛阳才子苦熬十年写出了名篇《三都赋》（魏都
赋、蜀都赋、吴都赋），开始没人理睬，后来他的
朋友找了个名人作序推荐后，轰动了洛阳城，人
们争相传抄。传抄得用纸啊，一时间洛阳的“皮
纸”价格嗖嗖往上涨，一刀纸由一千文，涨到一
刀两千文三千文。——“洛阳纸贵”的成语就是
这么来的。

据说，币纸的主要材料是构树皮木浆和短
棉绒，其他添加材料应该也有一些吧。其他材
料是什么材料？别问我，问我我也说不清。

恐怕人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币纸光洁、坚
韧、耐折，挺度好，抗腐蚀，不易损坏。用手抖一
抖，会发出一种令人兴奋的脆响。

——这是构皮的成分在里面暗暗发力
呢。1

□孔祥敬

在《诗经》里

你是大善大美的意象

在《论语》里

你是大仁大爱的阳光

在《史记》里

你是大恩大德的榜样

见义勇为

从金木水火土风雨雷电霜的大自然走来

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大风尚走来

从唐诗宋词的大典章中走来

沿着人类五千年文明长廊

留下了多少先贤达人勇往直前的足迹

写下了多少英雄楷模不屈不挠的华章

踏着血色黄昏

追寻正道沧桑

当天灾人祸降临的瞬间

你以何等的胆量与穷凶极恶的危急对抗

那大义凛然的形象放射出神圣之光

谁能想象

当凶神恶煞出现的瞬间

你以何等的勇敢与面目狰狞的邪恶较量

那义无反顾的身影笑迎刀枪蔑视死亡

就在这个瞬间

就在这千分之一秒的瞬间

划分着正义与邪恶

考验着勇士与懦夫

记录着耻辱与荣光

今天，我们在这美丽的春天

为见义勇为者献花

因为，你们除恶扬善的满腔热血

温暖了中国的胸膛

今天，我们在这荣誉的殿堂

为见义勇为者敬礼

因为，你们除暴安民的崇高精神

正激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让我们为见义勇为者献花敬礼鼓掌

朗诵我们赞美英雄的诗章

荷塘
荷塘月色

多么静

静得只有蛙鸣

连风也停止走动

你抱紧吃奶的儿子

和战友一起

藏在这里

敌人凶残的枪口

张开狰狞的眼睛

围剿搜索

近了

越来越近了

三十米

二十米

十米……

空气凝固

蛙鸣早已停止

只有

心

在跳动

你紧紧用手捂住孩子的

口

一秒钟

一分钟

一刻钟……

敌人终于走远

孩子却永远熟睡你的怀里3

（外一首）

淮北纪念

木之极致

春花六韵 诗意情怀

和焦赞山在一起的时辰 我的美丽乡村

玉兰 潘天寿/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