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碑无声
□安谅

悦色 □陶陶

我为唐镇写首诗 □严志明

就写花草，绿树 写蓝天，白云 河流

生活有了舒适的底色

然后写宜居新村，也写现代的

倚天高楼大厦

唐镇人，从古老典故里走来

绚丽 雄姿 构想

在一片荒寂，阡陌 原野上

刻意雕琢

变成灵动的字，变成一首激情的诗

从创新，从建设，现代化意识开拓

如一片生动起伏的春潮，激扬着

这里一切繁荣，盛世 发展 生机

延伸着，璀璨 绚丽 希冀 如画的憧憬

写唐镇，就写春天童话里的唐镇小学

那些，活泼 可爱 小鸟

天空 云朵 拍照

美好 幸福 欢乐 寓意

纷纷落在童心梦里

也许，我的思索

信步流连忘返的决心

穿透密织亮丽文化创艺中心

总是凝神到一条流动音乐河

轻盈地漫过心田，绿野 楼群

融进温馨的灯火

春景的新村 飞翔的梦

这一切希望崛起

我拾到锦绣唐镇的诗句

为唐镇写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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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前阵子，母亲兴奋地对我说：“今年收了

三百多斤菜籽，全打成了菜油，120多斤，一

两都没卖。”我说：“卖些吧，反正你一个人吃

不完。去年的油都还有吧？”母亲回答：“可

不是吗？去年的菜油都没吃完，我一个人能

吃多少啊？你不是要回来了吗？这打的新

油，你全部带回去。”

“这边又不是没得买，那么远带菜油，麻

烦！”母亲却说：“人家卖的油哪有家里的好，

带去，反正你新买了车，放你后车箱里又不

碍事。”母亲的菜油我去年吃了一年，确实又

香又纯，只是，我给她菜油钱她总是千推万

推，死活不要，我倒希望她卖掉换点零花钱，

让自己生活好过点。

假期回家，果真看见楼梯口，四个30升
的塑料瓶里，全装着亮晶晶新打的菜油。

我跑去看油缸，发现里面还真是满满的菜

油。“我带陈油吧？新油你自己吃。”我对母

亲说。“陈油哪有新油香，给你当然最好

的。”

临走前晚，我将1000块钱塞给母亲，说

是菜油钱。她不接，我偷偷地放在她的抽屉

上，第二天一早，她将钱分给我的两个女儿，

一人五百，说是给孩子们的打发钱，必须收

下。我无奈，又将钱偷偷放在她的手机下。

前两年，得知老公血压偏高，母亲不知

从哪知道“减压”措施：“吃菜油，少吃猪肉和

猪油。”我嗯嗯地答，然后，只听见她说：“以

后，我每年都种菜油，你也省得出去买。”

种菜籽是个烦琐的活儿，既要育苗，又

要培管，到成熟了，还要趁着天气好打菜籽，

晾干，然后放风车里吹干净杂物，没有种玉

米简单省事，只要施点肥就可以收获了。

我不让母亲种油菜。母亲怕热，一晒太

阳就头晕眼花，可是母亲虽然嘴上答得爽

快，但每年都是坚持种。种出来的菜油，多

半都给了我。

去年，我没买车，母亲坚持送我三桶菜

油，我说转车三趟太重太麻烦，她硬是不厌

其烦地说她种的菜油香，然后坚持把我送到

县城车站里。

今年放假在家呆的时候不多，回来后，

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跟人说，你回

一趟家，啥都没带，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

说：“不是带了四桶菜油吗？这还少啊？”母

亲说：“你给了钱的，不算是我送你的。”

也许，在母亲认为，我白吃白拿那是她

最幸福的事。明年，我得换个法儿给母亲

钱。

每一年，365个被菜油浸香的日子，母亲

的爱，随处都在。

茶水间的窗台上有一盆文竹，种在普通

的红色塑料盆里。它看上去就是极普通的

一蓬青枝，但其中一个新枝发芽长茎，蹿得

特别高，可谓一枝独秀，煞是好看。我惊讶

这样蓬勃的茎秆没有倒伏在地，也没有匍匐

在窗台上，居然能如此挺拔高耸，直逼窗台

顶上。我禁不住凝视，细察，才发觉之所以

它没有自由发展，是在它的旁边并排站着一

根同样细高的银色钢丝，细塑料绳把它和文

竹的茎秆绑在一起，使疯长的新枝有了撑持

和攀援。那绑扎的绳，是难得一见的绿色，

还是细的。一根细钢丝，一条细绳，银色和

绿色，都是那样和谐、不突兀，不仔细看是看

不出来的。

美是精致的。如此细致，显然是用了心

思，把这几样平日里不常见的东西弄到也是

费了功夫的。有人就是这样讲究，为了美

观，绝不将就。有不怕烦的耐心，还能付诸

行动。

我猜测这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做的。她

年近五十，干一份平凡活，却有一颗玲珑

心。我开始关注她。

她善待美的事物。把有人丢弃的业已

萎谢的花拣得三五枝尚好的插在瓶里。她

还养了一盆绿萝，高楼无土，把小型的净水

桶剪去上半部分，盛水给养。有一次，在一

个透明玻璃瓶里养了一朵红掌的花，有质感

的红花瓣，长长的绿花蕊，在水里分外鲜艳

柔美，如翩飞的蝴蝶。窗台总有美丽的景

致。

她喜欢穿鲜艳的衣裳，大红大绿是常穿

的颜色。下班了脱下淡绿的工作服，一袭鲜

艳的红色衬衫或者翠绿的毛衣，让我一惊。

不见得有多好看，但那色彩是机关里十分少

见的明艳。想来她的心境也特明丽。

我再看她侍弄的文竹，披一身翠叶傲立

窗台。那鹤立鸡群一般优雅纤细的枝条，每

天在变化，由嫩黄渐成嫩绿，由一点幼芽变

成一片绿叶。它不断冒出新芽，又抽出一片

新叶，还在往空中生长。生命是那样蓬勃，

那样充满生机。

我对它片刻的凝视，也愉悦。一个人是

可以有更明媚的世界的。经由她培育的绿

植体味生命的状态，给日常带来些许的不

同，些许的生动。

井冈山云遮雾绕，细雨绵绵。我们从

茨坪镇红军南路出发，沿山路逶迤而下，车

行约 4公里，就到了半山区地势较低的一

个平坦洼地，这就是五井中“小井”了。

云雾缭绕之中，群山环抱之间，满目峰

峦叠嶂。有溪水淙淙流过，令这一片天地

更显秀美。蓦地，就见到前方一栋古色古

香的楼房了，坐北朝南，全木结构，质朴得

如同普通山民的居屋，但又有一股子庄重

的特质，令人肃然起敬。

那是 1928 年的秋天，红四军在三湾

整编之后，与反动军队的战斗频繁而激

烈，伤病员自然也增多。为此，毛泽东决

定在小井建造一座医院，经过红四军党代

会审议通过后，就开始了兴建工作。红军

官兵纷纷倾囊相助，他们的钱款是自己的

零用钱，还有从每天菜金结余中分得的本

来就微薄的部分，当时就叫做“伙食尾

子”。费用不够，大家都投身建设工作，用

心出力，就地取材，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想

方设法，克服困难，把一个大约 900 平方

米、上下共两层的楼房迅速建成了。这就

是红军第一家医院，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

所正规的医院。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潮

湿、条件十分艰苦的地方，成百上千的红

军伤病员在此疗伤。

有一张年轻人的相片，挂在屋内的墙

壁上，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走近一看，影像

虽然略显模糊，但相片上的年轻人抿着嘴

唇，目光坚定，英气逼人。这活脱脱一个小

帅哥！还来不及我们想象，相片下方简短

的文字，已让我们屏气凝神，什么话都说不

上来了。及至讲解员生动地述说后，我们

的眼眶已满含热泪。这位毛泽东极为赏识

的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叫张子清。他作

战英勇，有才有识。在一次战斗中，脚踝部

中了弹，由于毫无医疗条件，子弹不仅没能

及时取出，伤口也发生了严重的溃烂，他不

得不住进了红军医院，设法治疗。但当时

缺医少药，特别是消炎用的药水一滴都找

不到了。医生在用竹镊取夹他骨肉深处的

子弹，也没有一点麻药，他紧咬着牙，浑身

衣裤都被汗水湿透了，但他不吭一声。最

终，子弹还是未能取出，伤口仍如刀割一样

的痛。有战友来探望，给了他一小包食

盐。他舍不得用，把食盐包珍藏在自己的

枕头底下。在伤口痛得实在难以忍受时，

他才用手去摸一摸盐包，手指象征性地再

轻抚一下伤口。他知道食盐太宝贵了，他

不想自己就这样用掉了。

果然不久，有重伤员被送进了医院，手

术时急需食盐消毒。张子清二话没说，就

从枕头底下掏出了这包食盐，坚决地塞进

了医生的手里。医生看着他已严重感染的

伤腿，不忍接受。他沉下了脸：“抢救重伤

员要紧！”执意让医生拿走了食盐。

张子清的伤口进一步大面积感染，最

终危及生命，停止了呼吸。那一年他还不

到而立之年。面对他安详的面容，被抢救

过来的重伤员哭了，医生护士们哭了，红军

战士们都哭了……而此刻，面对他年轻英

俊的面容，我们在新中国长大的这些人，怎

能不心有触动，心怀感动呢？他还只是一

个半大的小伙子呀，却为了信仰和事业，早

早地献出了生命！人和人，究竟怎么比，人

的生命，究竟又用什么来衡量？

步子沉重，心更沉重，站在这不足 20
平方米的墓地前，我又一次经受了心灵的

震撼。这墓地 80 多年前还是一片稻田，

这里面竟埋葬了 130 多位红军战士的忠

魂，130 多位战士，也只有 18 人如今还有

名有姓。大多数人，无名，甚至无骨，永远

长眠在这片红土地上。其中有一位只有

14岁！

事发 1929 年 1 月 29 日。在黄洋界战

斗中失败的敌军，买通一位当地游民，由他

作向导，偷偷绕过哨口，直奔小井进行突

袭。红军医院的重伤员和医护人员手无寸

铁，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敌我力量过

于悬殊，伤员们被驱赶到了这片稻田里，敌

军烧了医院，还对伤员们严刑拷打，威逼利

诱，让他们说出红军的去向。寒风凛冽刺

骨，敌军的蹂躏也无所不用其极，但红军战

士昂首挺胸，像一尊尊不倒的铜像，怒视着

敌人。敌军气急败坏，竟然架起了机枪，向

他们拼命扫射。在这最后关头，战士们还

用尽全身力气，齐声高喊：“中国共产党万

岁！”鲜血染红了小溪，染红了大地，映红了

树木，也映红了天空。

讲解员娓娓讲述着，哽咽着，晶莹的泪

水在脸上流淌。我们的热泪也从眼眶溢

出，滚落在双颊。我们站在墓前，向先烈们

充满崇敬地三鞠躬，又虔诚地献上了一支

支洁白的花朵。

同行中有人问这位名叫姚王珍的讲解

员：“你天天在这里讲解，天天这样动情

吗？”

她扬起脸，坚决地说道：“是的！因为

他们是最有信仰的人，我也是红军的后

代！”

苍松挺立，烈士无名，石碑无声。

小井是多么安宁和平静。我听得见自

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从山涧里蜿蜒奔泻

的小溪，仿佛在述说着什么，是的，它告诉

了我们许多许多。

阳光乍现，云雾正在散去，雄伟奇峻的

井冈山愈显峥嵘……

菜油浸香的日子 □刘亚华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我用我的血液滋养着森林

庄稼，果实，蚂蚁

滋养着祖祖辈辈的父老乡亲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我爱勤劳、勇敢、善良的人们

爱麦浪滚滚，蒹葭苍苍

爱大自然四季变换的风景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我生长鲜花，也生长毒草

在正与邪的不断抗衡中

演绎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

有人说我有父亲的敦厚

有人说我有母亲的胸襟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承担与包容是我最美的品德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李小军川沙古城（油画） □杨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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