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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种种色彩，我最喜欢的
还是红色，因为它是鲜血的颜色，因
为它是党旗的颜色。安源煤井有红色
的故居，井冈山上有红色的星火，雪
山草地系着红色的飘带，延安城头飞
出红色的凯歌。红色的音符谱成国际
歌，铁锤镰刀飘展红色的思索，尽管
世界风云不断变换，红色永远在风雨
中闪烁。

亲爱的党啊，因为有了你，南湖
的红船才像摇篮，从茫茫的黑夜，摇
出一轮希望的旭日。因为有了你，井
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才熊熊地燎原了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有了
你，遵义红楼的会议，才成了二万五
千里长的巨龙身上那最精彩的点睛
一笔。因为有了你，延河的水才汇成
洪流，掀起汹涌的滔天巨浪，淹没那
块贴着膏药的破旗。因为有了你，西
柏坡不眠的灯光，才点燃了共和国第
一缕灿烂的晨曦。因为有了你，才有
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划破长空的湖南
话，让所有的中国人扬眉吐气。因为
有了你，十三亿英雄的中华儿女，才
在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人间奇迹。因为有了你，才有了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才有了邓小平理
论的务实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真
谛。因为有了你，才有了中华民族的
大团结，才有了伟大的新中国和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亲爱的党啊，我爱您！这是发自
我内心深处最亲切最深情的话语，我
愿用每一次心跳，我愿用每一次呼
吸，来千万遍地表达心意。我爱您啊，
亲爱的党！这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镌
刻在心里的誓词，这是在茫茫黑夜中

迸发出的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绽开的
第一缕驱走黑暗的晨曦。

亲爱的党啊，我爱您！这是雷锋做
好事的真谛，这是焦裕禄在兰考的实
践，这是孔繁森献身西藏的命题，这是
任长霞勤政廉政的答案，这是所有共产
党人心中的旗帜。

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句话，把灾难
深重的祖国扶起；随着一位老人在南方
的谈话，古老的土地加速长出经济奇
迹；随着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的领路
人，中华民族正大步走向文明走向富
裕。

我爱您啊，亲爱的党！是您让一个
民族挺直脊梁，把“东亚病夫”的耻辱
洗去；是您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要
彻底赶走贫穷和落后，让所有的土地都
长出富裕。

亲爱的党啊，我爱您！是您用“三
个”代表的春风，吹开人民脸上灿烂的
笑靥；您总是与时俱进地站在时代的前
列，不断清除身上残留的腐败，永远保
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亲爱的党啊，我
爱您！请把我们千百万党员的忠诚，化
为您战无不克的动力。亿万各族儿女在
您的率领下，将沿着党中央开辟的航
向，一起去创造新世纪的伟大奇迹。

迎风飘扬的旗帜，是我们心的归
宿。你在危险中诞生，你从血泊里举起。
希望随你冉冉上升，理想随你化为现
实。啊!你是一面胜利的旗；啊!你是一面
光荣的旗。

鲜艳夺目的党旗帜是我们魂之所
系。你在炮火中诞生，你在弹雨中洗礼，
祖国跟着你富强，民族伴随你崛起。啊!你
是一面光辉的旗；啊！你是一面希望的
旗。

党旗颂
□一心

古代的诗人骚客，多闲雅之志，颇
多寄情山水、吟风弄月之作，摹景写情
之高妙，千载之下诵之，尤如穿越时
空，恍入其境，只觉美不胜收。只是以
古人诗文摹写的意境衡今日山川风物
之状，觉古人诗文词藻之美、古时山水
风月之佳，又使人别生无限感慨。

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描写士
子修禊日于山水之间曲水流觞之胜境
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
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
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
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一群峨冠
博带、风流俊雅的才子，围坐于家乡山
间清溪上下，流觞之来，饮者赋诗。此
景真如晋诗人左思所吟 “不必丝与
竹，山水有清音”，风雅得让人恨不生
于同时。处于今日之时的我们，于周边
恐难再觅此胜境，即有仿佛处，怕也是
细流如丝、浊不见底，且人声鼎沸、饮
料瓶遍布矣。

宋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赤壁
江山水月之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
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
天。”其在《后赤壁赋》中又云：“江流
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
出。”其景之空灵清澈与雄峻高远，令
人不免神往。如今长江之沿岸，港口林
立，工厂遍布，船舶穿梭，苏轼赋中所
摹之月光、水光与江流之声，早为千重
灯光所掩、轰隆之声所盖也。苏轼曾在
前赋中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
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不想时至今
日，赋中自然之物取用“无禁、不竭”
之句已成虚语，倘苏子再世，怕是再也

无赋可作，只落得仰天长叹了。
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描写春夜

江天月色，甚是澄澈：“滟滟随波千万
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然
空中孤月轮。”好一派江天悬皓月、千里
俱澄澈的春江月色图，皎洁月色与江中
白沙、风中流霜绝无分辨，真个是“江天
一色无纤尘”。此月千里同观，当是一般
圆润。无怪苏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 中吟道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他与相别异地的弟弟子由可借一
轮明月互慰想思。我们今天赏月之习犹
存，然今日之月与古时之月同耶？此地之
月与彼地之月共耶？以今日环境污染之
严重，怕是与古人之赏大异其趣了。

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还有妙句
云：“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
似。”借无穷之月而感叹人生短促，月可
让一代代的人欣赏，而人却不能赏尽古
今之月。今日人们面对世事变迁常谓
“物是人非”，依今日之自然环境变化境
况度之，人固依然代代为“非”，然物何
曾为“是”？亦随人事之代谢而日益其非
矣。

古人流连山水，往往在所居之地，想
见古时山川风物，处处皆景，不似今人要
看山水，非得假日到名山大川旅游。即是
名山大川，也因开发旅游的需要，弄得年
年岁岁不相似了。吾尝与友人言，古人感
叹人生短暂，而江山风月永存，然今人只
要一、二十年功夫，便可让浩浩河流沦为
涸池，巍巍高山夷为平地，这恐怕是古人
未曾料想到的。

今日之山水风月，后人尚得见否？

古人笔下的山水风月
□吕达余

当我庄严地举起右手
拳头里，攥紧鲜红的信仰
纯情的眸子一闪一闪
多么明亮
一个声音
已经，在蓝天白云之下
呼唤成永恒的方向
而躯体里的每一滴血
都沿着历史的脉络
在镰刀和铁锤的招引中
肆意流淌

从此，我的旅途与红色
息息相关
我知道，路上的脚步

越来越铿锵。我知道
我的生命
不仅仅属于一个人
还有每一寸土地，以及
土地之上
所有的追求和梦想

如果，我恪守的誓言
能够换来
每一个人脸上
温暖而幸福的阳光
那么，我的青春
定会在风雨和泥泞中
追随一面旗帜
忠贞不渝，永远飘扬

当我庄严地举起右手
□白俊华

豆角不贵气，也无可寄托之处，入
诗不多。明代吴宽有一句“短篱垂豆
角，破壁上苔衣”，倒是很贴切，篱笆
边栽豆角，既挡了鸡鸭，又遮了烈日，
还可以油在锅里熬着，出门掐两把，冲
洗一下，切几刀，下锅炒几滚，装盘。这
种豆角短粗，肉厚，泛红色，宜于搁点
肉烧。我们那里叫“迟豆角”，一般在
初秋季，和石榴一块儿，“豆花连豆
角，榴朵映榴房”，说的就是这事。

然而我要说的是青豆角，长在仲
夏的，是正正经经要种在菜园里的。一
般是一两畦，先种着，浇水、点肥料，稍
长，它就原形毕露，擎着蔓儿，蔓前伸
着触须儿，就像嫩生生的小脚丫，很犹
疑地想向上爬的模样。父亲就到山麓
砍些细木棍，削尖了，趁着一场雨浸化
了土，插在畦里，顶相抵，底叉开，成
“人”字形，就像顽童顶牛。拿稻草扎
紧了，也不用人教，第二天，藤子就爬
上去了。抓得紧，风吹不掉。

豆角花开了，也香，人却不闻，只
有黄色的小蝴蝶敛翅，立于其上，时而
扇动翅膀，竟不知是风吹的，还是它猛
然从一个梦里醒了。豆角花对开，两姐
妹互相打量着：嗯，红啊紫啊白啊，像
一个个小风车，挺不错的。风一过，她们
就摇动起来，动啊摇啊，乡村里就很香
了，但这时候香的物事多，没人在意。似
乎就在一夜之后，一条条小绿虫一般，
细细的、可怜见的小豆角，就在豆花里
钻出来了，也是成双成对的，喜人。

若是遇到一场雨，次日再见，就是
长辫子的大姑娘了。一条条碧玉，恰到
好处的瘦，胖了不好，不只是不好看，炒
出来出水大，黏乎乎的，没有女孩子家
的清俊气。窈窕豆角，折成小段，大火，
素油素炒，盛出来，油亮青碧，自有风流
韵致，惹人喜爱。这时节，架架悠悠碧玉
条，争先恐后的，吃不完，等不及，那真
叫“青春”啊，过一天就成邻家少妇了。

老祖母经验丰富，带领我们兄妹，

一起来摘。妹妹每每被蝴蝶吸引，或是摘
豆花玩，老祖母立刻大声呵斥。弟弟干一
会，干脆溜到小溪里捉鱼了，她却只是笑
骂：这个小讨债鬼！摘好了，老点的，留下
吃或者煮熟了，叉在晾衣的竹竿上晒干，
即使没有五花肉烧，干豆角素做也是绝
味。我说那是太阳味，老祖母就若有所思
地看着我。

我们拿青稻草，一把把将豆角齐腰扎
好，扔进大缸里，撒盐，吩咐我父亲到溪涧
里搬几块圆润的平石来，祖母亲自压好。

过几天，家里就充溢着豆角的酸气。
渐渐地，它变色了，腌制最成功的是微
黄，炒出来脆。我顶不喜欢闻这酸气，也
吃怕了，可是，这素朴的豆角，在霜冻时，
在雪子敲打屋顶时，陪我们度过有盼头
的日子。来年，依然有花开，依然架架垂
下碧玉条，依然有蝴蝶来，螳螂依然手执
弯刀，在豆角藤上劫道。老祖母虽然凶一
点，父母亲虽然忙一点，我们虽然淘气
点，可是，一家人在一起，真的很幸福。

架架悠悠碧玉条
□董改正

在内蒙古境内额尔古纳，这里被
誉为亚洲最大的湿地，湿地中那条任
意曲折、飘逸如带的河流叫做根河。
被人们俗称为根河湿地，也叫湿地公
园，亚洲第一湿地，此处风景优美，景
色宜人，是我国保持原状态最好，面
积最大的湿地，占地面积达十二点六
万公顷。

那年，陪朋友到北京办事，中途乘
飞机转道内蒙古，办完正事后，顺道参
观了根河湿地，当大巴车来到湿地时，
我和其它旅游的同志急不可待地向高
坡走去。在导游的带领指点下，我第一
个站在观景台上，左右张望，欣赏着根
河独特而美丽的风景。凉爽的风儿抚
摸着我的脸，让我觉得神清气爽，放眼
望去，湿地中那条蜿蜒曲折，飘逸如带
的河流就是根河，清澈的河水静静地
流淌，曲水环保草甸，岸边矮树灌木丛
生，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
量高，呼吸起来，犹如春天的花香沁人
心脾,让人陶醉，这里自然生态环境优
越。观景台上矗立着巨石，上面刻着：
亚洲第一湿地，吸引着许多游客排队
与这美丽的胜景合影。观景台中间是
个大花坛，花坛里五颜六色的花儿随
风翩翩起舞，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看着，看着，我仿佛来到了天庭，自己
变成一位神仙漫步神游。正当我如痴
如醉地享受着神仙的感觉，这时，我耳
边传来游客们一阵阵惊叹声：“啊！太
美了……”此番美景勾住了无数游客
的脚步。

根河湿地位于呼伦贝尔额尔古纳
市拉布大林镇的西北郊，根河湿地距
市区 3 公里，面积约为 3 平方公里。
这里地形平缓开阔，额尔古纳河的支
流根河从这里蜿蜒流过，形成了壮观
秀丽的河流湿地景观。根河像一条银
色的玉带弯弯曲曲地在平坦的草原上
流淌，由于河流曲流的裁弯取直而形
成了多处牛轭湖镶嵌在碧绿的草地
上，像一串串宝石，河流、湖泊、植被的
颜色随四季而变，风光有巧工难绘之
妙，天然景色有观赏不尽之美。据说，
这个湿地是中国最美的河谷湿地，清
澈的根河静静流淌，曲水环抱草甸，岸
边矮树灌木丛生，绿意盎然，湿地上花
草摇曳，山间白桦林连绵成片；这是一
个远在天边、融入自然的净土，是一个
曾经轰轰烈烈、而后归于寂静的圣地。
根河湿地物种丰富，野生维管束植物
有 67 科 227 属 404 种 ；野生陆生脊
椎动物有 4纲 26日 56科 268 种。在
干旱的季节，由于较稳定的水情、充足
的湿地，这里成为许多鸟类非常重要
的庇护场所，是全球鸟类东亚一澳大
利亚迁徙路线的“瓶颈”，每年在这里
迁徙停留、繁殖柄息的鸟类达到 2000
万只，是丹顶鹤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繁
殖地之一，大约有 45 对，占全球丹顶
鹤总数的 4%：也是世界濒危物种鸿
雁的重要柄息地之一，大约有 2000
只，占全球总量的 4%；另外每年从这
里迁徙停留的大鸨和小天鹅的数量分
别占全球总数的 17%和 19%。

根河湿地这里是世界鸟类保护的
重要区域，也是国内外著名的旅游景
点之一。其优美的风景真是名不虚传，
我爱美丽的根河湿地。朋友不妨有空
到湿地一游，呼吸一下这里装满负氧
离子的空气吧！

亚洲第一湿地
□芦广胜

也许是年少时看过小说《红岩》、
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
印象深刻；也许是对江姐、许云峰、华
子良、小萝卜头等光辉的名字太过熟
悉；也许读近代史时知道国民党撤离
大陆前曾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重庆大
屠杀”，300 多名精英转瞬间化作尘
土。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
想看看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等“庐山
真面目”。

天遂人愿。今年 5 月，我与同事
公差来渝，寻寻觅觅，找到重庆歌乐
山，怀着万分敬仰的心情，从张学良、
杨虎城囚禁处看起，再到渣滓洞、白公
馆，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回铜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重
庆死难烈士的身影一直在我的心头荡
漾，总想写点什么。人生易老，岁月不
居。按理说，我已年近“知天命”，对人
世的悲欢离合、人生的生离死别，早已
云淡风轻，但不知什么原因，重庆拜
谒，却让我生出万千悲凉和感慨。

所到之处，扑入眼帘的是大量的
珍贵历史照片和数不胜数的文字说
明。我相信，重庆 1949 年“11·29”大
屠杀死难烈士的英名与事迹早已汇编
成册，传之载之；缅怀英烈的文章、照
片、影像成千上万。时间匆匆，目不暇
接，我只能用相机赶拍一点资料，再强
记一点历史事件和人物。真可谓：拙笔
难抒英烈魂，见仁见智写见闻。

重庆大屠杀死难烈士，大都受过
良好的教育，有的甚至出生名门，如四
川军阀杨森的亲侄女吴铭（化名）、名
教授王白与、书画家唐征久等。他们个

个才华横溢，这一点，从陈列在橱窗里的
毕业证书可以窥见一斑，烈士中有国民
党陆大毕业生，有复旦或交大毕业生，有
延安抗大毕业生，更多的则是四川省某
某中学毕业生。他们完全可以拿着自己
的毕业证书，在文盲率达到 98%以上的
旧中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成为
一个“人上人”，但他们却毅然决然地选
择了“叛逆”，成为培养他们成长的社会
或家庭的“埋葬者”。

在拜谒过程中，我拍下了许多烈士
在大牢里用血和泪写下的诗词歌赋。许
云峰的原型，许晓轩烈士的《诀别》诗：
“相逢狱里倍相亲，共话雄图叹未成。临
别无言唯翘首，联军(东北民主联军)已
薄沈阳城”。许晓轩还于 1947 年，写下
了悼念许建业烈士的诗：“……十次苦
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
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诗境高远，大
义凛然，书法一流，珠联璧合。

我还看到烈士周从化写的《仗剑虎
山行》：“神州嗟浩劫，四族胜狼群。民生
号饥寒，民权何处寻？兴亡匹夫志，仗剑
虎山行。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何
其豪迈雄健，何其慷慨激昂，比之“荆轲
刺秦王”前的击筑高歌“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毫不逊色。

在渣滓洞，我仔细的看过烈士刘振

英于 1949 年 4 月 13 日写给妻子的诀
别信，标准的行草，章法严谨，错落有致，
书法功底之厚，堪称字字珠玑。我边看边
想，一个人身处监狱，随时面临死亡，在
给妻子写信时却能如此从容不迫，非有
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很难做到。就
书法而言，人们常说：王羲之的《兰亭
序》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
稿》为天下第二行书。我则以为，刘振英
烈士写给妻子的诀别信，无论是思想性，
还是艺术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
上，都称得上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行书。

我在感动中走走看看，我看到许晓
轩烈士的临别遗言：“……请转告党，我
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
后几分钟”。女烈士朱世忠的遗书：
“……真金不怕火烧，巾帼不畏严刑。不
管他们使用什么手段……要继续我们未
完的革命事业”。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非常之人必有非常
之处。英烈们的临别之言，少有儿女情
长，多为英雄气魄。拜读遗言，高山仰止。

在所有牺牲的英烈中，有一个学者值
得一提。此人叫王白与，四川南充人，非中
共党员，曾任《新蜀报》主编，《华西日
报》社长，被多所大学聘为教授，称得上是
社会名流，人称“民革斗士”。他的资料不
多，但以我的观察，其诗与书法造诣极高，

他的诗用典贴切，极有韵味。如：“斗室南
冠作楚囚，纷然万念一身收。人经忧患殊
轻死，书到危疑不解仇”。“天上星河看灿
烂，江间波浪纵横流。悠然翠秀南山影，何
日芒鞋得再游”。再看他的字，我拍下了他
写的：“工作不怕苦，重在能忍耐……君今
嘱我题，依然成故态”。《曹全碑》的功底，
书卷气十足，融冶篆隶于一炉，朴质而不
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
晋。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为中华民族解
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思，是什么精
神让英烈们舍生忘死，拒绝与政府“合
作”，毅然走向刑场？是什么动力让他们
放弃优厚的待遇和美好的前程，走上革
命的道路？难道他们不是血肉之躯？难道
英烈们没有七情六欲？难道先烈们一直
活在精神世界里？

当看到江姐写给自己表弟的一封
信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江姐在信中
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
入狱日起……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
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
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
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
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
足矣……”

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王征社

乡下老房子前有一道竹篱笆，在
竹篱笆的角落里，有一颗粗大的桑树。
春天来得时候，光秃秃的桑树就开始
发芽，那些嫩绿色的桑叶油亮光洁，最
适合我们养蚕了。到了初夏，高大的桑
树树枝间挂满了紫黑色的桑葚，饱满
地在枝头簇拥着，让人眼馋嘴也馋。

每次放学回家，从树下走过，都不
由的仰起头来观看树上的桑葚熟了没
有。不经意中，发现地上有鸟儿啄落下
的桑葚染紫了地面，才知道这时的桑
葚可以吃了。将红红紫紫的桑葚扔进
嘴里，一想起来就让人满口生津、垂涎
三尺。枝头向阳的桑葚儿熟得最踏实，
个儿大，味甜汁多，像一颗颗圆润的紫
玛瑙。放一粒在嘴里，用舌头向上轻轻
一抿，那甘甜微酸的美妙滋味顷刻溢
满心头。这时节，是孩童们的最爱，那
时很少有其它果子吃，桑葚便成了我
们最解馋的零食。

爬树对于我们乡下的孩子来说，
真是轻而易举的事。站在树下，一撸衣
袖，蹬掉鞋子，三下两下哧溜就上了
树。一爬上树，骑坐在枝杈上，钻入到

浓密的桑叶当中，不停地把紫红甜美
的桑葚儿往口里送，嘴角淌着乌汁，羡
煞树下的女孩子。女孩子当然也会爬
树，但大人不让。女孩子们看着树上的
人享受劲儿，被惹得心痒难耐，在树下
蹦跳着，叫喊着。等我们饱食一顿后，
这才朝树下的女孩们四处抛下桑葚，
女孩子们在树下伸展着双手，使劲的
哄抢。我们在高高的树上，看在下面热
闹场景，心里越发的得意洋洋。

从桑树上下来，我们的脸上几乎
都成了唱戏的大花脸，满脸乌紫，只留
下两只乌黑的眼睛在骨碌骨碌地转
着。我们的嘴唇就如戏剧里涂着唇膏
的青衣似的，有时我们会顽皮地用手
涂满桑葚汁水，再轻手轻脚地走到伙
伴面前，趁他不注意就猛地往他脸上
一抹，把伙伴弄成一个大花脸，其他的
人都开心地笑着，一下子桑林就响起

了一片追赶声和欢笑声。我们把吃不完
的桑葚放在书包里，颠簸中，桑葚早就烂
成了一堆紫泥，把书包里的课本全染成
了紫红色，老师看见了，都不由的蹙起了
眉头。最令人头疼的是，桑葚会把衣服染
成花衣裳，回家父母看见了，轻则臭骂一
顿，重则棍棒相加。被桑葚染得紫黑的衣
服，是很难洗得掉的。

我们还把那些吃剩的桑葚带到晒场
上，大家拿着熟透的桑葚儿汁水做成的
颜料在平坦的地上随意涂鸦，画汽车，画
飞机，画楼房……桑葚的汁水仿佛是万
能的颜料，或玫瑰红，或浅紫，或乌紫，不
一而足。那奇异的颜色，染遍了我们这群
小孩五彩斑斓的世界。

大家尽兴过后，才带着一嘴的甜蜜、
一手的乌紫、鼓鼓的肚皮，心满意足地蹦
跳着回家。桑葚的味道，是儿时的味道，
渲染了快乐而多彩的童年。

桑葚染童年
□江初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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