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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立夏到来，学校没一
如往年放两周茶忙假。满山遍
野的茶园，绿意盎然，我没有上
山去摘茶，父母也没有催促，读
初三了，大家都懂的。家乡在歙
东深山的褶皱里，出门爬山。数
百年来，都是两根棍子夹着头颈
过日子，村人都期望子女能走出
山外，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茶季到来，其实离中考还
有两个月。预选是早就结束
的，教室里剩下依旧有二三十
人。跳龙门，考中专，是当时的
期许。我跌跌撞撞地到了初
三，成绩总算稳住，成为学校和
家人的希望。

教室在二楼，简简单单的
地板，高低不平，就那样坐着。
地板的缝隙里，还有自己用墨
水瓶做的煤油灯，以备不时之
需。黑板上的题目，翻来覆去
的，就是那些，很多还是我这个
课代表抄上去的。老师发什么
资料，就做什么题。唯有的，是
父亲给订阅的两份小报纸，和
他一个朋友偶尔捎进山的几份
试卷，还没答案。

春茶结束，割油菜、种玉米
的忙碌来了。夏茶采摘的季节
来了又结束，考试的日子就到
了。七月的阳光很是热烈，乡
村公路的大客车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且不能到考点学
校。一辆农用运输车，载着全
部的师生，摇摇晃晃地奔赴城
郊的潭渡中学。

学校安排租住在一农户
家，二楼是男生，一楼是女生。
大家席地而坐、和衣而睡。三
餐饭，在大食堂里，围着桌子，
菜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第一
天早上白色大馍，第二天早上
油煎大馍，第三天早上油煎大
馍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
为中午吃过饭，就回山里。

考试结束，要走七八里路，
才能到城里汽车站。出了潭渡
村，午后的烈日，肆无忌惮地照
下来，我心里估摸着分数，想着
未来的城里读书生活，应该是
可以的吧？脚下机耕路，灰尘
一阵一阵的，一步一层灰，解放
鞋上的绿意早就没了，尘埃落
下，也无所谓。身上的书包，虽
然沉重，但因离家三四天，终于
可回，而觉得轻松。

山路盘旋，车内闷热，汗味

变成馊味。两个小时后，在一
个叫红心岭的地方下车时，已
经太阳西沉，走八里路到家，天
就黑了。父母山上做事，才刚
回来。

考试结束了，地里的事情
还有。玉米草，锄第二遍了，半
人高的玉米，挥着锄头在玉米
林里，非常闷热，何况为图省
事，是光着上身的。玉米叶滑
过，留下红色的痕迹，火辣辣
的，不知道是太阳晒的，还是叶
子划破的。山芋是匍匐的，在
地里有一尺多长，需要拔草。
它们在茶园里，蔓延着，钻到茶
棵 里 面 去 了 ，要 轻 轻 地 拽 出
来。柔弱的身姿，总是怕伤着
它。秋天里，山芋藤，或是山
芋，都是猪最喜欢的。想着过
年的红烧肉，平时的火腿，就有
拔草挖地的动力了。

山上风来凉，田里水来凉，
村里在山脚，闷热而无处可去。
那年夏天，乡政府背后的山坡上
修建自来水塔。山外拉来的石
头倒在大路边，然后挑或者抬，
一百斤一元钱搬到工地上去。
很多山村少年，都相邀抬石头赚
雪糕钱。等我知道赶去时，工程
已经大半。几天后的一个黄昏，
我站在水塔边歇息，听到乡政府
前有人高声喊我父亲的名字：

“你儿子上中专线了，校长通知
后天上午体检，他在城里等你。”

招生体检，在好奇与恍惚
中结束，学校为确保中考不剃光
头，让填报定向师范，还要加面
试。在县城中学的图书馆里，我
第一次用普通话交流，感觉是在
背书。面试的内容很多都已经
忘记，唯有老师问有什么艺术特
长？我说一样都不会，吹口哨算
不？他说算，我没敢吹。

几个月之后，当我来到徽
州师范就读时，发现考官成了
我的生物老师，说起当时面试
场景，“嘿嘿”一笑了事。身正
为师，学高为范，时间流逝，转
眼 30 年。我从山村小学的讲
台，到如今忝列高中语文教师，
一个没有读过高中的人，在高
中的讲台上，已经站了23年。

时节如流，岁月不居。从
年轻教师，到普通教师，我一直
秉承“教高中语文，做自己文
章”的内心呼唤，做好自己，无
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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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前 边 跑 ，母 亲 在 后 边
追，怕人的是她的手中握着一根
小柴棒，一旦追上棒子就会落在
我身上。假不了，却不疼。一件
厚厚的棉袄替我受过。母亲追
追停停，怕我万一摔个跟头，就
得滚下新安江。我记不得什么
事情得罪了“皇太后”。母亲说，
还不是为了上学的事。

我其实挺爱学习的，不明白
为什么还曾经抗拒过。或许是
山里的孩子野惯了，又有着祖辈
的呵护，在家远比读书快活。上
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上学的年龄
卡得特别严。农村没有幼儿园，
要到整整 7 周岁才可以上一年
级，准确到掐月份、掐日子的程
度。究其原因，孩子太多，学校
不够用。那时候，不仅大队（现
在的行政村）有完小，各个生产
队（现在的组）都有学校，主管小

学低年级教学。粗略估算一下，
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家乡的一
条源三个行政村 3000 余人口大
小学校、教学点就有12处之多。

我有两个叔叔，都是老师。
两个老师叔叔都让我沾了不少
光。上学之初跟着小叔叔去了
文山。到了五年级毕业那年跟
了大叔叔去了灵山。有着两个
叔叔的管教，顽劣如我也变得优
秀起来。母亲用棒子把我赶进
了学校——她只上过一年学校，
更加知道读书的重要。

文山不“文”，山势陡，爬一
次要一个多小时。当地人却是
手轻脚轻蹦蹦跳跳着就可以一
个来回。四年级的时候，我人生
中号称“七仙女”的第一批同学，
就 是 这 样 清 晨 下 山 傍 晚 回 家
的。文山与家正对门，远远听到
她们的讲话声时，我再洗漱用餐

也赶得上趟。
一个 6 岁孩童攀登的艰难，

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
每次都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
有一次，走到半道遇到了台风，
伞吹得往上翻，我舍不得放，差
点连伞带人飞上天去。吓得我
哇哇直哭妈，蹲在地上不敢起
来。父亲听到后，急忙赶上山把
我抱回家。那一回受了雨淋，发
了高烧，在家躺了好几天。那个
时候，三里五里的山路，都是孩
子们自己走。任何困难都要学
会自己扛。如此一来，倒是培养
了孩子们能经事、经摔打、敢直
面的韧劲和毅力。母亲不让我
输在起跑线上，我倒也争气，一
个学生时代领的奖状糊满了老
家土坯房的照壁两侧。

2017 年的春天我在事隔 30
多年后再次爬了一回文山。村

子被风淘空了，仅剩一户人家的
上空飘荡着炊烟。曾经的小学
已经坍塌多年，好多房子都毁坏
了。2018 年春节的时候本想再
去一次，顺便看看最后的坚守
者，却被告知山上已经没人了。
突然的，一颗心空了。再也没有
攀登的力气。

童年的记忆是甜美的。记
忆中最怕遇见的是老师。我打
小就有口吃的毛病，一见老师，
老远就在一遍遍默念“老师好”，
可一到跟前，小脸憋得通红，就
是喊不利索。

那个时候没有电，更加不会
有系列的电子产品。童年的快
乐全寄托在一些小游戏上了：捡
子、打兵、斗鸡、打跟头、打风车，
最不济的也可玩玩跳绳和老鹰
抓小鸡。捡子就是捡石子，先得
抛出天子，再捡地子，然后接住

天子，才算赢。我的手十分笨
拙，十捡九输，于是迷上打兵。
打兵有一个规则，后出阵者只要
用 手 打 到 先 出 阵 者 ，先 出 者

“死”。因此要有诱饵，还要有战
略。诱饵一出，对方便想着置其
于死地，谁知这一方再出一人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之……这
个当口，对方也可再出人……总
之，后出阵者大，如此往返奔跑，
斗智斗勇。相对于一个集体活
动，斗鸡只凭个人的实力，一脚
站立，一双手抱住另一只脚，弯
曲的膝盖朝前作冲锋状，与对方
互顶，手松脚落地者输。这些看
似十分简单的游戏，却让一个童
年有滋有味，活色生香。

又一个 9 月到了，突然有关
童年的往事，一一清晰起来，趁着
凉爽的秋雨，记上几笔。所述大
抵生活琐事，却也值得一生珍惜。

在我读书的时候，父亲常常
跟我说，人生起端要从写好汉字
做起，字迹是否工整，折射出的是
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和严谨作风。
他曾不止一次要求我把他写给我
的信作字帖，不仅要读懂信中的
道理，还要读出字迹中的人生。
那时我一知半解，没有体味其中
的深意。直到他去世后，我读到
他于 1961年 4月写的自传，才感
悟出其中的道理。

我父亲李济民，曾任黄山市
供销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这
是一篇有着 10000 余字，记录他
1940 年担任儿童团长到 1960 年
担任工程兵中尉期间的思想《自
传》，通篇字迹隽秀，排列整齐，乍
一看，还以为是印刷体。《自传》记
录了他随着新中国诞生成长的心
路历程，完全是其人生的写照。

他的文字，承载着他少年时
的“梦想”。我老家山东蓬莱，是
革命老区。抗战初期，就活跃着
共产党组织，那时日伪军占据县
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则遍
布乡村。1942年秋天，侵略者为
了维持其殖民统治，在村里修筑
碉堡，父亲年仅 10岁就被强迫休
学做苦工。因为年龄小，干活又
苦又累，既无水喝，又无法避日，
便瘫倒下来，被鬼子兵用带钉子
的皮鞋狠狠踹倒在地，自那时起，
他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民族仇恨
的种子。那时胶东著名的共产党
领导的“三军二路”抗日武装，经
常夜晚到村里宣传革命道理，他
从亲眼所见鬼子烧杀抢掠，残害
同胞，到耳闻目睹党组织救国救
民的宣传和与鬼子的英勇斗争，
渐渐懂得了为谁而活着，走什么
路的道理。1944年春，八路军端
掉了村子周边二三十里的鬼子据
点，敌人龟缩到县城里，失去了锐
气。村里建立了民主政权，组织
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
团体，父亲当选为儿童团长，更加
深入地接受了抗日民主教育，跟
着共产党、八路军的自觉性逐步

建立起来。他怀着“翻身得解放”
的梦想，白天站岗放哨，夜晚则帮
助党组织抄写宣传资料，张贴宣
传标语，积极参与组织群众大会，
通过演讲、演剧、教唱抗日歌曲等
开展抗日宣传，成为名副其实的
抗日小战士，也养成了他工于笔
书、严谨做事的习惯。

他的文字，抒发了他走上革
命道路荣光。1945年春，许世友
领导的胶东军区对日发起全面反
攻，收复了胶东半岛，我老家成为
真正的解放区。当时高小学生组
织学生会，父亲当选为学生会主
任。1946 年，14 岁的他参加了
民兵组织，端起了比自己个头还
高的步枪。1947年秋，他以优异
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蓬莱中
学。正当他踌躇满志，专心学业
之时，一方面由于家庭困难，难以
供学，另一方面国民党挑起内战，
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不得不中
途辍学。此时他作为村里小学的
代课教员、进步分子，积极参加土
改斗争，动员群众和学生开展反
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活动。
1947 年 6 月，在解放区“爬过山
头、打垮反动派”“保家、保田、保
饭碗”的口号激励下，父亲毅然报
名参了军。谁知好事多磨，入伍
半个多月后，因年龄小、个子矮被
迫精减。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
信念，积极投身为解放大军筹集
并转运粮草等支前运动。1948
年底，解放区形势迅猛发展，山东
战场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将革
命进行到底，打垮反动派，解放全
中国”的动员深入人心，在村里动
员青年参军的群众大会上，他带

头报名，同时带动村里 12名青年
一同参军。这一天，他把自己的
名字由“世经”改为“济民”，寓意
永远“为民助民”。村里锣鼓喧
天，披挂红花，将这些青年送入部
队，从此，加入到向全国进军的解
放大军。

他的文字，见证了山东迎接
新 中 国 诞 生 的 隆 隆“ 礼 炮 ”。
1949年 1 月，父亲所在部队编入
驻守在黄县（今龙口市）的北海军
分区独立一团（后改为山东警备
二团）。因为他有初中一年级的
文化，字迹工整，入伍 3个月后就
担任了相当于班长的连队文书，
主要任务就是用手中的笔记录连
队作战、训练日志，撰写连队作战
训练报告，传达连首长的命令批
示。1949年春，解放战争迅猛发
展，彻底打败反动武装，建立新中
国，成为人民军队的迫切任务。
1949 年 6、7 月间，我军发起青岛
战役，解放了山东最后一座城
市。此后，与蓬莱隔海相望的长
山岛，成为国民党军在山东境内
最后盘踞的地盘。1949 年 7 月，
父亲所在部队受领解放长山岛的
任务。经过 20天行军，部队由黄
县前移至蓬莱城西栾家口，担负
切断敌后路的任务。

长山岛战役，是山东境内最
后一次对敌作战，也是我军第一
次渡海作战，中共山东分局、山东
军区，非常重视。1949年 7月 12
日，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
友，亲临蓬莱城南司家庄村“长山
岛战役前方指挥部”，制定了“夜
间接敌，实行强攻，炮火掩护，逐
岛攻击，稳步推进，逐岛占领”的

作战方案。8 月 11 日 18 时许，
许世友登上设在蓬莱城西部制高
点黑峰台上的前沿指挥所。l9时
l5 分，随着许司令员一声令下，3
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战斗打
响了！由于战前计划周密，将士
作战英勇，8 月 20 日长山列岛全
部解放。

我军首次渡海作战，即创造
了以木船、机帆船战胜敌人现代
化舰艇，用步兵打败敌人海陆军
联合作战的经典战例。此役，毙
敌 200余名，俘敌1305名，缴获舰
艇 10 艘及大批武器弹药。战役
结束后，父亲所在部队接管由长
山岛押回的战俘 2000多人（含国
民党地方武装），并将战俘押至黄
县实施 3个月的集中管训。期间
他因追回1名逃兵荣立四等功。

长山岛之战，犹如山东军民
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礼炮”，一个
月后的 1949 年 10 月 1 日，他们
与黄县人民一起，热烈欢呼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夜狂欢，憧憬
新中国美丽的画卷。

他的文字，描绘了大军南下
的壮丽画面。1949 年 11 月，为
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势力，
中央军委批准山东军区组建步兵
第 96师，父亲所在部队奉命集结
于青岛崂山，编入 96 师，加入到
第 32野战军战斗序列。不久，全
军受领南下福建，解放台湾的命
令。1949 年 12 月中旬，部队从
青岛向福建前线进发。此时父亲
被调到师司令部担任缮写员，这
是一个“苦差”，当人疲马乏到达
宿营地时，缮写员必须完成抄写
全师的宿营报告和次日的行军命

令，每当遇到与土匪的战斗时，还
必须完成当日战报，有时只能抱
着长枪打个盹，天没亮就得继续
行军，正因为他在“南进解放台湾
进军”中表现积极勇敢，第二次荣
立四等功。1950年 1 月，部队进
至闽南，开展战前训练。正当官
兵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解放台湾
中大显身手之时，因形势变化，我
军暂缓实施对台作战，部队转入
闽北执行剿匪新任务，于 1950年
4月至 5月间向北折返 300余里，
师部抵达建瓯驻防，所属 286团、
287 团、288 团分别进至建阳、南
平地区清剿国民党残匪。此时，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留下的残余部
队规模仍十分庞大，据南平志记
载，1950年上半年统计，建阳、南
平地区有“福建前线特击司令部”

“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指挥部”等
土匪 170股，15600 余人，土匪频
繁袭扰使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被迫
到处转移，造成群众巨大恐慌。土
匪的恶行激起指战员强烈愤慨，96
师所部对土匪发起强大攻势，官兵
们钻草丛山沟，爬悬崖陡壁，吃野
笋野菜，睡草寮窝棚，历尽艰辛，奋
勇杀敌，4月至11月，共进行大小
战斗 380多次，歼匪特 8000余人，
有力配合了闽北地区的土地改
革。1950 年 6 月，部队实行地方
化，师机关与建阳军分区合编，师
机关兼为军分区机关，所属部队继
续开展剿匪斗争，至 1952年 4月
匪患基本肃清。1950年 5月在他
18岁生日时光荣加入了党组织，
不久被提升为排级干部。

他的文字，展现了新中国的
蓬勃朝气。匪患得到遏制后，父

亲先后任建瓯县武装部政治干
事、邵武县兵役局政治助理员、建
阳军分区组织动员科干事等职
务，他以饱满的热情参加部队和
地方开展的“土改”“统购统销”

“整党”“选送志愿军”等运动，此
间又先后两次立功。获得解放的
人民焕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运动，南
平、建阳地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
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全面恢复遭受
破坏的国民经济，一批交通设施、
工矿企业、中小学校、医疗卫生、文
化事业、商业等在短短几年内迅速
恢复和发展，社会稳定和谐、人民
安居乐业，实现了最广泛最深刻的
社会变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
生活正徐徐向人们展现。

正当闽北地区社会发展形势
向好之时，父亲进入南京军区南
昌速成高中学习，不久又被选调
北京化学兵学校学习，三年后于
1959 年 1 月被分配至工程兵直
属工区（后为工程兵 51 师）104
团任防化指导员、直属工区干部
科干事。这支部队先后担负中央
机关的国防工程、十三陵水库、天
安门城楼改造等建设任务，1965
年正在中南海施工的 104团全体
官兵光荣地受到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
见。1965年 8月为了打破帝国主
义核垄断，筑就大国利剑，工程兵
奉命组建新的工程部队，父亲作
为新组建的 251 团干部股长，随
部队开赴皖南，遂行国防尖端工
程任务，筑就了一个又一个坚固
的国防堡垒。1975 年 3 月，他作
为团副政委与副团长吴克福一起

奉命率450余官兵的先遣部队，进
入老挝，为大部队遂行援老筑路
任务开辟通道，至1978年 3月，圆
满完成老挝新东线建设任务。
1978 年 4 月，部队奉命进入张家
口地区开展新的国防施工任务，
直至1981年转业再次来到皖南。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父
亲离开家乡 70 周年。当年他们
怀着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实
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梦想，历
尽千辛万苦，而矢志不移。从解
放区到烽火前线，从富饶的滨海
仙境到贫困的深山峡谷，再从物
质文化繁荣的首都到当年相对闭
塞匮乏的皖南山区，从和平安定
的祖国到当年战火纷飞的老挝，
期间不知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不
知有过多少辛酸苦辣，不知经历
多少生死考验。为此我母亲也不
得不失去了干部身份，走马灯一
样搬家换工作，他们从未贪图过
舒适安逸的太平日子，最终长眠
于异乡。他们失去了很多很多，
但却从未谈及自己的“功劳”，更
未觉得自己吃亏，初心从未改变！

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中，“考
试”仍在继续，我们每一个共产党
员都应该继承好革命前辈们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永远不忘初心，永
远坚守“两个务必”，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下，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考
试”，努力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我是一个爱美、好打扮的人，
因此开铺子首选服装店，除了打扮
那些同样爱美的女人们，还可以让
我像模特那样不停地换新衣。去
了丽江我改变原来想开服装店的
意念，如果可以，我愿意留在丽江
古镇或者束河古镇开家酒吧。我
喜欢那里蓝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天，
明净的空气，还有热烈的阳光。

丽江是一个盛产爱情的地
方，也是个慵懒的地方。光洁的石
板路，翠绿的垂柳，河水逶迤在木
板桥下，清澈静流。这是另外一种
精致，酒吧不是城市常见的工于装
修的类型，粗大的木头，麻绳捆绑
的椅子，云南艳丽的粗布褂，各国
文字的空酒瓶子随心所欲地放在
任何角落。窗户开得很大，没有玻
璃，黢黑的门框，几乎都吊着四方的
长长的灯罩，是彩色的粗纸做的。夜
晚来临的时候，昏黄的红色的灯光，
立即把人带入了一个氤氲曼妙的境
地。我想象着一家酒吧的女主人，一
个优雅女子，有着麦色细腻的肌肤，
猫一样的眼睛。柔软的卷曲的长发
随意散落在腰间，腰是柔软有弹性的
结实的。这样的女人应该穿着波西
米亚风情的衣衫，身材可以不算太
高，可是腿一定是修长的。

与丽江相比束河是宁静的。
在束河古镇你不能急走只能徜徉

其中的，它能够让人整个身心融入
汩汩而鸣的流泉中，恣意游走在古
城的每个角落。我住的地方择水
而居，木质的小楼，门“吱呀”推开，
吧内有些昏暗，要适应一会才能看
清陈设，女人工于美术，四壁以鲜
活灵动的东巴文字为背景，装饰着
工艺品和她的绘画作品。颜色灰
暗，寓意深刻的古老图饰，造型张
扬古朴、色彩绚丽的东巴图腾，这
些物品不经意间暴露了主人的才
情，让观者感受到美貌只是她的贴
身小袄，智慧和灵性才是最适合她
的。上弦月的光从屋顶的亮瓦漏
下，风从窗棂徐徐吹进来，裹挟着
草叶和花的香气，远处热闹的对歌
声和人们爽朗的笑声仿佛水上漂
荡的涟漪。或许我曾经是系在纳
西族女子身后的羊皮，见证她母系
坎坷的一生；或许我曾经是一曲婉
转的山歌，在老屋背后的树林里被
少男少女传唱；或许我曾是玉龙雪
山上虎跳崖边一块心碎的顽石，目
击过无数痴男怨女的殉情；或许我
曾是茶马古道上那个古铜肤色英
俊男子腰间悬挂的葫芦丝，马背上
他用温软的唇吹奏出绵长的思念
……山峦、云天依然空灵明净，古
城千百年来积淀的宁静、悠雅、古
朴、祥和一如陈年老酒的幽香令人
无可抵挡。

蒲公英
李海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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