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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梁县北部山区，有个叫程家山的村
庄。村头的山岭上，耸立着一块红军烈士纪
念碑，108位红军烈士长眠在这里。上世纪
70年代初，每当清明节来临，学校都要组
织我们学生徒步15华里来此祭扫先烈，聆
听当年红军英勇杀敌的故事。春光明媚，通
往烈士陵园的山坡上，丛丛鲜红的映山红竞
相绽放。老师说，映山红和少先队员的红领
巾一样，都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时光要追溯到 87 年前。1934 年 3 月，
中共闽浙赣省委在横峰县葛源组建赣北特
委，负责开辟皖赣边新苏区的工作。同时，
闽浙赣省军区决定抽调新红十军两个排、上
饶县大队一个排共100余人组成赣北红军游
击大队，奔赴浮梁农村。4 月 2 日，周恩
来、朱德、王稼祥联合电示闽浙赣省委：

“将现在你们准备好的一个连扩大为独立
营，到浮梁、婺源、祁门、秋浦地域去发展
扩大游击战争，争取赤化，创造新的苏
区。”进一步明确了赣北红军游击大队的行
动方向。

4月24日晚，深山峡谷中的浮梁县小源
村万籁俱寂，突然传来的一阵枪响，打破了
夜空的寂静，赣北特委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
暴动拉开了序幕。参加暴动的农民，手持梭
镖、斧头涌向敌人据点，熊熊燃烧的火把映
红了一张张黝黑的脸庞。暴动摧毁了敌人4
个据点，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没收了土豪劣
绅的浮财。暴动成功后，革命浪潮迅速波及
周边各县。

5 月初，赣北特委由小源迁往兴福乡
（今兴田乡）的程家山。程家山，地处皖赣
两省交界处，国民党反动势力比较薄弱，加
上方圆几十里全是原始森林，西边且有昌江
为天然屏障，进出只有一条山路，特别适合
部队隐蔽与驻扎。程家山和相隔不远的韩源
（今龙源）村，合起来才50多户人家，在扩
红中报名参军的青年后生一时竟多达30余
人。

小源暴动后，皖赣边区的大多数县相继
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大队也扩编为赣北
红军独立团。特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联

络处、干部训练班等工作部门，并在韩源建
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印刷厂等机构。红
军壮大后，积极寻机歼敌。夜袭臧湾，长途
奔袭100华里，突然发起进攻，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摧毁了敌人所有碉堡，歼敌100余
人，缴获枪支50余支，子弹数千发。在隐将
岭战斗中，红军巧妙设伏，打击来犯之敌，再
次歼敌100余人。程家山，这个昔日沉寂的山
村，变成了赤色的世界。敌人则把程家山视为
眼中钉，惊恐地称之为“老虎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7月中旬，赣北
特委在程家山附近的清溪滩召开了工农兵代
表大会，来自河东、河西、彭泽、鄱阳、秋
浦、乐北、婺源、祁门等8县的上千名代表
参加。根据上级指示，赣北特委改为皖赣分
区委，并宣告皖赣分区苏维埃和皖赣军分区
成立。苏维埃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覆盖
14个县或特区委的皖赣边新苏区的扩建工作
基本完成。当年8月，红军武装发展壮大到
拥有一个独立师和18支地方游击中队，拥
有数千支枪。

皖赣边苏区快速发展之时，正是红七
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瑞金出发，一路征战
之际。10月8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洲、
乐少华和粟裕领导下，从皖南的祁门县进入
兴福乡的港西，与红军独立师会师。当夜，红
军主力抵达苏区程家山。整个山村都沸腾
了，沿街张贴着欢迎抗日先遣队的标语，老
百姓送粮送鞋，当向导，慰劳队砻谷舂米，主
动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老母鸡和鸡蛋送给红
军当慰问品，苏区红军医院还收治了近百名
伤员。

敌人对北上抗日先遣队进行疯狂的围
追堵截，红军独立师积极配合作战。先遣
队分两路在兴福乡潭口横渡昌江，当地党
组织发动群众用小船和门板，连夜搭建浮
桥，保证了先遣队的军事行动。在鸦桥战
斗最激烈的时候，红军独立师派出一支
200余人的手枪队驰援，使先遣队及时脱
险。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赣边转战 20 余
天，先后进行了20余场战斗，包括流口、
新桥、储田桥、鸦桥和张公井等5次较大

战斗。由于先遣队长时间转战，战斗减员
严重，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皖赣边各县以
大局为重，抽调了4个连共500名战士补充
到先遣队。10月29日，先遣队撤离程家山
苏区，经婺源向闽浙赣苏区进发，完成了
转战浮梁、进军皖南的任务。不久，与方
志敏领导的红十军整编，成立红十军团。
这500名补充到抗日先遣队的青年以浮梁
籍为主，他们全部牺牲在北上的征途中，
烈士英名录上只留下“北上抗日无音讯”
寥寥几个字。

11月下旬，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失利后，国民党加剧了对皖赣边新苏区的
清剿，调集 15000 兵力，夹带地方民团，
分五路进攻程家山。鉴于敌强我弱，为了
保存实力，苏区党政军机关和部队转移至
黎痕，再撤至杨村，最后退往秋浦县（今
安徽省东至县） 的大板。在敌人的清剿
中，程家山有30多名红军重伤员因未及时
转移而被反动民团放火活活烧死。敌人的
屡次进剿，并未能把皖赣边的革命火种扑
灭。独立师余部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浴血
坚持了3年游击斗争，谱写了一首可歌可
泣的英雄壮歌，直到1938年春天陈毅来到
浮梁，迎来新四军瑶里改编。

今年清明时节，我再一次重返家乡。
从浮梁县城出发，溯昌江而上，新修的沥
青路宽阔而平坦，直达程家山烈士陵园。
此行，我见到了老党员、红军后代叶昌
寿，他正忙着配合乡政府筹备扶贫项目龙
源山泉水厂。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程家
山和龙源经过连续几年新农村建设与挂点
扶贫，村容村貌和集体经济发生了很大变
化，烈士陵园修葺一新，新建的程家山革
命历史陈列馆，列入了全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更可喜的是，龙源村列入了国家级
古村落保护名录。

一场春雨淅淅沥沥下了好几天，清明节
这天天公作美，前来程家山祭奠先烈的党员
群众络绎不绝。站在烈士陵园眺望山乡，处
处青山叠翠，万木葱茏。在蓝天白云的映照
下，岭上的映山红更加璀璨夺目。

岭上开遍映山红
程冬久

还记得匆匆那年，
风过林梢，骄阳正好，
彼时的我们恰风华正茂。
耳畔充盈着朝气蓬勃的笑意，
眼底氤氲着刻意勾勒的锋芒。
带着一身江枫渔火的书生气，
坐看云卷云舒；
带着满襟无人欣赏却亦自芳的傲然，
笑面人生苦难。
少年，
我深爱着这个也属于我的名字。
当城市的灯光染上静谧，
白日的云蒸霞蔚，
花开花落，
都于一瞬湮灭。
星河将少年的梦汇成了诗。
诗中，

尘世的远行客漫步江畔，

轻挥衣袖，从容不迫。

江上的清风渡走了人间惊鸿，

岁月的印迹记载船头，

这是未来的我们。

云锦回首，

少年的勇气与生命交相辉映，

日月不朽。

胸藏惊雷者，

及时瑀瑀独行于暗夜茫茫，

眸中仍蹁跹灼灼朝曦。

抬头，

正是少年模样。

纵然时光的脚步温柔，

快速且绵延，

唯有你是恰风华少年。

恰风华少年
郑宛芊

一个转身，雨过天晴

大地扬起绚烂的笑容

在季节里莺歌燕舞

晨钟暮鼓，敲开石榴的心扉

黄鹂声声吻向满树青梅

时光流转讲述水润的故事

碎步轻轻，踩出幸福的日子

五月像一支魔力无边的笔

染绿了蓬勃的叶

点亮了火红的果

五月似一首百转千回的歌

唤醒了秀丽田园

陶醉了旖旎山川

翻开五月的扉页

写着娴静与恬淡

再一页页细读，每个日子

都是水袖轻扬的优雅

翻开五月
刘刚

近日读书，读到一首诗，是明代景泰年间的才子苏平
写的：“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
琼液，白沸汤中滚雪花。”初读还真的有点不明白，再细
细一想，原来他写的就是我们常吃的豆腐。

我的家乡是盛产豆腐的地方，爱吃豆腐的人也非常
多。不过爱吃豆腐者虽多，知道豆腐来龙去脉的恐怕不
多。据《本草纲目》云：“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
后来豆腐的制作技术发扬光大，花样之多，令人叹为观
止。

我一直与豆腐有缘。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做一种家
乡风味的“霉豆腐”，这是一种比豆腐乳更具地方风味更
有滋味的豆腐食品。它的做法是：先将一块豆腐切成若干
个大小相当的小块，摆在稻谷秆上放至阴凉处，经过十天
左右，待豆腐长出茸茸的白毛，发出淡淡的香味，然后蘸
上烧酒、盐粉、干辣椒粉和五香八角粉装进瓷坛内，盖紧
坛口不让透风，一个月后即可食用。用筷子夹出几块，淋
上点麻油，一大碗米饭，只需一二块霉豆腐，就可以让人
吃得津津有味。

周作人先生就对豆腐情有独钟。他喜欢谈吃的，谈得
最多的，还是豆腐。他曾说：“中国人所吃的小菜，一半
是白菜萝卜，一半是豆腐制品……”又说：“豆腐、油豆
腐、豆腐干、豆腐皮、豆腐渣，此外还有豆浆和豆面包，
做起菜来各具风味，并不单调，如用豆腐店的出品做成十
碗菜，一定是比沙锅居的全猪席要好得多的。”看来周先
生是深知豆腐好吃的真谛了。

豆腐虽然平常，但凭着中国老百姓数千年的智慧，造
就了多姿多彩的烹饪制作方法，有着数不清的地方名特产
品，可以烹制出不下万种的菜肴、小吃等食品。这是同豆
腐及其制品具有广泛的可烹性分不开的。譬如：它可以单
独成菜，也可以作主料、辅料，或充作调料；它可以作多
种烹调工艺加工，切成块、片或丁等，进行炖、炸、煮、
煎等；它可做成多种菜式、多种造型，可为冷盘、热菜、
汤羹、火锅，还可成卷、夹、丸、包等，调制成各种味
型，既有干香的本味，更具独一无二的吸味特性，以至于
有人说：“豆腐得味，远胜燕窝。”

同是豆腐菜，地方不同，做法也有着天壤之别。四川
是又麻又辣的“麻婆豆腐”，上海、江浙、湖南一带是

“臭豆腐”，北京是“沙锅豆腐”，湖北是“荷包豆腐”与
“东坡豆腐”，而闽人喜甜食，福建就是略带甜味的“豆腐
干”了。海南的豆腐制品也不少，街边小摊上一般是“豆
腐烧”，用细竹扦叉起来，上面再抹上辣椒油，吃起来极
香。淮南豆腐宴更是美不胜收，百般滋味，一尝之下，令
人终生难忘。

豆腐是极平常的吃食，它是平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味道。唯其平淡，方能加工制作出各式各样、琳琅
满目的豆腐菜来，且老少皆宜，无论贫富家家喜欢。难怪
有人云：一身清淡七分水，通体晶莹四面光。富贵贫困皆
厚爱，人人称其菜中王。

有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叫“平淡是真”。我想，吃的艺
术也是这样。“真”是“真味”，也就是实在。在平淡实在中吃
出“美味”来，那你就是美食家了。豆腐以无味而达至大味，
以无用而为有用，世间的一切也都是如此吧。

豆腐得味
甘武进

走近五月，乡间秧田里的禾
苗已长成，碧绿的秧苗密密麻麻
地铺满田间。那些被乡民们整理
得水平如镜的稻田里，一辆大型
插秧机正在飞快地忙碌着，一会
儿的功夫几亩光秃秃的稻田很快
被一片绿油油的秧苗覆盖着。看
着眼前机械插秧的胜景，我不由
得想起儿时插秧画面，每每忆起
插秧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

俗话说的好：“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籽。”农家五月忙，趁早
赶插秧。汗润禾苗壮，心怀稻米
香。那时一到插秧季节，家家户
户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忙着
去田里插秧。我家的田地比较
远，都在沐湖坝的另一边，每天
天未亮，母亲便将饭煮熟，并将
午餐准备好带过去。父亲则牵着
大水牛去平整水田，父亲的歌声
很好听，一边耕田一边唱歌，引
得附近插秧的村民也一起唱了起
来，那优雅的歌声在水田上空回
荡，远处的村庄上空炊烟冉冉升
起，真可谓是“孤村隐约起微
烟，处处秧歌竞插田”的田野乡
情。

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去秧
田里扯秧，看着母亲双手同时扯
秧，三两下的功夫一大把秧苗便
被母亲用笋子壳撕成的绳子很结
实的缠成一把，放置在身后。看
着母亲快速扯秧的样子，我也很
想学，可怎么学也学不来，不是
秧苗在我手中长短不一，就是没
有缠紧，往田里一抛秧就全散
了，满天乱飞。

等父亲把稻田平整好后，母
亲便将扯好的秧挑到田边，把秧
均匀地抛向空田，然后吩咐我们
姊妹三个一人负责一行，我们三
人学着母亲的样子，左手拿着一

把秧苗，右手迅速地插着秧，在
右手插秧的同时，左手的拇指和
中指同时迅速地从一把秧苗当中

“分秧”，一边插一边往后退，因
手臂不是很长最多能插一米宽，
看着母亲三两下就插到我们前
面，我们姊妹三个也加快了手
法，在水田插秧你追我赶的像赛
跑运动。特别是我把田里的水弄
得咚咚地响，一趟秧插下来我的
脸上都成了花脸，妹妹笑我像个
唱戏的。刚开始我有力气拼命追
赶，几趟插下来，整个腰都痛得
像要断了一样。

一到中午，浑身衣服如水洗
不说，两眼直冒“金星”，吃完母
亲准备的午餐之后，全家人一起
午休片刻，父亲坐在大树底下，
手拿一杆长长的水烟枪，抽烟时
吸得呼啦响，眯着眼睛，一幅非
常陶醉的样子，在我看来父亲那
不是吸烟，而是在阳光底下演奏
一首生活的轻音乐。而我则找个
树荫躺了下来。因家里穷，买不
起水靴，光着脚踩在烂泥里，最
怕的是被水田里蚂蟥吸血，蚂蝗
一旦吸入腿肉里，等感觉疼痛
时，早就吸满了红红的人血，脚
上又痛又痒，稍不小心搔破了，
蚂蟥所吸伤口很快就被感染，发
紫发肿。连续干几天，腰酸腿
疼，晚上疼得睡不着觉。那全身
酸痛的感觉让我真的了解了“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
辛。

如今随着机械化运用，原来需
要许多人多日才能插完的秧苗，仅
仅一个多小时就让插秧机全部插
好，而且非常均匀，祖祖辈辈“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早已被
现代化农业生产所代替，昔日田间
手工插秧已成为回忆。

乡间五月插秧忙
桂孝树

不久前，好友两口子拌嘴，家长里短
地争执不休。

男的一脸委屈地说：“我对她那么
好，隔三岔五就买只鸡回来熬汤给她补身
体，她不但不领情，还说我不应该，经常
为此拌嘴，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才能令
她满意。”

女的回击：“明明知道我最不喜欢吃
鸡，非得每次买回来，我一筷子都没动，
他自己吃嘛嘛香，全吃光了，还美其名曰
说是买给我吃。”

“肉也不吃，鸡也不吃，你说你吃什
么？”男人不服气地说。

“我最喜欢吃鱼，可你放心上了吗？”
男的一时语塞。
我曾在书中读到一个故事。丈夫买回

来整整一箱梨，搬回家累得满头大汗，本

以为可以得到妻子的赞许，没想到，妻子
一看是梨子，撇了撇嘴，责怪丈夫不懂自
己。气喘吁吁的丈夫觉得自己不辞劳苦，
妻子不但不领情还惹一身气受，两人吵了
起来。妻子辩解，我最讨厌梨子了，只需
要一斤苹果，你买回一箱梨，还要我感动
得不行吗？你说你懂我吗？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两人在恋
爱时，觉得甜蜜。而步入婚姻后，妻子常
以丈夫不够懂自己或对自己关心不够而发
牢骚，导致争吵。对比后才知道，恋爱时
我们一直用心地记住对方的喜爱，以哄对
方开心为己任；围城里却少有如此用心。

爱不管用在哪，都不是自己感动自己。
爱是以你爱的人所需要的方式去爱她
（他）。对于父母，那是孝顺；对于朋友，那是
投其所好；对于爱人，那是用心、懂得。

爱是用心
李晓琦

记得很多年前，我把一句话当作座右
铭：人生就是一场负重前行。

那是我毕业的第三年，调到乡镇工
作。那个年代大学生还是“稀有动物”，
我是单位唯一的大学生，自然得到了领
导的重用。刚开始，我很兴奋，年轻人
谁不希望自己被重用？但渐渐的，我发
现单位的大小事都落到了我一个人头
上，弄得我很是疲惫。单位的那些有资
历的“老人儿”还总是“得了便宜卖
乖”的姿态：“单位就你水平最高，你不
干谁干？好好干吧，将来提拔的机会等
着你呢！”

我每天忙得晕头转向，有时却吃力不
讨好。大家都明白，干得越多，出错的机
率越大，因为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当然
连出错的机会都没有。工作中，有时会出
现一些漏洞，惹得领导不满、同事议论。
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焦虑，失眠。我萌
生了要离开的念头，真有点坚持不下去
了。我感觉自己头上压着无数座大山，连
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那次，我刚解决完单位的事，又马不
停蹄去村里解决老百姓的土地纠纷。还没
来得及喘口气，又被领导召回汇报某项工
作。来到领导办公室，我详细地汇报了这
项工作的安排部署和具体落实情况。没想
到领导百般不满意，还批评我工作没思
路，没事业心。我懊恼极了，觉得自己所
有的努力都被人漠视了。那时，我唯一的
想法就是赶紧调离这个地方，人生也就这
么回事，找个清闲的单位过自在的日子，
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我找到单位的老领导，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老领导冲我笑了笑说：“年纪轻轻
就看破红尘啦？人这辈子只年轻一回，不

趁着大好年华好好拼一拼，还能叫青春
吗？”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领导接着
说：“我明白，你任务重，压力大，是单
位最累的一个。可是你知道吗？你现在看
似负重前行，你肩膀上的重担，其实正是
你的一双翅膀，总有一天会让你高飞起
来。你现在的焦虑，关键在于自己调节，
感到累，被别人议论，受到责难，这些都
是最正常的现象，说明你前进的空间还很
大。要多动脑子，想办法，找思路，把该
做的事做好就行了。”老领导的一番话，
让我豁然开朗。是啊，人生本来就是在负
重前行，谁没有压在肩上或者心上的负担
呢？你扛着重负翻越万水千山，所有吃过
的苦都会化作一种力量，让你前行的脚步
更加有力，总有一天你会历练出一双翅
膀，高高地飞起来！

从那以后，我为自己写下一句话：人
生就是一场负重前行。当我累了，倦了，
委屈了，我选择了隐忍和承受，默默为自
己的飞翔蓄势。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
几次调动工作，几次被提拔重用，已经成
长为一名成熟的国家干部。再回过头来看
看走过的路，真的是有些感慨。

我庆幸自己曾经负重前行，所有的苦
都没有白吃。那天看微信，看到一组有趣
的图。一个人背着重重的十字架前行，他
嫌太累，于是锯掉了十字架的一部分；后
来还觉得累，又锯掉一部分。走着走着，
前面出现一个断崖，别人的十字架刚好能
搭在断崖上，可以当作桥梁顺利通过。只
有他的十字架，因为太短够不到对面，而
被困在那里，再也不能前进。

人生没有白吃的苦，负重前行，是为
了历练出一双有力的翅膀，有一天能够高
高地飞起来。

人生没有白吃的苦
王国梁

绿野春韵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