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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会让许多记忆褪色，却有一个名词

日渐明亮。这个夏夜，我轻轻拨开

南湖上浓雾，沿着1921年7月23日

会议指南，举着灯光去嘉兴，寻找

那些高举火把的人。从法租界白尔路

389号博文女校，到嘉兴南湖红船

一个政党用风雨历程，唤来了东方

黎明的曙光。哦，南湖上一条红船

把一页崭新的日历缓缓撕开

一条船写进了教科书里，让世界

放下身段。风上的党旗，猎猎

作响。一枚曾经被红色引燃的名词

抬高了人们目光。有枪炮声在

中国近代史中奔跑，呐喊声敲击

窗棂，不绝于耳。那些用鲜血和生命

刻录的记忆，卸下了我的矜持

今晚，在时光回放中，我仿佛看见

在华夏辽阔的版图上，火把、军号声

和信仰林立，红旗卷起西风。彼时

湖风伸出手，掠过那些刻录在

党史里的名讳。然后，把一个民族

曾经的苦难和伤痛，轻轻拭去

名词

锻造镰刀和铁锤的人，火种藏在袖里

手捧一本《共产党宣言》。把信仰

和誓言放在一条船上淬火。他们

手持大刀、长矛和画笔，将一块版图

染红，让共和国登上了世界封面

正是这条红船领航，才有不灭星火

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燎原

回望上世纪20年代，三座大山

压住了东方黎明的曙光。这时

有无数的革命者，站了出来

我仿佛听到了那些奔跑的脚步声

呐喊声、叹息声，从华夏深处

传来，激越，苍凉

终于有一面旗帜，把信仰高举起来

星星之火，点亮了漫漫长夜

我看到13个模糊的背影在南湖边

悄悄地向一条红船上聚拢

100年了，镰刀和铁锤，仍把

一座江山敲得叮当作响

我也曾在一面旗帜下高举过誓言

今天，更愿意把自己放在

石头上，磨得铮亮

（作者单位：旬阳市城关财税所）

初心

14岁开始写作，启蒙老师叫吴全喜，
是山外镇街上人。他到村里排戏，戏名
叫《划线》，讲的是生产队修水渠，水渠线
路要经过一个社员的自留地，那个社员
从起初的不同意，到经历思想斗争，把地
让给了生产队，最后水通了，粮食产量也
上去了的故事。

我不但看懂了那个小戏，而且感觉
还挺有意思。我的理解是，不就是说人
的思想转变吗？回到家我便想，这样的
故事我也会编。

吴全喜走后，我照猫画虎也写了个
戏，叫《借席》，说的是六月天下了连阴
雨，突然放晴了，生产队要晒保管室的
小麦交公粮，席不够，刘队长让我同学
的父亲将他的炕席揭下来晒公粮，同学
父亲不给，说他有风湿病，在晒了粮食
的席上睡觉病会更重。结果我同学说
他要学雷锋，把席硬从炕上揭下来给了
刘队长。

第二个冬天，吴全喜又来村上排
戏。我把自己写的《借席》让他排，他看
后说排不成。他说构思不错，但矛盾不
突出。

虽然吴全喜没有排我的处女作，但
是他的指点让我铭记了 40年——冲突、
矛盾是戏份，这是他给我留下最金贵的
名言。

后来到了北京，去北师大听孙谦教
授的汉语言文学课，他也讲到矛盾和冲
突，和吴全喜讲的一模一样。那时我开
始写小说，专门写战友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稿件送到《北京日报》副刊部，姚老
师告诉我：“你的小说之所以不能发表，
就是矛盾和冲突太多了。”他说：“你们

警卫战士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要职责，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
样，你却尽写了战士之间斗心勾角，这样咋能发表呢？”

我把此话说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张仲柯老师，
他说：“人家说的对呀，你应该理解，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
榜样，而你却只写他们不团结和黑暗面的故事，你的作品不光
亮呀。”那时的张仲柯老师是有名的诗人，每天能收到一麻袋
全国文学青年的信，也总让我帮他写回信，并答应帮我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发表一些诗
歌。那阵子，我的稿费远远高于每月 8元钱的津贴。

后来，张老师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随口说道：“就
是想把我的心思告诉更多的人。”他静静地盯了我好久，拍着
我的肩膀说：“你能成为作家。”我问他缘由。他说：“有些人写
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你这么小，就知道写作
的意义。”他还说：“写作对于社会起不了大作用，但不能没有，
作品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作家就是要唤醒人们的意
识。”我问他：“哪方面的意识？”他说：“思想意识，爱生活的意
识，当然还有许多，我一时也说不清。”

那时候，张仲柯刚恢复工作，许多话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多说。但有一句话我记下了，他说：“你要好好写，读书将会在
近几年有一个大的涌动。”回到机关，我一直在想，读书和涌动
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关联呢？是诗人的故弄玄虚，
还是要有什么新的运动？

1983年，当我离开北京回到秦地，看到人人都在疯狂研读
文学作品时，我理解了张仲柯老师所说的涌动。

对于我的写作，这三个人非常重要——吴全喜、张仲柯、
北师大孙移山教授。他们在朦胧中唤醒了我，将我扶上文学
的小道。

为什么写作？就是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更多的人，明白
了这些，你就知道如何写作了。当然如何告诉，用什么方式、
方法告诉，其间门道多多。诗是告诉，散文也是告诉，小说亦
是告诉。不单是告诉，还要考虑到受众。经过 40 年的揣摩，
我明白了朦胧诗是诗人写给诗人看的，精美通俗的文字才是
大众喜欢的。

20年前，我在《西安晚报》上发过一篇散文，写的是知青生
活。令我没想到的是，晚报社一位工作人员的儿子看了那篇
文章后一直在找我，却没有找到，直到他退休后才找到我，当
然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一出书，这位朋友就买来
看，也买来送人。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他就喜欢我用文字把我的
心思告诉别人，他喜欢我的真诚。

他的话令我吃惊，这不，又回到当年那些启蒙老师说的
话上了。

我想每个写作人，不就是把自己的心思用文字说给别
人吗？

这就是写作的初衷和目的呀，但愿爱好写作的人，奔着这
个初衷去写，你的文字必然有人喜欢。

（作者单位：西部信息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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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书法) 朱金华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 12

高凤香

现供职于陕西省杨陵区高级中
学。陕西省特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陕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鲁迅
文学院高研班学员，西北大学作家班
学员，陕西省“百优”作家。杨凌示范
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杨凌文
苑》杂志副主编。

作品发表于《散文选刊》《美文》
《青海湖》《雪莲》《黄河文学》《山东文
学》《辽河》《延河》《延安文学》《陕西
日报》《青年报》《文化艺术报》等省内
外报刊。公开出版专著八部。

孩子，把手给妈妈，就像鱼把身体给了水花。
这样一个日子，妈妈牵着你的手，去找一片清静的林园。那

是一个多美的园子啊！无依无靠的老人坐在青石上，悠闲地拉二
胡。旁边一杯一扇一烟包，阳光照淡了老人日积月累的沧桑。他
用心笑着，琴音清淡，遮不住泉眼的溪流，流在老人慈悲的胸怀，
和着一曲《高山流水》，流向无人知晓的去处。

我累了，找到一块石头坐下，静静地阅读老人。老人回望的
眼神，让我读到一种久违的闲适。多久了，我们母女奋战在高考
考场上，季节的变化在我们心中没有投影，日子像飞轮，飞得无法
看见转动的齿痕。窗前的花何时开放，何时凋零？柳叶何时飞上
园区的枝头，何时飘落一地飞絮？草虫何时鸣叫，鸟儿何时飞回
草丛？麦子何时拔节，何时吐穗，何时变了一身青黄？我们真
的没有留意。我们眼中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高考。它荆棘丛
生，沟沟坎坎，时不时会有暴风雷雨，霜雪飞天。但我们一起
撑着，撑到了今天。妈想对你说：“好孩子，你真的很坚强。虽
然你的身体不好，但你一定能笑容满面地走进考场，从容答
卷，智性思考，流利书写，让灵感闪出一道道美丽的火花，映亮
这没有硝烟的战场。妈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你看那老人，他走到今天，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但终
是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周围是数不清的林木花卉，
有小桥流水的韵致，是鸟语花香的天堂，是无数专家用智慧装
扮的绿色生态园，是退休老者颐养天年的乐园，是西农大学子
倾心交谈的花丛……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到这里，不是所有人都
能长期在这里漫步赏花观月、看溪流潺潺。只有经历了高考的
淬火，练就一身钢骨，才能穿透森严的高考围墙，看鲜花铺满的
道路通向远方。我相信我的女儿一定能轻快地穿透，等你走过
去，你就会知道，那条路是通往人间最美的天堂。

孩子，你瘦弱的身子让妈妈一转身便落泪。我没有管好你，
没有照顾好你的饮食起居。那些年，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学生身
上，投入课堂的精心构建。为了让教学更上一个台阶，一放假，我
便丢下你，东奔西跑。哪里有会议，哪里有赛事，哪里有学习的机
会，妈妈就毫不犹豫背上挎包，头也不回地走出去。我总觉得你
还小，只要爸爸给你做好饭就行。你学习那么自觉，妈妈根本不
用费心去管你。现在，我成了别人眼中的名师，成了学生视同妈
妈的老师。可是孩子，我现在才发现，我欠你的太多。

如果我能让你不要在学校饥一顿、饱一顿草草地应付自己，
你的肠胃怎会如此不堪一击？如果我能及时发现你拉肚子的现
象，怎么会让你的肠胃不适演化成慢性疾病？如果我早一天带你
去检查身体，何以会让血压低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一年，你多累
呀。早起晚睡，夜夜熬至凌晨。熬得瘦了一大圈，粗心的我竟然
没有发觉。直到一个月前，你拉肚子严重到无法进食，脸色蜡黄，
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带你四处求医，看到情况渐渐好转，我
才放下悬着的心。

孩子，朝前走，别紧张，把手给妈妈。踩着碎石路，一步一步，
你就能看到夏天的景象已代替冬日的萧条。接骨木开满白色的
小花，一蓬一蓬的，像满天星，散发着幽微的清香。再往前走，珍
珠梅的花和接骨木如此之像，简直如同有着一个祖先。

起初我认错了，还以为是接骨木，但枝条树叶明显不同，你
说那是珍珠梅，我不信。你指着右侧的牌子给我看，还给我一一
列举两种花木的细微区别。你讲得多么清楚啊！我们多久没有
这样倾心交谈过，更没有这样争论过。今天，我才发现我的女儿
已经不是稚气未脱的小毛孩，她有着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有着
雄辩的口才，有着超乎常人的主见。我真要对她另眼相看了。

孩子，让妈妈再牵一次你的手。九月份，你将远离我而去，到
一个陌生的地方读大学，妈妈有多牵挂，你知道吗？你的手多么
纤细，手指多么修长，掌心多么单薄，妈妈该用怎样的膳食充盈你
一双瘦棱棱的手，让你稳稳地握住旅途的雨雪，把它们款款消融？

暮色像看不见的雨水，在我们的头顶浮漾。我们的手掌缠绕
着，像绕在一起的藤条。我已看不见你的眼睛，但我知道，你的心
笑了。你的笑是园子里弥散的花香，芬芳了妈妈的一池忧愁，驱
散了妈妈心头的阴翳。

妈妈送你远行，再盼你归来，带去一方亮堂堂的阳光，照亮你
的双眸，开启你水莲花般的智慧之光。

孩子，把手给妈妈

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低头看见脚下的
绿萝。叶子泛着绿意，一个浅绿的纸卡款款
躺在叶片上，像儿童小手折叠的小船。

我弯腰捏起纸卡，“好邻居启”几个钢笔
字很养眼。称呼贴心，信未封口，似乎也看
见写信人内心的透亮。

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撕扯部位
很齐整，显然用心裁过。字迹柔软，猜想便
是女人的笔迹。

好久没收到信，一封信就是个意外收
获。我浏览信的内容：

尊敬的邻居：
您好！
我 马 上 要 装 修 房 子（5 楼），可 能 会

有 噪 音 污 染 ，会 打 扰 到 您 的 休 息 ，请 多
多 包 涵 与 理
解 。 我 会 告 知
师 傅 尽 量 减 少
打 扰 。 如 果 有
任何问题，请与
我联系。

另 外 ，特 地
送上一盒绿萝，
祝福您和家人健
康、幸福！

多谢您及家
人的理解与支持！愿我们永远都做好邻居！

推开屋门，放好绿萝，我懒散地斜靠在
沙发上。我想象写信人手握钢笔的样子，体
会短短的信笺带来的温润感觉，感觉写信的
人正站在我面前说话，她的脸泛出幼儿老师
才有的微笑，清澈而真诚，如我窗前的绿植。

多年前住在城北的平房，父亲还在世。
夏天的早晚与冬天的正午，母亲会搀着腿脚
不太利索的父亲乘凉或晒太阳。东邻西舍
的老人常在一起交流，拉扯着各自子女也你
来我往。

收获的季节，老人们会交换自己院子里
种的或是乡下亲戚朋友送的果蔬。母亲说：

“送东西是个说法，主要是想一起说话。”
年轻人事情多，一个真诚的笑容，配一

句“你忙着，邻居”也够暖心。我炖肉的香味
常常也会馋到邻居的猫，不小心就爬到我的
锅台上。

搬到楼房，担心彼此的声音侵扰对方，
大家在原有基础上都做了隔音处理。如在
楼道里撞见自觉避让，很少打招呼。相遇的
次数多了，也就点头示意，客气而缺少温
度。大有信天游中“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
难”的味道。

我母亲说，住楼房人太生分，没有住平
房好。她反对把城北的院子卖掉，说有一天

她还要去住。父亲去世后，再未提及这个话
头，但我能感觉到老人内心那一丝不快乐。

如今收信与写信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收
到一步之遥邻居的信的确有种久违的感
觉。这封简短的手写信唤醒了我对写信用
心、收信动情日子的记忆。

给未曾谋面的邻居手写一封信，一定
不是唯一选择。她本可不必给大家打招
呼，因为她在装修自己的屋子。这个小区
的房子当初因为开发商的原因延迟交付，
因此没有人不理解旧房换新居的心情。装
修时的敲敲打打是难免的，不会有人说
什么。

她可以把信的内容打印出来，贴在单
元门口的张贴处。那里常有寻狗寻猫找钥

匙的人贴了自己
爱物的照片，另
附上一张 A4 纸
打印的文字。

她也可以趁
着吃饭或者晚上
下 班 的 某 个 时
间，敲开别人家
的门告知她的想
法。还有更快的
办法，通过物业

加入我们这个称为“百合之家”的业主群，
在群里发段话配个拥抱握手之类的表情，
但她选择了写信这种近乎被人们遗忘的
方式。

她选择的应是自己认为最能表达她心
意的方式，也是最让人感动的方式。

浅绿的信封躺在茶几上，信封上是两
行字“你颂良辰，我吟锦时”。这个别致的
信封显然是用心选择，它让这简短的手写
信更多了“半封京信半题诗”的味道。

想起来真是这样，身边普通的日子就
是属于每个人的良辰与锦时，但我们常常
在举止上少了颂与吟的主动，心里多了人
为设置的藩篱。我们多把目光放在远处意
念中的惊鸿一瞥，而举手投足间的光华不小
心就溜走了。

简短的信笺，让普通的夏天午后时光变
得美妙起来。信中“邻居”二字的称呼更让
我心甘情愿包容还没有发生，也或许根本就
不会有的诸多不周。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遇到了几个同单
元的邻居，大家脸上都挂着笑意，笑声比平
日爽朗很多。问去干啥，说要结伴去早市买
个适合移栽绿萝的瓷花盆。我猜到，大家都
收到了一封有温度的来信。

（作者单位：澄城县冯原镇政府）

绿萝传书
□成宏斌

乘南湖之红船兮，当峥嵘岁月稠；
仰高山之巍峨兮，瞻伟人丰碑留；
感百年之征程兮，慨开国元勋岫；
缅革命之先烈兮，凭不朽信仰守；
秉立党之为公兮，切初心使命候；
擎镰斧之旗帜兮，为中华复兴悠！

□张文基

纪念七·一

□姜华

名词上的中国红（组诗）

一条船，满载火种和信仰，从南湖
出发，用星星之火，把华夏大地
点燃。我看见100年前制定的纲领
和决议
被湖面上陡峭的风一页页
打开、宣读。曾有多少热血、生命
和信仰，在这里涉水突围

如今，过往的烟云，已转化为不朽
之物。一条红船，被后来者反复
翻阅、承传。今天，我坐在

南湖码头，轻轻打开一部党史

那些

行走的文字和面孔

结队鱼贯而出

奔跑声、呐喊声惊天动地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嘉兴南湖

一条船，已成为历史的标高

你看眼前荡漾的湖水，仍在把一个

政党的初心，日夜背诵

一条船

想
把
心
思
告
诉
更
多
人

□
李
虎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