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巍井冈魂（中）

潘诗颂

山之灵———亘古井冈山
五指峰，位于茨坪西南面六公里处，因

峰峦像人手的五指而得名， 海拔 1438 米。
五指峰峰峦由东南向西北伸延， 绵亘数十
公里，杳无人迹，人只能站在隔岸的“观景
台”上远望，已列为自然保护区。 两边巨峰
对峙，中间一条深谷，谷底为龙庆河，即井
冈山河。 谷底有个神仙洞，当年红军曾在此
顶严寒、斗冰雪，坚持了 40 多天游击战，故
名“游击洞”。 五指峰还有一座瀑布，落差约
二百米， 五指峰瀑布是井冈山落差最大的
瀑布。 五指峰脚下有一群峦湖。 1988 年和
1992 发行的面额一百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
是井冈山主峰五指峰。

巍巍井冈，兰花繁茂。
兰花，花中君子，她叶丛疏密有致、四

季常青；花朵端庄秀丽，香气清新飘逸，她
素雅的神韵风姿， 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
客为她赋诗作画、称赏吟颂。

而在人们的心中，这里还盛开着一株馨
香隽永的井冈兰———红军女英烈伍若兰。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有幅油画 《伍若
兰浩气长存》，还原着这位英姿飒爽的美丽
红军女战士， 还流传着一个美丽而又令人
潸然泪下的故事 。 朱德 1962 年重上井冈

山，临下山时，他什么也不要，只带走了一
盆“井冈兰”。 同时作了一首诗《咏兰》：井冈
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 漫道林深知
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

井冈山的兰花不仅美丽，而且质朴、坚
韧、高洁、芬芳，恰女中淑人、男中君子。 除
此之外， 也让人不禁想到朱德在井冈山时
的妻子———伍若兰。 1929 年 2 月，红四军在
江西寻乌县圳下村宿营时遭到国民党军伏
击， 伍若兰率警卫班断后， 激战中负伤被
捕。 伍若兰是一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难
得女子，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头颅被砍下
示众，却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朱德在山
上兰花坪这个地方挖了几株井冈兰， 带回
北京种养，还有就是留下了这首诗。

井冈山有兰，高洁美丽，气贯长虹，亘
古留芳。

到井冈山不能不看竹子。 井冈山的翠
竹是人世间最绿的，她们擦亮了一片天空，
让中华大地充满了勃发的生机。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竹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做成矛、竹刀、竹剑杀敌；做成竹
梆传信号，扎成竹筏送军情；竹片与荷叶编织
成斗笠；竹笋是露营野炊的菜；竹板做成挑粮
食、运弹药的扁担；竹片点燃做过红军的火把；
竹竿削直挂过红军的战旗； 竹林是红军天然
的掩体；而竹钉阵，更是威力无比……

毛竹贯穿于井冈山斗争， 为革命鞠躬
尽瘁，贡献了一切，已然化身为井冈山精神
的物质载体。 青青翠竹，随风招展，宁折不
弯，正直向上，这正象征着革命先烈们不屈
不挠的顽强精神， 正是因这种精神的支撑，
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燃成燎原之势，
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的力量，中国革命的红

色政权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井冈山不仅是红
色的，也是绿色的。 走进百竹园，我的心中充
满了对竹子深深的敬意。

井冈山的土地是红色的， 当地老百姓
都说是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它， 也染红了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英雄的花也叫映山红、 山石榴、 山踯
躅、 金达莱……但我更喜欢杜鹃花这个名
字。 每年夏季， 当一朵朵映山红花开遍山
野，其鲜艳夺目之状、热烈绚丽之景让人思
绪万千。 杜鹃花是英雄花，那火红的颜色，
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 她象征着井冈
山斗争、井冈山精神、井冈山人为中国革命
流血牺牲作出的巨大贡献。

徜徉在井冈山的山山水水之间， 行走
于井冈山的苍松翠柏之中， 静静地聆听发
生在那段红色岁月中一个个感天动地、震
撼人心的革命事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
一条溪流、每一片绿叶都深深地启迪着我。
上井冈山去看看兰花、翠竹、杜鹃花吧，那
是美的胜地、精神的家园。 让我们常到井冈
山看看，感受平凡中的伟大，听一听历史意
味深长的嘱托。

一次井冈行，一生井冈情。 井冈山，是
我心中仰望的高度。

从“康乾盛世”到落后就要挨打
陈德辉

“康乾盛世”始于康熙二十（1681）年，止
于乾隆六十（1795 年），计 114 年。 康雍乾三
朝文治武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稳
定，均为史家所肯定，被誉为我国古代“三大
盛世”之一（另两个为西汉的文景之治和唐
代的贞观之治）。 这一期间清廷运用强大武
力，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辖治西藏，
召安蒙古，开疆拓土，奠定了我国现有领土
疆域，形成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大国。 内政方
面，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改革税赋，从而促
进生产，改善民生，推动人口的大幅增长。 明
代全国人口最高年份为 6330 万人， 康熙年
间突破 1 亿，乾隆年间突破 3 亿。 在当时，
人丁兴旺是人民生活安定宽裕的标志。

康雍乾三朝也有诸多弊政， 给国家造
成最大的伤害是闭关锁国、 全面僵化，导
致整个民族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被淘
汰出局。 清代农业虽有缓慢的发展， 但商
业、 手工业增速都不如明代， 现代工业为
零。 尤其是武器运用和军工生产极端保守
落后，被西方蓬勃发展的现代军工远远甩
在后头。

当时清廷对于建立军队的认知， 并非
主要对付外敌入侵， 而主要是用于镇压国
内叛乱， 因此他们认为大刀长矛这些冷兵
器和他们视为所向无敌的骑兵就绰绰有
余，不需要研发和制造他们称之为“火器”
的热兵器。 康熙平定葛尔丹之后明令禁止
火器研制， 并将前代关于研制火器的书籍
列为禁书，从而使火器的发展失去传承。 当
时有一火器专家戴梓发明了一种类似近代
机关枪的“连珠铳”，清廷不予采用，并严禁
发明者制作和传播。 道光年间竟明令试制
火器者处以极刑。 与此同时，对外国前来推
销近代武器者一概拒之门外。 1793 年英国
国王以庆祝乾隆八十大寿为名， 派特使来
华，意在开展商贸，结果空手而归；特使建
议乾隆观看欧洲火器演习，意在推销，竟也
遭到拒绝， 从而丧失了引进西方先进武器
的机遇。 国内火器严禁研发，国外武器不准
进口，这样，全球火药的发源地竟同近代机
枪火炮等热兵器擦肩而过。

就在清廷陶醉于“康乾盛世”的时候，
17 世纪中叶西方以蒸气机为标志的新的动

力和机械化生产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
命。 从英国开始，席卷欧洲大陆。 生产力迅
猛崛起，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巨变。 随着生产
过剩，欧洲许多国家争相霸占殖民地，出现
了用几吨香蕉换一台收音机的怪事。 由于
殖民战争的需要， 军事工业也随之迅速发
展。 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在 19 世纪初
拥有 2.5 万名员工和各种先进设备，一周时
间就能生产 2500 支连发枪和机枪。 由于清
廷实行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 对于大洋彼
岸工业和军火生产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统
治者全然无知。 他们自诩为“天朝大国”，认
为“天朝物资丰盈”，无需发展海外贸易；他
们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火枪火炮视为“奇技
淫巧”，不屑一顾。 结果列强入侵时，清迁只
能以大刀长矛来抵御敌人的坚船利炮，失
败是必然的。

清廷由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万余骑
兵，素称清军精锐，八旗劲旅。 在与英法联
军激战于天津城郊时， 骑兵一拨又一拨地
奋勇冲锋， 但在敌军机关枪密集子弹中纷
纷落马丧生，壮烈行为，康乾悲歌。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帝国主义用
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廷战败，被迫签
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
香港，赔款 2100 万两白银。 这使帝国主义
摸到了清廷的底牌：打败它并不难，勒索可
以开出高价。于是入侵者接踵而至。从 1840
年到 1905 年的 66 年间， 我国一直笼罩在
列强侵华的硝烟之中。 一千多个不平等条
约，被迫割地赔款，勒索敲骨吸髓，仅庚子
赔款即达 9.8 亿两白银，正如康有为在奏折
中所说：“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 从此
中国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中国
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康乾盛世”所留下刻骨铭心的沉痛历
史教训， 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各族人民懂得 “落后就要挨打” 的铁
律，痛下决心，竭尽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努力加快国防和军事实施现代化
进程， 遂有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蓬勃兴
起，有了科学技术的异军突起，有了国力军
力的突飞猛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
曙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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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小区里种了很多柿子树。 由于
水土适宜，柿树长得很快，短短几年时间，
上百棵柿子树便拔地而起， 茂茂盛盛，郁
郁葱葱。

春天，光溜溜的枝丫上冒出许多嫩黄
色毛茸茸的细芽，随着天气转暖，逐渐长
大，圆润肥厚，油亮光滑，翠意森然。 当一
簇簇小黄花落尽，绿叶间就挂上了许多圆
圆的绿色的小柿子。

并非所有的小柿子都能长大成熟，很
多小柿子禁不住风吹雨打， 纷纷落到地
上，犹如一颗颗翠绿圆润的珍珠，给玩耍
的孩子带来了很多乐趣。

夏天，柿树枝叶繁茂，小柿子一天天
长大，沉甸甸的缀满枝头，那些肥厚而有
光泽的柿叶越发茂盛，给累累果实输送充
足的营养。

“七月核桃八月梨， 九月柿子黄了
皮。 ”进入农历九月，秋风凉了，柿树上青
色的果实渐渐由青泛黄，先是淡黄，很快
变成金黄，最后变成橙黄。 绿色的叶子，金
色的果子，风吹来，枝摇动，刷刷响。 院子
里还有一些桂花盛开， 看着这丰收的景
色，闻着桂花淡淡的清香，真的让人心旷
神怡。

又过些日子，叶子也逐渐变黄，而柿
子则逐渐变成了橙红，最后是大红。 柿子
红了 ，就是熟了 ，可以吃了 ，但不知为什
么，小区里很少有人采摘。 我想，原因不外
乎有二，一是现在水果品种太多，人们对
柿子这种本地果子不感兴趣了。 二是柿子
含糖量太高，现代人注重养生保健，也就
望而却步了。 不管怎样，结果是让成百上
千的鸟儿领尽了风光，赚足了便宜。

“秋去冬来万物休，唯有柿树挂灯笼。
欲问谁家怎不摘，等到风霜甜不溜。 ”霜降
过后，气温降低，柿树叶子也迅速变成红
色，秋风一吹，飘飘洒洒落在地上。

每天清晨，柿子树下满地落英，树上
就只剩下红红的柿子和啄食的鸟儿了。 成
群的鸟儿在枝头跳来跳去， 唧唧喳喳，边
吃边闹，很是兴奋，这种景色要一直持续
到来年的春天。

秋风起，天渐凉，在秋叶飘落、萧瑟寥
落的的季节里，那一串串火红的柿子挂在
枝头，在风中摇曳，美得自然，美得充实，
透着一种喜气，让人心生底气。 这是秋天
特有的神韵，柿子是深秋的心脏，是万千
生灵的希望。

站在小山上，放眼望去，黄叶纷飞，火
红的柿子燃烧在枝头，恍然个个红色的灯
笼，一派喜气，蔚为壮观。 收住落寞的心
情，欣赏不一样的秋日画卷，会对这个收
获的季节充满深情和希冀。

柿子的黄和红， 是秋天的浓墨重彩，
人们把各种祝福，都藏在其中。 家乡的母
亲会为远方的孩子， 留下几个自家的柿
子，等待着归期。 远方的游子，会在柿子红
时，愈加思念亲人，思念家乡的小河，思念
袅袅的炊烟，思念房前屋后的柿子树。

我对柿子的感情始于少年，始于姥姥
家。 姥姥的家在寿光县稻田镇，院子里有
一棵柿子树，品种是“水柿”，树干有碗口
粗，四五米高，体型不大，从来不用怎么管
理，但年年结不少柿子。

刚摘下来的柿子又苦又涩， 不能吃，
需要有个脱涩过程。 姥姥把柿子整整齐齐
码放到锅里，添上水，灶下烧火，把水烧到
三四十度的样子。 没有温度计，姥姥用两
根手指伸到水里一试便知。 这个工艺叫
“澜柿子”，需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从晚饭后开始，一直到清晨，姥姥忙
活一晚上，柿子就澜好了。 澜好的柿子又
脆又香又甜 ，有蜂蜜的清香，有蔗糖的甘
甜，有山芋的细腻，不但质感丰富，还有着
悠长的韵味。 吃一口，沁腑入肺，让人有一
种说不出来的满足和欣喜。 但我只能吃一
个，其它的要去赶集卖了换钱，姥姥家一
年的油盐酱醋全靠它了。

姥爷把柿子装满两篮子，上面盖上蓝
底白花的印花布， 一手一个提着在前面
走，我紧紧跟在后面，稻田集离姥姥家三
里路。

到了集上，找好位置，开始叫卖。 工商
所的人来检查，要出示大队部开具的“自
产自销证明”。 快到中午时分，柿子全部卖

完。 姥爷领着我来到小饭店，花一角钱买两
个包子，让我边走边吃。 包子是白面皮白菜
馅的， 掺了炸猪油剩下的油渣， 很香很好
吃，那是我记忆中吃到的最好的东西。

童年的日子是清苦的，甜甜的柿子带
给我的不仅是口腹的享受，更有一种期盼
和欣喜。

每年摘柿子的时候，树顶端习惯性地
要留下几个，姥姥说等它们熟透了再摘下
来，会又软又甜。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那
些留在枝头的柿子从来就没摘过，留在那
里任由风吹雨淋，鸟雀啄食。 多年以后，我
才明白：那是给鸟儿留的！ 那红红的柿子
里蕴含着多少农人的善良和他们对生命
的敬畏啊！

一晃六十年过去，儿时对柿子的印象
依然历历在目，柿子的清香依旧在心中飘
荡，而我渐渐地习惯了在浮华的俗世里为
自己寻一方角落，执着地热爱着生活。 几
十年的光阴在眉梢间溜走，我用一颗火热
的心辛勤耕耘，尽己所能，报效社会，早已
褪去青涩，多了一份稳重和成熟，心中也
多了一份平淡。

柿子营养丰富，含有钙、磷、铁等元素
和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比一般水
果高出 1～2 倍。 据说，柿子还有较高的药
用价值，具有清热去燥，润肺化痰、止渴生
津、健脾治痢、降压止血等功效，是治疗慢
性支气管炎、高血压、动脉硬化、内外痔疮
等病症的天然药物。

柿子可以深加工，最简单的是加工成
柿饼。 经过选果、去皮、晾晒、捏饼、上霜等

四道工序，圆圆的柿子就变成了扁扁的柿
饼。 晒干后的柿饼，可以储存很久。 在大雪
纷飞的时候，围着火炉，吃几个柿饼。 甜到
心里的感觉，真舒服。

在山东，最有名的柿饼当属菏泽生产
的“曹州耿饼”。 菏泽史称曹州，这里的柿
树以镜面柿为最佳，由镜面柿加工而成的
“曹州耿饼”，个大无核，色泽橙黄透明，肉
质细软，味道甘甜，营养丰富。

耿饼自生白霜，呈颗粒状，具有独特
风味。 “柿霜”具有治疗小儿口疮，润肺化
痰，止痢止血降压之功效，深受国内外市
场的欢迎。 自宋代以来，被历代列为皇家
贡品。 后来进入日本、香港及东南亚地区，
一直供不应求。

柿子还可以酿酒、制醋。 与制造葡萄
酒的工艺大致相同， 即先把新鲜柿子榨
汁，然后发酵、蒸馏，制成的酒和醋，具有
良好的营养和保健功能，具有一定的市场
优势和发展潜力。

柿子树就像家乡的农民一样，朴实低
调又不张扬。 春天它们把最美的花期让给
了桃李， 初夏的柿子花开得悄无声息，素
朴至极。 整个盛夏它默默生长，青涩的果
子无人问及。 终于到了秋天，它们冒风雨，
披寒露，染风霜，在飒飒的秋风里，在万物
萧条的天地间凌霜含笑，那暖暖的橘红色
温柔了整个秋天。

中国人对柿子情有独钟，因为它有着
吉祥的寓意。 “柿”谐音“事”，古人便将诸
多种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

齐白石老人善画柿子 ， 留下很多绝
品。 “好柿成双”“柿柿如意”“柿味清香”
“世世平安”“事事安顺”，老人把对生活的
祝福，都画进了一幅幅柿子图里。 记得有
一幅《新喜》，是老人家七十三岁的作品，
几个柿子，在一瓶梅下，旁边是一壶老茶。
生活到最后是简净， 所需已经不必太多，
平安喜乐就是好。

人这一生，也就图个世事平安 ，内心
喜乐。 能像白石老人一样活得通透，看似
简单，实则很难。 在光阴里，我们会遇见很
多新鲜的人和事物，只有用一颗喜悦和平
常心去面对，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世间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柿子
熟时，是软的。 人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也
渐渐变得柔软。 历经了风霜雨落，途经了
阳光星辰，沿路的风景早就把一颗坚硬的
心，磨砺出了润泽的光彩。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柿
子树，每个人都在秋中，过着自己的生活。
面对世事 ，只有像柿子一样，持一颗柔软
心，用一身火红的爱，才能把苦涩的日月
沁出甜味来。

致敬十月（组诗二）

吴治国

欣逢新中国 72 周年华诞， 谨以此致敬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 赤子
魂殇，山河无恙，那年他们正青春，愿后人永
远铭记他们的英名。

绝代双骄（陈延年）
（安徽怀宁人，1927 年 7 月 4 日就义于上海，

时年 29 岁）

江左襟淮西, 东晋首府邑。
黄梅唉声里，孔雀东南栖。
陈门荟萃英，独秀领风情。
延乔代英烈，忧国忿难平。
十五从学行，风餐露宿勤。
锦衣玉食弃，踏波万里寻。
兄弟携手怜，誓取主义真。
文韬备武略，呼号醒黎烝。
慷慨龙华里，前仆后继殉。
冲冠叱斧钺，勇烈铄古今。
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
绝代有双骄，每忆泪沾巾。

剑胆琴心（赵世炎）
（重庆酉阳人，1927 年 7 月 19 日

就义于上海，时年 26 岁）

武陵酉水寒，九溪叙龙潭。
青蒿念故土，落英聚桃源。
德元玉昆传，琴鹤世家贤。
垂髫捧经册，束发出乡关。
京师觅大道，抚琴思婵娟。
挥毫贬时弊，仗剑维震旦。
庶民恒相伴，少年意炎炎。
西游携恩来，惟济天下先。
黄昏贼自诩，壮志虏胡餐。
背嵬百十勇，冲阵破敌胆。
沪上三伐纣，挥遒坼东南。
弹冠迎刀殂，弦断韵自闲。

黄浦军魂（卢德铭）
（四川自贡人，1927 年 9 月 23 日
牺牲于江西萍乡，时年 22 岁）

富荣启秦疆，泯沱水沧沧。
自贡多盐卤，双井渊源长。
投笔从戎马，千里奔珠江。
秉烛谈孙武，闻鸡舞剑忙。
黄埔铸军魂，勇智冠玄甲。
东征先锋急，北伐神威扬。
镰刀铁锤起，钤谋中军帐。
赤旗漫秋野，雁翎透寒光。
热血湿征衣，肝胆照赣湘。
将军鏖战死，忠魂佑井岗。
清清芦溪水，浣我勇士裳。
大德唏声远，硕勋铭未央。

奔雷英雄（张太雷）
（江苏武进人，1927 年 12 月 12 日

牺牲于广州，时年 29 岁）

乾隆太学贤，延陵家风俭。
仁让堂前燕，啄泥太湖边。
德泽被邻里，泰来复椿年。
厚学越吴中，长铗兀自言。
燕京阅春秋，忧思旦夕间。
五四助巨澜，马列谋新篇。
雪域途漫漫，潇潇朔风寒。
声名鹊苏俄，英才参谪仙。
太雷震粤宇，虹霓贯岭南。
黑云摧城阙，屠龙意犹坚。
长歌恸当晚，启明坠宵汉。
素心寄明月，含笑慰九天。

旷世侠侣（周文雍/陈铁军）
（广东开平人/佛山人，

1928 年 2 月 6 日同日就义于广州，
时年 23 岁/24 岁）

苍江会潭江，开平碉楼乡。
贫贱志高洁，周氏好儿郎。
三水映季华，佛山忠义邦。
咏春蕴武魂，巾帼剑气藏。
省港策风云，羊城斗虎狼。
琴瑟两相惜，佳人拭刀枪。
英名赛郭黄，涅槃在襄阳。
壮哉侠士情，为国为民殇。
执手共生死，情贞淡梳妆。
梁祝恨遗篇，余音绕红岗。
忠烈存千古，高义世无双。
人生复何求，黄泉亦流芳。

柿柿子子红红了了
陈陈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