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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埠 激情与梦想的地方
■ 张大鹏

洪荒时代， 巍巍大别山北麓千溪万
涧，终于汇聚成河。 两河从西北来，名为
西淠；从东南来，名为东淠。 东西淠水出
山，在苏家埠这个地方相遇汇合，变成滔
滔大河，向着淮河一路奔去。

淠水在苏家埠之上，只能通筏，苏家
埠之下，则水深行船。 站在淠水之岸，向
上望，隐隐青山间，竹筏联排而来所载大
别山之原木、茶叶、茧丝、桐油、木耳、野
味等各类山货。向下望，各类行船绵延不
绝，大别山中所需之食盐、大米、绸缎、烟
草、铁器、洋油各类生活生产物资在此上
岸。苏家埠，因码头而成名天下，徽商、晋
商等各类大小商贾云集在此， 茶肆会馆
店铺林立，少年名旦妖姬歌行，日夜人声
鼎沸，天下号称为“小南京”。

苏家埠，现在改名为苏埠，无疑是一
个繁华之地， 一个注定要产生激情与梦
想之地。 中国现代史上两次伟大事件就
在苏家埠横空出世， 其激情的余波就是
在今天我们也感受得到。

1932 年 3 月 22 日夜，月明星稀，春
风怡荡。 31 岁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
前指挥数万红军， 从独山出行， 东渡淠
河，将苏家埠团团围住，开始了红军历史
上著名的苏家埠战役。攻打苏家埠，从军
情上看， 是想借此拔掉苏维埃边区边上
的这颗钉子。 国民党军沿淠河东岸布置
了以苏家埠为中心的防线， 有计划配合
西线部队围剿鄂豫皖苏区。打掉苏家埠，

等于断敌一指。而从红军的实际情况看，
当时攻打苏家埠也是后勤之急需———
20000 多人集聚独山， 粮食首先就是个
大问题，长此以往，必不久长。 而苏家埠
富商云集，仅米行就开有十几家。 此外，
2000 人左右国民党守军的各种枪械装
备更是让初创的红军将士日思梦想。 当
时红军许多枪械土造的不说， 甚至连大
刀、梭镖都成了作战武器。苏家埠离六安
10 公里许，其突出之孤军，对红军而言，
岂能放过？

2021 年 3 月，当我来到当年苏家埠
战役的前线指挥所永慧寺时， 只见这个
小庙还孤存一间。 灰砖青瓦，门楼不高，
当年应为小院环绕，前后两进或是三进，
有回廊相椄的清幽所在， 离苏埠老镇不
过一公里距离。这里就是徐帅挥斥方遒，
挥洒激情与梦想的地方。 苏家埠战役打
了整整 48 天， 徐向前就是在此运筹帷
幄，指挥红军围点打援，不仅将从合肥来
的近 2 万名援敌悉数聚歼， 还迫使苏家
埠守军 2 个团整建制投降， 这在红军史
上绝无仅有，徐帅也一战成名。军史专家
后来复盘苏家埠战役， 不得不佩服徐向
前指挥的精妙与大胆。在围点作战中，他
让红军进行了艰苦的土工作业， 构成严
密包围苏家埠敌人的工事网， 既有效地
困住了敌人， 又保证了其后能够集中尽
可能多的机动兵力用于打援。 而当国民
党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两万兵力
从合肥方向气势汹汹地前来增援， 红军
指挥部出现撤出战斗的声音时， 又是徐

向前力排重议，坚持打援，他将阻击、诱
敌、迂回、直捣心窩的战术组合运用得炉
火纯青，一战全歼增援之敌。

徐帅高大的铜像今天还矗立在淠河
东岸，他手持望远镜，目光炯炯，遥望远
处的莽莽大别山。瞩目铜像，我似乎听到
当年徐帅血管里的突突声响。 千军万马
从大别山涌来， 滔滔的淠河水与红军战
士的激情与梦想， 一起挥洒在苏家埠这
块土地上。

滔滔淠河淘不尽英雄。 26 年后，还
是在苏家埠， 又一场激情与梦想的战斗
拉开帷幕。 1958 年 8 月 19 日，淠史杭工
程第一锹土由六安行署专员赵子厚铲
下，建国后最大的水利工程由此开工。

当赵子厚铲下第一锹土的时候，作
为工程总指挥的他， 心中的激情与梦想
如淠水奔腾不息。 “水在岗上流，船在岭
上行”，是赵子厚心中的淠史杭愿景。 为
了少占百姓的良田，也为了自流灌溉，为
未来用水节约人力， 他要求淠史杭工程
主河道必须从等高线上走。 10 多年时间
里，他跑遍整个灌区的山、河、岗、冲，熟
知地势水向， 能准确地脱口说出灌区内
任何地段的地面高度、河流流量和落差。
赵子厚当时的秘书张洪祥后来回忆说：
“淠史杭所有的重点工程、 所有的总渠、
支渠，都不是在办公室定的，都不是在地
图上画出来的， 而是赵子厚带着工程技
术人员， 一步一步走着看， 徒步跋山涉
水，勘测出来的。 ”

修建淠史杭的艰难， 在今天也难以

想象。 全靠肩抬手挖，一担箩筐、一把铁
锹、一副肩膀，硬是在高高的山冈高丘上
深挖出一条人间天河。最为艰难的是，工
程进行中又正逢三年困难时期， 当时上
河工的皖西千万农民， 一天仅有一斤大
米的供应量。

艰苦才能卓绝。 十几年的不断奋斗
后，淠史杭工程终于完工。这个新中国成
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不仅让 1100
万亩农田受益，也让合肥、六安的市民解
决了吃水问题， 用上了品质最好的大别
山之水。

赵子厚的墓今天就在苏家埠的横排
头。 这位山西走出来的老八路把后半生
所有的激情与岁月挥洒在皖西， 挥洒在
治水上。 横排头就是他铲下第一锹土的
地方，淠干的源头。

淠水滔滔，大别山莽莽。徐帅的铜像
与赵子厚的墓相距不及千米。 两人同属
山西人，虽然年代不同，但都在苏家埠这
块土地上挥洒着激情与梦想。 我不知这
是不是历史的巧合， 但每当我凝视他们
时，我只知道，他们心中的诗情与梦想相
通———那就是为人民造福。 红色的血液
一直在庚续，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作文：提高技巧与培育素养不矛盾

■ 韩小乔

近日，作家余华受邀参加某教育机
构举办的“中高考作文”讲座，引发舆论
热议。 有人慨叹“文学已死”“著名作家
走下神坛”; 有人质疑余华当年高考落
榜，指导高考作文的资质存疑。

之所以引起争议 ，是因为在大众
的印象中 ，文学是心中的 “白月光 ”、
人类精神的一片净土 ，而中高考作文
在应试的指挥棒下 ， 似乎成了套路
化、工具化、概念化的代名词。 于是一
些人想当然地认为 ，作家就该为精神
追求而写作 ，若是把文学和作文搅在
一起 ，岂不是丢了文学的脸 、拉低了
文学的品位？

将文学 “神圣化 ”，何尝不是一种
固步自封？ 文学作为一种以文字呈现
的审美形式，的确有一定的门槛，但文
学不是装高冷的工具， 而是现实的观
照，它对个人精神成长的照耀、审美情
趣的滋养， 是别的任何事物都替代不
了的。 余华的《活着》广受赞誉，也正是
因其来源于现实的土壤， 给人以思想
启迪和情感共鸣。 从这个角度说，让知
名作家与学生建立联系， 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写作热情，帮助他们打开视野、
提高文学素养， 引导他们用更多元的
思路去表达。 再从资质上说，余华以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聘任教授的身份来

给学生讲一堂作文课也并非 “落俗”。
事实上， 不少作家都曾以各种方式与
学生读者、文学爱好者交流，冰心写过
《三寄小读者》，里尔克写过《给青年诗
人的信》，让人受益匪浅。

要切题、准备好素材、不要偏离重
点……即便写作水准、文学成就高如余
华，在辅导学生高考作文时，也是从“可
操作性强”的角度出发，输出“干货”的
含金量有限， 明显有迎合应试作文之
嫌。莫言说：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千篇
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
样的故事，但是他们写给同学的信却是
妙语连珠、妙趣横生。 2020 年浙江省高
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在网络上被
公布后，却遭到质疑和“群嘲”，也印证

了一些有应试技巧的人未必有充足的

文学素养。
其实，“余华”和“作文”的违和感，只

是此番讨论的表面现象。 文学与语文教
育间的隔阂，才真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常强调语文重要，是因为语文
承载着学习其他科目的基础能力，如批
判性思维、写作能力、阅读判断力等，多
能从语文教育中找到源头。而目前的语
文教育仍然“重应试、轻素质”，个性化
教育、个性化理解太少，中高考作文也
因日益程式化、 套路化而饱受诟病，但
这显然并非语文课程设计的初衷。语文
和文学不可混为一谈，但语文与文学应
该有交点。“不谈文学，只谈作文”，将文
学与选拔人才的应试教育进行僵化地

二元对立， 不仅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
展，也不利于整体文化氛围的培育。 如
果余华乃至更多作家、学者能以自己的
经验和影响力，对包括作文写作在内的
语文教育多一些建设性、 启发性的建
议，哪怕通过一次演讲影响几个孩子和
老师，也是有意义的。

教育评价就像“秤”，“秤”准教育质
量才能优。语文教育和中高考命题也在
不断改革并向着好的方向稳步发展，力
求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多元化思维。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 要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
制，发展素质教育。 语文教学应以此为
遵循，从提高作文技巧转向培育文学素
养，使文学不仅可以成为人们的爱好和
技能，也可以成为人们体会世界的一条
途径。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机械化地
加入应试教育“大合唱”，而是开始思考
语文教育该以何种方式接纳文学、文学
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课堂，这才是我
们希望看到的真正的教育。

春日册页

■ 金国泉

不管不顾的是春天的脚步声，那么
小心谨慎，似乎是谁在叮嘱：轻些，再轻
些。 对蛰伏的一切，摇篮曲式地轻轻呼
唤，怀抱着对大地的敬畏。 春天的脚步
也是大胆洒脱的，虽温言暖语却热烈忘
情。 只要你留神留意，大地上到处都有
丹青妙笔，不论以国画的形式、油画的
形式，还是以水彩画的形式，甚至是临
摹的方式，每一笔都熠熠生辉而震撼大
地，每一处都笔墨清秀、布局疏朗、风格
秀逸隽永。

雪是早已悄然退去了的。似乎更应
该是“蜕”，蜕去它那因抵御风霜严寒而
显得有点沧桑的外套， 露出几缕薄雾，
几星晨霜，几点寒梅，几声喜鹊的不能
自禁， 一切都在轻轻的晨风中微微荡
漾，像池塘被谁扔进一颗石子，一圈一
圈的波纹慢慢漾开。

错落有致的仍然是田野和山冈，碧
绿的小麦、脆嫩的油菜，还有紫云英、蒲
公英、车前草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野花
野草、杂树杂花，它们啐啄同时，应声到
来，在去年的枯叶之中，在那片灰白色
的熙熙攘攘的枯草之上。 王安忆在《长
恨歌》 中写道：“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
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 ”现
在， 我看见它们虽有些蜻蜓点水的模
样，虽有些小口小口地吮嘬，但却是大
片大片的手舞足蹈。 沟渠旁有涓涓细
流，有些慵懒，有些清纯，细流中还总有
欢唱的小鱼秧。

从田畴到山冈， 从山冈在村寨，从
村寨到湖汊塘堰，总有几只鸟不经意地
从哪棵树枝上飞入天空盘桓，不时鸟瞰
几眼、鸣唱几句，在鸟瞰与鸣唱的同时，
投下它梭来梭去的身影。有几头水牛在
田野中不时对着远方哞哞几声，不长不
短，足可以让地上那些幼小的生命探出
头张望一下作为回应。比如四仰八叉躺
在草地上的牧童，满脸的得意神情。 也
总会有一两只小牛犊在一旁闹腾，几只
小喜鹊在它们的脊背上飞上飞下。村口
的蜿蜒小路上，还有几只小狗与放学的
孩童追逐、打闹，蹦蹦跳跳。

如果此时你随意转身，池塘边的柳
枝上一定会给你几分绿意君临的惊喜。

田埂上、沟渠旁，总有三五成群的父老
乡亲荷着锄、挑着担、弯着腰，这里的每
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道场，在这个道场
上，他们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唠不完的
家常事，与大地与种子有道不完、割不
断的深情。

“书房一日读书，不如花海半日漫
步。”但眼前没有花，我若把“花海”改为
“早春”，这样就能完美契合眼前这早春
之景了。的确，望着那擎露的草叶，那向
日的麦苗，那坦然的小枝小萌、小叶小
蔓你怎么可能如宋代林逋隐居西湖孤
山梅妻鹤子地宅着， 而不在此独步千
跬？然后如池塘上的微风舔过略带寒意
的浅水，涤肠荡心一般荡漾开去呢！

雨丝丝地下， 每一滴都像是记得真
切的乡愁。 这乡愁中有草木的滋味和泥
瓦土墙的情怀， 还有母亲早起时灶间炊
烟升起的烟火气，这升腾类似于打磨、勾
勒与细心刻画， 或疏或密， 或呛人或疏
骨，或细细散开，或粗粗腾起，母亲有时
添灶、有时切炒，有时呼猪、有时唤鸡，有
时向外探身、有时背转锅台，真正是一幅
淋漓尽致的尺牍水墨。 堤坝田埂上总有
柔软的脚窝打磨，一个一个，一双一双，
像胎记，胎记上吟寒，寒中透香。

有风轻轻地吹，每一丝都像是默默
的期许， 这期许中藏着冬雪的稍然消
融，藏着村口那棵老槐树眠眠一笑的正
襟危坐， 像一个气韵沉雄的幽燕老将，
它们那么默契地相互调教与切磋，一招
一式里透着博大精深，“两人对酌山花
开”想必就是如此吧。

有翅膀慢慢地展，在苍茫与辽阔之
上，在湿漉漉与清爽爽之上，如柳絮、如
紫燕、如黄鹂。在放松恬淡中告诉我们，
春天到了，展开你的翅膀、敞开你的胸
怀，就能抵达远方。

这是“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的
美，是“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美。
的确，先是苦菜花嫩黄一片，随后紫云
英满田野奔放，之后蓼茸、蒿笋徐徐绽
开，然后油菜花铺天盖地，再后来就是
桃花、梨花、杏花……每一瓣都像是窑
藏的美酒，每一朵都像幸福的手掌。 手
掌托起的是夙愿，仿佛一探身就是千娇
百媚的罗衣，一甩袖就是千姿百态的涟
漪，一盈掬就是千丝万缕不尘的锦绣。

故乡旧事
徐社东

红花草

往年，初春，雪化了，田畈里浅绿
一片，小鹅茸毛一样，近看却尽是黑湿
的泥土、渣巴、去年的老黄稻茬，没有
一丝生气。 碧绿的野菜先冒出来，红花
草迅速汹涌澎湃、铺天盖地生长，铺满
所有空地，碧连天。

没人撒籽的年份， 田里也年年冒
出红花草。 弱嫩的红花草一气呵成般
长大了，彼此簇拥着，庞大成气势。 紧
接着开花了 ，开那种小红花 ，顶在头
上，满田里都是小红花。 红花草又叫
紫云英， 花色是紫红和白色相间，花
蕊又呈白色或黄色， 引得蜂飞蝶浪、
小虫嗡嗡。

到田地里挑野菜的孩子常看不起
红花草。 其实，刚长出来的红花草没开
花前，是一道真的美味。 那是一个冬日
抛荒田地的时代，日子很慢，人的观念
也旧。 后来人们学乖了，街市上开始有
人稻草扎着卖小捆红花草的了。 但你
若想吃红花草， 并不需买的， 那个时
代，你随便到谁家田里采来便是，它们
是天撒下来的东西，或去年撒的草籽，

没人稀罕。 可惜过了那几天，红花草就
老了。

我们小伢子最喜欢在红花草中
间打滚 ，打得膝盖有植物绿色 ，压倒
一片红花草。小姑娘们把小小红花草
的花扎成一小束 ，捧在手心里 ，放在
眉头上，喜庆得来！ 农民不稀罕红花
草，过几天就犁地，翻了它，翻在白亮
的犁铧下哎哟哎哟的。 明年，它又长
成一大片， 长成满世界的红花草，你
终究是犁不死我的 ， 我的种子还在
田里 ， 除非你用除草剂斩根杀绝我
才一命呜呼，永不示人。

春天犁了地，沤了肥，就可以栽秧
种水稻了。 红花草被呛在水里， 沤滂
臭，肥了田地。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红
花草的味道。 一是我们小孩子顽皮，都
说红花草能吃，但试着尝一尝，除了清
滂气，也不记得有什么味道了。 二是因
为嫩的红花草用开水烫一下， 加点佐
料凉拌，非常好吃。 还可以炒着吃，碧
绿的，比今天的豆苗好吃多了。

青蛙

红花草过后就是青蛙， 呱呱呱
地满世界叫。 青蛙在我们老家，土
语叫奶奶咕子，其意味你猜去。 蛇
在田埂上盘青蛙， 在水里吃青蛙 。
打青蛙的用一根棍子， 随便一趟 ，
就是一桶。

你们一定不知道往年街市上大
清早地都是卖青蛙， 用铁丝串着 ，
嗷嗷叫 。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吃青
蛙，真是罪过了。 后来说青蛙是益
虫，乡人们才从此不吃了。 当年，青
蛙的数量真是多啊，满田埂都是它
们的绿色。 人来了，连忙扑通一声
跳到水沟里，鼓着两只大眼睛浮在
在水面上。 青蛙密集地生活在稻田
里，初春时还是一沟一沟的黑点点
蝌蚪 ，到盛夏时 ，整个田间已都是
青蛙的世界，连水蛇都要忙不迭地
避让它们。 没有杀虫剂的年代，就
跟我们没有玩具的童年一样，空白
一片但又无比生动，各种生动微小
场景充斥在我们记忆里，生命永远
在寻找好玩的物事。 上学路上，两

边稻田里， 虫子把稻叶吃残， 青蛙
在练习蛙跳、 吃虫子， 扑通、 扑通
……塘边上，蹲了一地的青蛙，呱呱
叫， 人来了跳走， 人走了， 再跳回
来 ， 仿佛在宣告他们的领土主
权———它们把一切有水的地方都视
为自己的领地 ， 连家里的水池子
里，也是它们。

我的童年记忆中，稻田里，上面
是碧绿整齐的稻秧， 下面是碧绿簇
拥的青蛙。 到了晚上，耳边永远是扑
通扑通的蛙跳声。 大的青蛙，我们叫
田鸡，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人，不光
吃过青蛙，还剥过它们的皮，以前买
活物回家要处理的，活剥田鸡，能看
到青蛙痉挛，就是我们常说的肉跳，
它们的肉清晰地挂在脆弱的骨骼
上，而我们的脑子，想的是等一会爆
炒后装盘的味道。 人类的道德感真
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啊， 这些历史罪
行，我们能说吗，我们是有意遮掩、
竭力洗白，还是承认、觉醒好呢，你
说呢？ 我是直接招了啊。

草屋
我小时候， 乡村里家家户户都是

草屋，谁家若有一间瓦屋，那真是不得
了了。 泥巴和草，是农民的标配。

做屋是村子里最喜庆的事， 许多
人都参加劳动，踩泥巴的、铡稻草的、
打绳绕子的。 泥巴里，放了稻草茎。 枯
黄的稻草外面有衣子，里面是躯干，也
就是茎。 把这种草茎捣碎了， 和在泥
里，能增加泥墙的强度和韧性。泥巴不
是随便哪里的泥巴，也有讲究的，是要
从外面辛苦挑回来的。一家做屋，就是
一个大工程。一般哪户人家有喜庆，或
者发了小财，才会做屋。 我小时候，钻
过各种村子，看到的都是破败的泥墙。
许多人家的屋家里，墙开裂了，或者有
一方墙倒了，家里一面朝天，也不影响

生活。 还有些人家， 墙上长了一颗大
树，屋里有树根，屋头上长有绿草或小
树。 按说，草屋的屋顶，是每年要用新
稻草翻新的， 但很多人家没有能力顾
及这些。因为穷，生活里总有更重要的
事更迫切需要解决，比如锅里的饭。

我对草屋、泥巴地有着深厚情感。
那时候， 家家户户都很多人生活在一
起，地下的泥巴磨得光净净。我小时候
经常赖在外婆家门口的泥巴墙上，那
墙跟我肉肉的胳膊摸起来没两样，细
腻、光嫩。 大热天，睡在地上，蕴凉的。
可惜我自己家是石头屋， 没办法享受

这些体验。
做草屋要做许多天， 一般都是秋

天进行，家具、被子和锅碗瓢盆都露天
摆着，一家老小吃饭也是露天。等屋做
好了，就有家了。有些人一辈子就盼望
做一次屋， 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
活理想。

草屋顶当然也是稻草做的， 这需
要木匠钉许多椽子， 那一根一根的细
木条像鱼刺一样，形成框架架构。然后
开始铺设稻草，稻草的铺设也有讲究，
要先从屋脊梁开始铺， 将稻草铺子一
层一层地码，顺序披下来。等草屋顶铺

好之后， 需要再用草绳绕子整体地把
屋顶箍住， 许多绳绕子就那么网状地
箍住了屋顶。

新屋，一定是用新稻草。 老草屋，
则需要翻新稻草。 稻草可以经常换，
但屋墙许多年不动。 屋檐下，可以挂
钩子晒东西 ，冬天会挂冰溜子 ，麻雀
还会来做窝。 屋的大小规格也是不一
样的，有些人家的屋，矮到比人头低；
有些人家的屋 ，山墙高到天 ，上面还
留有一个洞眼通风 。 床底下铺的是
草，胶靴里垫的是草，锅洞里烧的，也
是草。 床底下铺，垫的是草。 胶靴里，
垫的是草。 锅洞里，烧的，也是草。 人
无处可去了，去人家的草堆。 现在你
知道草民什么意思了吧。

春日屋脊山 潘先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