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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为争

取主动，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开

始战略转移，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

会师于甘孜，随后与红32军合编为红

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至8月上旬，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

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包

座地区。本文再现了过草地途中的一

个夜晚，作者朱家胜和几名红军战士在

艰难行走中看到不远处闪亮着一簇簇

篝火，瞬间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向那

片篝火奔去。在飘动的篝火旁，一位红

军首长正在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这让绝

望中的红军战士看到了希望，坚定了走

下去的信心。从此，面对饥饿、疾病、寒

冷和疲劳等艰难困苦，朱家胜和战友们

在远方篝火的鼓舞下，怀着远大理想和

革命信念坚定地向光明迈进。

夜幕已经落上广阔无边的草地，远
山、矮树林、苇子滩，什么都影影绰绰地
看不大清了。疏落的星星，显得那么遥
远。夜风呼呼地吹着，远处不时地传来
凄厉的狼叫声。

这是我们快到阿坝前四天的一个
夜里。我们几个人，因为脚被草鞋磨
破，又受污水的腐蚀，已经发炎溃烂，加
上肚子里装的野菜早已消化，都四肢无
力，所以落在了大队后边，彼此搀扶着、
鼓励着往前走。

我们艰难地爬上了一个小土包，看
到不远的低处，篝火簇簇，好像夜市一
般。篝火现出红色，上头是摇动的透亮
的火焰，再上去，变成了蓝色，终于和夜
色相融。骤然间大家像吃了一顿饱饭，
感到浑身有劲，所有的疲劳也完全消失
了。起先我们还搀扶着走，现在像变成
了健康的人，都矫健地向篝火走去。
“啊呀！到了，到了。这就是咱们

的部队！”同志们兴奋地说。
“你们猜，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我

问其他的同志。
一个拄着半截木棍的同志，郑重其

事地回答说：
“他们吗？他们现在已经吃饱了

饭，去睡大觉了。他们还给我们留了两
大桶饭，怕凉了，正煨在篝火旁边。我
们一到，端起来就可以吃了。”

明明知道这是一种美妙的幻想，但
我们都感到好像那里真有两大桶大米
饭，还冒着一缕缕热气，散发着喷香喷
香的气味……

我们走到一堆篝火旁。这堆篝火
特别大，柴草被烧得“噼啪噼啪”响，火
苗像绸子似的凌空飘动，火星子被烈焰

送到很高的夜空。
篝火四周密密麻麻地围满了人，有

的坐着，有的斜歪着，有的彼此靠着，有
的把头放在别人的胳臂、腿上。他们是
那样地肃静，几乎是屏住呼吸，在听一
个湖南口音的人讲故事。
“……曾国藩那个老汉奸，亲自带

了几十万湘军，想攻破南京，消灭太平
天国。这时候太平天国一位杰出的将
领李秀成，带了几万人马，在南京附近
和敌军大战四十余天。但由于敌人包
围了南京，南京供应断绝，李秀成终于
不能支持。敌人一直打到雨花台，南京
危险极了……”

我绕过几个同志，借着篝火，看到
那个讲故事的人正盘腿坐在一小块牛
皮上。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青布衣服，手
里拿着八角帽；脸消瘦，下巴满是胡子；
头发很长，像堆野草。我慢慢蹲下，用
胳臂肘捣了一下旁边的一个同志：
“这是谁？”
那个同志瞪瞪我：“首长呗。”
我再没有说话，静听首长继续讲：
“敌人把南京包围得水泄不通。洪

秀全也死了。南京城里粮食越来越少。
不管怎样困难，李秀成还是带着队伍誓
死抵抗。他们把能吃的树皮草根都吃光
了，最后不得不烧牛皮充饥。后来南京
被敌人攻开，李秀成被曾国藩杀了。”

有个同志带着嘶哑的声音问道：
“那不是完了吗？”

“没有！”讲故事的人提高嗓门说，
“人民是永远记着太平军的。太平天国
的革命种子撒遍大江南北，不断在广大
人民群众中间生长起新的革命力量，与
统治阶级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们不
会完的，我们不就是继续他们未完成的
事业吗？不过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
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革命不会失
败，一定成功。只要我们渡过这一关，
出了草地，我们的境况就会根本改变！”

篝火烧得更旺，像要把夜幕烧掉，
让黑夜变成白天。

围着篝火的人，本来都好多天没有
吃到正经东西，脸都变成黑绿色；再加
上天天行军，很疲劳。但现在，情景完
全不同了。同志们是那样精神百倍，每
个人的脸上，迎着篝火看去，都红扑扑
地放射着光辉。而我呢？什么都忘
了。饥饿呀，疲劳呀，好像从来没有折
磨过我似的。

我心里老是放不下：讲故事的这个
人是谁呀？我又问我旁边的那个同志，
他却反问了我一句：“你看他是谁呀？”

谁呢？按口音，按那瘦削的圆脸
盘，按那胡子，莫非是我们的“弼时胡
子”（我们对任弼时同志的亲切称呼）？
按那身材，却又像关向应同志……后来
我干脆不猜他。我猜他干啥呀！反正
他是我们二方面军的一位首长，是我们
中间的一个。

这天夜里，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
就梦见穿着战袍的李秀成，在一堆熊熊

的篝火旁，和士兵们烧牛皮充饥，那牛
皮烧得焦黄焦黄的，看来怪好哩！

一个火星子落在我的脚上，猛一
烧，我醒过来了。我看到有很多同志都
还没有睡，有的聚精会神正在缸子里煮
着什么，有的用柴棍子在火堆里拨拉着
什么。我爬向他们，还没有看见是啥，
就闻到一股烂牛皮味道。

那个用柴棍子拨拉火的人，大概听
到我的声音了，回过头，笑着说：
“是你呀，朱书记。我在烧牛皮

哩！你刚才睡着了，我没有叫你，准备
烧熟了再叫你起来吃。”
“我的破鞋也是生牛皮的，也可以

烧着吃呀！”
“别忙！你的留下以后再吃吧！”
牛皮烧得“咝咝”响着，鼓起无数米

粒那样的油泡泡。牛油掉在火里，火更
旺了，火焰更浓了。

牛皮烧好了，那个同志分给我二指
宽、二寸来长的一截。我放在手心里仔
细一看，的确焦黄焦黄的。我先用牙咬
下一小点，放在口里，像油炸糕似的，一
点也不难吃。

两天过后，我的脚烂得更厉害了，
一拐一拐地简直没法走。很多同志也
和我一样，因为饥饿和疾病，掉队的越
来越多。但是大家一想起那天夜里首
长讲的太平天国的故事，劲头就来了。

奇怪，这天夜里的情景，和前天夜
里的情景一模一样，又是那样黑的夜。
星星在远空眨着眼睛，夜风呼呼地吹
着，远处，狼在凄厉地叫着。

走着走着，忽然前边又出现一片篝
火，仍和前天晚上在那土包上看到的一
样：篝火是红色的，上头是飘动的透亮
的火焰，再上去，变成了蓝色，终于和夜
色相融，消失在夜色里了……
“同志们，首长又在篝火旁讲故事

呢，我们加油走！”不知是谁大着嗓门说
了这句话。

我接着说：“快啊！迟了故事就讲
完了。”

我们又忘了饥饿，忘了疾病，一脚
高一脚低地向那片篝火奔去。

朱家胜 出生于 1914年，江西莲

花人。文中身份为红6军团模范师政

治部技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

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顾问。1961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2007年逝世。

飘动的篝火
■朱家胜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大舟山阵地
吗？”王文纪久违的声音有些沙哑。他
皱纹密布的眼窝里，闪烁着饱满晶莹
的骄傲和自豪，如一束永不熄灭的追
光，把他和战友们在莱芜大舟山那段
激情似火、纯洁如兰的青春岁月，一帧
一帧地缓缓推出，清晰如昨地映现在
我的眼前……

初见王文纪，是在一个深秋。彼时，
我刚从西北边防调到东海之滨，第一次
下部队采访，很兴奋也有些紧张，生怕完
成不好任务。

几位采访对象中，王文纪是最令我
难忘的一位。

他个儿不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
镜。辽宁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他被特招
入伍，获得过空军“优秀科技工作者”“优
秀业务工作者”和 20多项军队科技成果
奖，是他所在部队和他所从事国防业务
工作领域的著名专家。

可一听说要采访他，王文纪一脸真
诚与羞涩地连连摆手说：“不值一提，不
值一提啊！”
“以身许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啊。”我使出浑身解
数，想挖掘出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大学
生，一辈子扎根艰苦一线岗位，不计名
利、无畏生死地为国奉献的动因。

王文纪却说，那时不觉得有多苦。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他也不觉得当时吃
了多大苦，反倒十分怀念那 20 多年的
“山顶洞人”时光。

“也许是老了，现在是越来越想回
莱芜，回大舟山老阵地去看一看、走一
走了……”王文纪深情、自豪的目光里，
充满了无限的眷恋和渴望。

我的心头亦盈满了沉沉的感动和向
往，对他所说的话也就听得格外用心，记
得格外真切。

那时王文纪刚过知天命之年，回忆
起初到莱芜、初上大舟山阵地的情况，
思绪清晰流畅如泉涌，浑身洋溢着暖暖
春阳一样的活力和激情。我瞬间就被
他带到了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大舟山
阵地……

我仿佛听到看到了刚刚穿上军装的
王文纪，正与同批特招入伍的大学同窗
们对着军绿色电话机，起劲地比着喊着：
“喂——！你们的阵地有多高？800

米。哈哈，你们输了。我们的阵地比你
们的高200米！你们可要加油啊！”
“哎——！你们的阵地离省城多

远？1000 多公里。真羡慕你们啊。我
们的还不到900公里。”

王文纪两手做成喇叭状，惟妙惟肖
地低声还原着当时的情景。他们那时
就是这种比法：谁的阵地海拔高，谁的
哨位离城远，谁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和好汉。

于是有的人就千方百计地“闹”调
动。如果谁能调动到够得上“英雄”级
别——海拔高、离城远的阵地上，那他
或她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王文纪面有愧色地说，最初他所在
的那个阵地够不上“英雄”级别，只能算
“准英雄”级别：离城最远，海拔高度却差
了那么一点儿。直到两年后，一些高海
拔的阵地划归陆军和海军之后，他所在

的那个阵地才成为“离城最远、海拔最
高”的“英雄”阵地。

有名叫楠、被大伙儿昵称为“兰花
花”的女同学。她因身体比较瘦弱，又是
仅有的几名特招入伍女大学生之一，便
被留在了城里的部队机关。但她却找到
领导软磨硬缠，坚决要求上“英雄”阵
地。最后组织上批准她上了王文纪所在
的“准英雄”阵地。

阵地远在深山中，依山而建。哨位
所在的工作区位于山顶，生活区则在相
距 200 多米的半山腰上。虽然他们正
值青春年华，但要从坡度极陡的羊肠山
道爬上工作区，亦常常是汗流浃背。往
四季不见阳光的山洞工作室一坐，炎炎
夏日也感到寒气袭人。大雪飘飞的隆
冬时节，上哨位更需要手脚并用，迂回
爬上冰雪覆盖的山顶。下山时，为节省
体力，他们常常选择坐在山道上往下
滑，有时控制不好速度或掌握不好方
向，在冰雪道上翻个跟头、打个滚儿或
在到达终点时，磕一下、碰一下也是常
有的事儿。

那位瘦小的女同学每天往返在这样
的山路上，自然要比他们这些身强力壮
的男军人多几分辛苦和劳累。但酷爱文
艺的她，真像诗人形容的那样，如一朵
花、一首诗、一支歌，即使她不笑的时候，
脸上似乎也充盈着笑意，仿佛音乐停止
后袅袅的余音。而她又很少有不笑的时
候，就连紧张的连轴值夜班，大小伙子们
都累得直打哈欠伸懒腰，她的眼角和唇
边仍能漾出淡淡的、如雪梅吐芳似的笑
意。甚至在她身怀六甲时，仍坚持与战
友们一起上哨位、值夜班，没误过一班
岗，也没叫过一声苦。

上山时，她可以提前点慢慢走；下山
时，她就与大伙儿一样，笨拙而吃力地坐
在雪地上往下滑。

大家都紧张坏了，担心她万一有个
什么闪失。她却如坐在弹簧床上一样乐
悠悠地说：“没事！你们是一个人坐在雪
地上往下滑，我则是‘两人同行’，分量
重，速度慢，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听得直吸凉气，如同自己站在悬
崖边一样紧张得心跳如擂鼓，不由自主
地攥紧了拳、咬住了唇。

王老面有不解地看看我说，这算什
么？同现在的条件比，他们那时是苦了
点，但与那些打下江山的前辈们比，他们
已经很知足、很幸福了。书生报国无他
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能用自己所学的
知识，坚守在护卫国家安全的前沿哨位
上，苦点累点，也苦中有乐，累中有甜；苦
得有成就，累得有价值。何况那时大家
也确实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愉快。那种
充实、幸福、自豪的感觉，是发自内心
的。那真的是一个“以苦为荣”“以能报
效国家为最荣誉最大幸福”的纯真、火热
的年代。

可惜后来部队整编时，楠与她的
丈夫同时被确定退出现役，转业地
方。王老微微叹了口气，明显有些伤
感地说，他们夫妻俩离开大舟山阵地
的那天，空中突然飘起了小雨，大伙
儿和着泪水与雨水，深情地唱着陕北
民歌“兰花花”，把他们送了一程又一
程……

纤细如兰的楠，以她的执着、坚韧和
无悔的追求，逆行成为大舟山“英雄”阵
地上的一员，也成了大学同窗和部队战
友心中的英雄和骄傲。

其实，王文纪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位
执着于理想和信仰、忠诚于职责和使命
的英雄呢？

未见到王文纪本人前，他所在部队
的领导已敬佩有加地向我介绍说，仅在
王文纪参军入伍的前 5年里，与他一起
特招入伍并分配到那个阵地上的大学
生军官，有近一半人转业到地方政府部
门和企业工作。后来，当王老的妻子与
其他一些勇敢走进这个深山阵地的军
人之妻们，因生活拮据、工作无着时，他
有不少同窗之妻，则坐在空调房内品着
咖啡。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将因
大舟山阵地永久关闭而“出山”工作的
王文纪出差到上海，在昔日大学同窗家
中亲眼见到的一幕。

接风宴上，已转业到地方的大学同
窗诚心实意地劝王文纪，换一个“阵地”
和生活方式，说凭着他的专业功底和 20
余年军旅生涯锻造出的能力，转到地方
后，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等也会如部队
所在阵地的海拔高度一样，令人无法不
仰望。

王老却真诚而坚决地婉拒了同学的
美意。在他眼里，“百姓过得越好，咱们
军人在山上守得就越有价值。这不是唱
高调或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咱是穿军
装的人，咱不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谁
去守啊？”

那次采访后不久，我因为工作调动
的原因，与王文纪和他所在那个部队的
联系渐渐少了……

又是一年深秋至，一通视频电话，
唤起了大家对过往的回忆、对未来的
期盼。真诚祝愿古稀之年的老兵能如
愿以偿，重返他永远难忘的大舟山阵
地……

最
忆
大
舟
山

■
蓝

茹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共产党人的
精神家园。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是
无数人心灵深处最为神圣的风景。多少
年来，我一直都想去延安看看，真切地感
受一下这里的风物、遗存、文化还有精
神，为何让人难忘？为何令人神往？

深秋时节，单位组织现地教学，我
终于来到了延安。登清凉山、赴南泥
湾、吃小米饭、唱陕北民歌……现地教
学的日子里，我徜徉在这沟沟坎坎中，
流连于革命旧址、纪念地，回味那些极
其珍贵的历史经验。所见所闻，无不令
我心生感念。

现在的延安，尽管楼房多起来了，但
窑洞永远是这里最鲜明、最有特色的建
筑。无言的窑洞告诉我们什么？教学间
隙，见我在仔细端详窑洞，讲解员给我讲
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一名“老延安”在
重返延安时，激动地问身边的人：“你们
看延安的窑洞像什么？”没等他人回答，
他便自己答道：“像不像同心同德的‘同’
字？”一个“同”字，道出了当年中国共产
党之所以成功，而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原
因。凝聚起来的人心，是最坚不可摧的

铜墙铁壁。
窑洞，文化是基，历史是柱，精神

是顶，既是延安人民生活的居所，其隐
喻的“同心”之意，更是中国革命取得
胜利的原因之一。刚到延安时，斯诺
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
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在草地与张
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
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
战”。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反
复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
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
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站在延安的城门前，我想起诗人何
其芳有这样一段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
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
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当年，来延安的青年有多少？查到
的一份资料让我震撼。任弼时 1943 年
12 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
言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
万余人，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门
公子”。

当时的延安，物质匮乏，条件艰苦，
为什么这里像一方磁场，吸引着四面八
方的人们？摄影家吴印咸给出的答案
是，延安乃“理想所在”。作家丁玲的答
案是，“这是乐园”。老百姓也在歌声中

唱出了答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
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在延安的日子里，倾听延安历史深
处的回响，最撼我心魄的，是那些生动反
映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场景。

凤凰山麓下，有一株小槐树，而今
已参天。当年有骑马的红军干部来此，
拴马于树下，马随口啃掉一片树皮。朱
德见状，亲笔写下“禁止拴马”，以教导
战士爱护群众的小树，从此树下再无人
拴马了。

枣园，当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居
住地。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在这里请
村里人吃饭，农民群众也会带着软油糕、
油馍给主席拜年。农民群众的秧歌队、
锣鼓声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
更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的深情见证。

我在想，红军“如鱼得水”之真正的
“水”，不在山，不在沟，而是民心。民
心，蕴藏着看不见的力量。有人曾向毛
泽东请教，为什么能够打败蒋介石？他
的回答就一句话：“共产党赢得了民
心。”回首我党光辉征程，筚路蓝缕、不
畏险阻，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为
百姓谋利益，用事实诠释了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感悟圣地的“心”，我的心敬了，静
了，也净了。

感悟圣地的“心”
■刘含钰

父母不停地要我们

吃板栗蒸鸡中的板栗

自己种的只有一点点

特意留到我从北京回来才吃

国庆中秋合一的这个庚子年

又多了一种味道

父母种在屋门前

土坎上的一棵板栗树

今年已六年

手臂粗细 首次挂果

刺球半篮黑籽三斤

白肉两碗一锅慢蒸

两个老人四个大人四个小孩

个个爱

回北京好些天了 我还在想门前

那棵手臂粗细的板栗树

如果脖子粗细了

那该结多少板栗啊

如果腰围粗细了

那该结多少板栗啊

听说板栗树能结果到五十岁

甚至一百岁

那树干该有多粗树冠该有多宽

那秋天的树下该有多少人

边低头捡边抬头望

父母的板栗树
■李春龙

温 暖（版画）
贾力坚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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