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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金秋时节，我开车回家。飞驰在故
乡的田野上，金黄色的水稻随风摇曳，不
远处的收割机在奋力工作。田地里虽然
看不到镰刀挥舞的画面，但过去的岁月
却不由地浮现在眼前。

当年，父母是带着债务成家的。田地
不多，生活很拮据。可要强的父母没有一
丝抱怨，抱着勤劳致富的想法，做起了买卖
大米的小本生意。通常供米需求高峰期是
在春节前，父亲只能在数九寒天里忙着收
购，之后运送到几十公里外的望奎县。每
天凌晨三点，一阵机动车的轰隆声渐行渐
远，那是父母出发的信号；傍晚天色渐渐昏
暗，熟悉的轰隆声由远及近，那是父母归来
的讯息。看着父母操劳的身影，阵阵酸楚
时常刺痛我的心。

卖米的过程每次都由父亲把关。一
天，见父亲忙不过来，我就走过去帮他称
米、封袋。我将游标慢慢定格在100斤的
刻度上，米的重量刚好。我拿起封袋机正
准备封袋，这时父亲走过来，仔细观察了秤
的刻度，又将游标向后移动了两个小刻度，

捧了大约2两米放入袋中。我有些不解：
“您这是为什么呀？分量够了不就行了
吗？有的商贩在卖米时装填95—98斤，却
以100斤的重量卖给顾客。”父亲说：“咱家
卖的米，大伙儿都说好，不仅质量过关，而
且除去袋也能保证足斤足两。买米的人不
仅看米的质量，更看人的信誉。亏心的钱，
咱一分一毫都不能挣。”那一刻，他“丝毫不
差”的做人原则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

父亲卖了6年米，质优价廉、童叟无欺
的经营原则早已名声在外，他善良、淳朴、
坦荡的性格也得到了村民们的称赞。

上世纪90年代的农活基本上要靠人
工来完成。秋收之后，村民们都会相互帮
忙打稻子。每次去别人家帮工，父亲总是
抢着重活累活干。一次，准备收工了，父
亲突然发现打稻机附近有一堆碎稻草，这
时大伙儿都要去吃饭了，他却执意一个人
留下来，把稻草慢慢重筛了一遍，最后足
足筛出了半袋稻子。户主看到后很是感
激，对父亲连竖大拇指。

岁月更迭，不知不觉间，父亲做人做
事“丝毫不差”的原则深深植入我心，成为
我的人生信条。车窗外，田野上流淌着丰
收的喜悦，回忆往昔，我心中也满溢着对
故乡亲人的感恩，我知道，朴实清贫的父
亲早已馈赠给我了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父亲的馈赠
■宫明山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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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最美退伍兵”任振绍，还是文
学牵的线。今年 9月，我到浙江金华永
康采风，当地作协的一位领导带我们去
舟山镇参观当地著名的方岩柿子。他
告诉我们，年轻时他曾在舟山镇政府工
作，这一带都是丘陵，田地少，也无其他
产业。为帮助百姓致富，他深入田间地
头做调研，发现当地的柿子树是一大特
色，气候和土壤都很适宜，可以成为发
展方向。于是率领群众开始大力种植
柿子树，并研发新品种，提高柿子的产
量和质量，终于让柿子树成为了百姓的
“摇钱树”，大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如
今，方岩柿子已闻名四方了。
“方岩柿子是全国最好的柿子，没

有之一。”他骄傲地说。
我们都为他鼓掌。这时，陪同我们

一起参观的年轻姑娘任六一说，我们家
就是种柿子的，去我们家看看吧！同行
的当地作家说，对，她家是种柿子大户，
她父亲是个退伍兵，很能干。我一听
“退伍兵”三个字就动心了，咱当兵的人
呀。于是便和作家葛水平一起去了小
姑娘家。

很远我就看到了路牌：大路任村。
大路任，这村名真是又有趣又气派，不
知是否还有小河任？任六一家名副其
实，就在大路边。房前是山坡，房后是
山洼，但不管是高处还是低处，全是柿
子树。眼下正是秋季，树上挂满了灯笼
一样的柿子，煞是好看。她父亲出来迎
接我们，我一看，高大的块头，黝黑的脸
庞，斑白的两鬓。

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任振绍，退伍
老兵。我习惯性地问，你哪年兵？他说
1976 年的。我又问，那你哪年生？他
说，1958年生。我马上握着他的手说，
咱俩是同年生同年兵呢。他开心地大
笑起来，满脸的褶子里都是阳光。

其实任振绍当兵比我早，他是 1976
年年初的，我是年底的。我说，听你女儿
说你是炮兵？哪个部队？他骄傲地说，
一军一师。跟着又骄傲地说，我参加过
东海一号二号两次重大军事演习。武装
泅渡两千米，徒手赤背一万米。

我比了个大拇指。
他感慨地说，那时候起早贪黑刻苦

训练，胳膊都肿了，吃饭拿不住筷子,但

我不怕，我从小就吃苦，不怕苦。后来
我当了副班长，受到过好多次营团嘉
奖，部队还送我到教导队培训过。可惜
因为一念之差，没能留在部队,但部队
对我的影响很大，受用一辈子。

我问，主要是什么？
他简短有力地说，坚韧不拔！
任振绍很健谈，毕竟是当过兵见过

世面的人。他告诉我，他 1980年退伍回
到家乡。因为是退伍兵，又是党员，军
事素质过硬，纪律作风优良，组织上便
让他担任了民兵教练组长。之后又担
任了大路任村的党支部书记。当书记
一干 6年，期间还读了两年农业函授大
学，他希望能用知识和技术带领乡亲们
致富。为官期间，他清正廉洁，坚持原
则，甚至有些“犟头犟脑”。“我从部队回
来，实在是看不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更不想掺和进去，所以很不适应。”任振
绍苦笑着对我说。他曾有机会当镇长
的，也错过了。

我表示理解。我想这不仅仅是因
为他当过兵，还因为永康是大名鼎鼎的
胡公（胡则）的故乡，他身上也有胡公的
基因。毛主席曾盛赞胡公：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胡公就是个清正廉明的好
官，为世世代代的百姓所敬仰。

任振绍决定放弃仕途去外闯荡，那
是上世纪 90年代初。他来到县城，学着
经商，学着做生意。主要是做教具，课
桌椅子黑板等，但干了十年也没能发大
财。他说，我不适合做官，也不适合经
商。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搞关
系，实在是太累了，比干农活儿还累。

2000 年初，生意落败的任振绍，已
经 40出头了。他反复思量后意识到，自
己最适合干的事业，还是农业，自己最
适应的环境，还是家乡的坡坡岭岭。恰
好那时，当地百姓已开始种植柿子树
了。他决定加入柿子大军，在家乡的山
沟里干一番事业。

这回，任振绍终于找对了路。他从
2002年开始种植柿子，3年后就大见成
效，5年后闻名四方。他家的柿子成了村
里最好的柿子。别人的柿子三四块钱一
个，他的柿子可以卖到 5块钱一个。甚
至，别人的柿子在定价之前，要先看他的
价格，因为东西不如他，价格也不能高过
他，说他是“柿子大王”一点儿不为过。

葛水平故意问他，你们的柿子好，还
是我们山西的柿子好？任振绍狡黠地笑
道：你吃了就知道了。

我们品尝了任振绍的柿子，真的是

又甜又脆，一点儿涩味都没有，而且也
没核儿。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核儿？他
自豪地说，我研究出来的呀。

在我看来，任振绍的柿子好，百分
之五十靠勤劳，还有百分之五十是靠智
慧。任振绍身上除了吃苦耐劳这一优
点外，还有一大优点，即爱学习，爱动脑
子。这个优点，应该是部队培养出来
的。虽然他只有初中文化，但退伍回来
上了两年农业函授，之后又不断学习，
看书，钻研，还上网查资料。

我问，你什么时候学会上网的？他
说，很早哦，还是拨号上网的时候我就
会上网了。不是吹的，我们这里 60岁的
老头会上网的，可能就我一个。

显然，任振绍没有把种柿子当成体
力活，而是当成了技术活。经过他的反
复琢磨、反复试验，总结出了一整套种
植经验。为了有更好的光合作用，他还
有意培育出大叶子的柿子树。去年倒
春寒很严重，许多人家的柿子树都冻坏
了，严重受损，产量下降，但任振绍家的
一点儿没事，照样丰收。

我好奇地问他，你有什么秘诀？他
自豪地说，我有一把神奇的剪刀。我更
加好奇了：剪刀怎么防倒春寒？他说，
我关注天气啊。我估计会有倒春寒，就
用剪刀把早春的花都剪掉。我人为地
推迟了花期，让柿子树过了倒春寒再开
花，这样就一点儿事没有了。他的柿子
一年收获六万斤，依然供不应求。

原来如此。看来动脑子和不动脑
子，真是大不一样。

我夸赞说，你真聪明。他说，不是聪
明，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你不知道我
剪坏了多少树，我一天到晚都在柿子林
里待着，琢磨过去琢磨过来。这也是我
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说，不撞南墙不回头。
对，我就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傻”大兵。任振绍哈哈大笑。
当然，任振绍没有只顾着自己发

财。光是今年，他就办了两期“新型职业
农民技能精品班培训”，政府聘他为讲师，
他把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诀窍，都教给了
乡亲们。不止如此，看到很多乡亲的柿子
长得不好，个头小，不好卖，他还拿出自己
的资金去回收这些柿子，整整五十吨，用
来酿酒。这样，一方面扩大自己的经营范
围，一方面减少乡亲们的损失。

我想起头天晚上，他女儿任六一就
拿了两瓶他家酿制的柿子酒，给采风的
作家们品尝，52度，很厉害。但任振绍

说，这是新产品，还没有打开销路。我的
资金都进去了。毕竟我们只是中级加
工，人家高级加工的，可以从柿子里提取
单宁（一种珍贵药物）。不过不怕，最困
难的时候，我还借钱买农药呢。我肯定
会打开销路的。柿子的营养比很多水果
都丰富，因为它的成熟期长。你想想看，
春天开花，秋天才结果。要半年多的时
间。不像桃子什么的，三月开花六月就
结果了。但柿子里到底富含什么营养，
我还不确定。很希望政府能找人鉴定一
下，有利于我们宣传。任振绍说起柿子
来头头是道。

2016年，任振绍的四十四坑柿子，荣
获了第七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
会金奖。我再次给他点赞：你好厉害。

他由衷地说，还是政府好，一直在
帮我们，扶持我们。只要有成绩就实打
实地奖励。你不知道，光是政府的各种
奖励金，我就得了差不多20万呢。

我仰起头，看他墙上的奖牌。奖牌
跟队伍一样，站成长长的一排：全国基层
科技推广示范基地、浙江省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浙江省林业乡土专家……每一
块都是重量级的。

不过任振绍说，他最喜欢的，还是
今年得到的这块：金华市最美退伍兵。
这是他离开部队 30年后，再一次以军人
身份获得的荣誉。这让他感到由衷地
骄傲和自豪。

其实在任振绍众多的荣誉称号里，
还有个“称号”他没说，是他女儿告诉我
的，即“最孝顺的养儿”，这是乡亲们命名
的。原来任振绍是抱养的孩子，养父母
很爱他，他从小就很孝顺。养父患重病
时，他每天守在床前端屎端尿，一口口喂
饭，晚上就睡在沙发上。村里人说养父
那个病是要传染的。任振绍说，那你们
都别来，我守着他，要传染就传染我一
个。养父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任振绍
把他葬在柿子山上。每每给柿子剪枝打
药或者摘柿子路过坟地时，他就坐一会
儿，跟父亲念叨一阵。

我慨叹不已，原来这个又黑又壮的
汉子，内心竟有这样的柔情。所谓侠骨
柔肠，就是这样的吧。

采访结束，当任振绍听说我在部队
干到退休时，马上站起来说，那你一定
是首长，我要给你敬个礼。我也马上站
起来说，是我应该给你敬礼，你了不起。

于是我们彼此立正，敬礼。
这样的“最美退伍兵”，我真愿意为

他立正，敬礼。

我给最美退伍兵敬礼
■裘山山

闽西，这是一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
殊意义的地方，是一束我党红色历史的闪
光投影。古时候，这里是八闽最西端的州
郡，它囊括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为千百
年来中原庶士“衣冠南渡”的客家之乡。
这里群山高耸、峻岭飞驰、密林深锁、民风
淳朴。毛泽东当年就在这里领导工农红
军闹革命，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并写
下“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著名
诗句，使闽西更加名扬天下。

在一个枫叶染红崇山峻岭的秋天，我
来到闽西，来到我父辈生长的地方。那天
金风习习，天湛蓝得像一块绸布飘扬在青
山碧水之间。我们从南靖云水谣驱车而
行，一路重峦叠嶂，竹海浩瀚，涛声荡漾，
放眼望去，皆为胜景。有时还可依稀看到
山路下的土楼，如同古老的铜鼓，在金色
的夕阳下，奏响客家人热情的迎宾曲。

夜幕还未降临，我们就回到了我父
亲的出生地，永定湖坑镇奥杳楼下革命
基点村，这是我近 60年第一次回到祖籍
地，特别高兴。只见这里古树参天，秋花
遍野，一幢幢农舍红砖绿瓦，都是改革开
放后盖的新楼房。我疑惑地问：“我们家
的土楼呢？”二哥海洲告诉我，我们家的
土楼早在 1928年“永定暴动”时，就被国
民党张贞的部队炸掉了。我深感惋惜，
二哥说，土楼的废墟还在，现在天黑了，
明天带你去看。

晚宴，左邻右舍听说我回来寻根了，
都非常热情，端来了许多具有客家风味
的酒菜来招待我们，特别是那野猪肉炖
干冬笋，味道鲜美，令人叫绝。已经 95
岁高龄的原村党支部书记，当年曾经与
我父亲一起闹革命的李树根大伯（原名
李杵美）拿来了他家酿的客家米酒，一定
要我喝上几杯。老人虽已耄耋之年，但
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颌下的白胡须随着
他的话音轻轻抖动着。见我不胜酒量，
他不高兴地说，你就没有当年你父亲的
爽劲。那时你父亲喝酒多爽啊，一手拿
着大刀，站在椅子上，一手端着酒杯一饮
而尽。我说，大伯，我真的不会喝酒，您
还是跟我讲讲我父亲和您参加革命的故
事吧。老人豪爽，又端起一杯酒，捋了一
下胡须，笑着对我讲起了那段历史。
“八七”会议后，34岁的毛泽东第一

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
思想，接着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爆发。八闽大地也惊雷四起，“后田暴动”
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李
大伯和我父亲李坪美就是在那个时候参
加了由张鼎丞发动的“永定暴动”。张鼎
丞在金谷寺成立了工农红军营，他们俩听
说后瞒着家人悄悄跑去了。当年只有16
岁的他们一边习武练拳，准备杀敌；一边
参与反抗捐税、为广大贫苦农民破仓分
粮、焚烧田契、债券。随着革命队伍的扩
大，在农会中又组建了农民武装“铁血
团”，后改为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如火
如荼的革命斗争，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恐
慌，漳州军阀张贞急派一个支队进驻永
定，成立了所谓“清匪委员会”，一时间永
定上空乌云密布，浓烟滚滚。这些反动军
队一到永定，就对革命据点和农会进行疯
狂、残酷的扫荡。一个姓高的团副说，宁
可误杀一个群众，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
并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农民
若16岁以上，没办良民证，则被认为是共
产党，就要被杀。

李大伯讲到这里，有些沉重，他喝了
一口酒，接着说，那时我们也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在斗角革命基点自然村打了
一次胜仗。当时我们在刘永生、魏金水
的率领下，攻打国民党张贞的部队，国民
党团长李长流当场被我们击毙，还缴获
了步枪9支。

远在漳州的国民党军阀张贞听说他
的部队被我军击败后，非常恼怒，亲自到
湖坑片进行了大规模围剿和炮轰，你们
家的土楼就是被国民党火炮摧毁的。李
大伯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过去父亲给
我讲的一个故事。父亲说，那时候国民
党军把整个土楼围得水泄不通，为了保
存实力，上级决定利用夜晚出击突围。
等夜幕降临，每人发一条白色毛巾，绑在
左臂上，突围时若遇上人，就用手摸摸对
方左臂是否绑着毛巾，如果没有，那就是
敌人，就用刺刀杀了对方。我问李大伯，
有这回事吗？大伯说，对，那时我和你父
亲就是这样逃出土楼的。他又叹了口气
说：“我们逃出以后，国民党仍然穷追不
舍，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你父亲后来就
改为黄姓，你也跟着姓黄了。”故事讲完，
我和李大伯都沉浸在那段血与火的记忆
中，久久没有说话。

为了追念那场战争，追念我家的土
楼，第二天清晨，我便与二哥海洲、堂弟李
林发、李健明等人来到了土楼的原址。我
家土楼坐落在斗角山脚下，只见残垣断壁
掩映在茅草和杂树丛中，路口有几株挺拔
的槿木，枝繁叶茂，清风拂过，沙沙作响。
我手扶槿木，感慨万端，当年血与火、正义
与邪恶的较量，它们都是见证者。

告别这座父辈们曾浴血奋战的土楼
废墟，我突然发现在这群山之巅，一轮光
芒四射的朝阳正喷薄而升，霞光万丈，把
整个故乡涂染得金光闪闪。随后，我们
驱车前往古田会议纪念馆，那里是我党
我军的一块具有与遵义、延安、西柏坡等
同样闪耀着红色基因的革命圣地。古田
会议决议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党我
军前进的方向，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座
巍峨耸立的丰碑！

一路上，望着沿途一座座美丽的新
农村，我在为闽西红色记忆而骄傲，也为
我的父辈们能用青春热血为闽西的红色
历史点染一抹炽热的色彩而自豪。这种
骄傲和自豪已被如今的闽西人化作振兴
乡村、建设家园的无尽动力，在新时代的
阳光下闪烁出金色的光芒！

古
田
纪
行

■
黄
港
洲

每当我站在五星红旗下

心里就有说不完的话

走近雄伟的天安门

我就回到了温暖的家

走海角，走天涯

祖国永远是我家

看一眼国旗蓝天上飘

就像孩子见到了妈

听一回国歌在耳边响

激动得两眼流泪花

感恩祖国我的家

养育五十六枝花

胸怀千秋伟业

你让天地换新颜

肩挑春秋冬夏

你让江山美如画

七十年冰霜雨雪、风吹浪打

七十年披荆斩棘、横刀立马

你跨过了多少沟和坎

你跃过了多少坑和洼

你踏过了多少涛和浪

你走过了多少川和峡

我的新中国啊

崛起的步伐坚如铁

艰难困苦脚下踩

关山万里从头跃

复兴路上再出发

啊——

山河洒阳光 大地铺彩霞

祖国啊，祖国

我永远依恋的家

地老天荒心不改

愿你明天更繁荣

愿你未来更强大

祖国永远是我家
■王玉祥

假如把人民放在心上

奋斗者就渴望壮大

或是像那成熟饱满的谷粒

甘于报答那所有的汗水

把人民放在心上

生命就像点亮的火炬

或是茫茫大海长明的灯塔

让每个家园没有寒夜

孩子们不迷失，年轻人不彷徨，

你若开颜，我心如花

把人民放在心上

先锋们就有了无上的信仰

君子谦谦，傲骨风霜

不计得失，甘于奉献

愿留清名百姓间

把人民放在心上
■潘慧君

清晨，太阳从草原上升起。迎着风
沙，我们奔跑，不懈地奔跑。梦的种子

在阳光下发芽，青春的热血奔涌成河
流，染绿我们脚下的草原。

顶着骄阳，踏着热浪，我们向
着梦想进发，不曾屈服的意志支持
着前行的身影，冲锋的呐喊点燃心
底的激情。

升腾着热气的草原，是我们梦中渴
望的战场；那一束束刺痛皮肤的阳光，
把青春打磨出最耀眼的光芒。

青春的光芒
■崔嘉玮 薛 磊

太行人家（中国画） 周苏英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