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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南昌，因为八一起义，所以被誉为英雄
城。

井冈山，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
在这里会师，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第一
块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英雄的山。
英雄不是孤独的。在井冈山东北方向

约 600 公里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有一座
东西绵延约 380 公里、南北宽约 175 公里
的大山，在海拔 1777 米的最高峰白马尖
就会发现，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
皑，真乃大别于他山也。没错，这座山就是
大别山，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在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是仅次于井冈山的全国第
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实力雄厚的红四
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成
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20 多年间，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烽火不息，红旗不倒，对
于夺取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发
挥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
大别山根据地对于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
利，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别山，无疑也是一座英雄的山。
我最早知道大别山，应该是在读小学

三年级上学期，看过的一部电影名《风雪
大别山》，上过的一篇课文叫《挺进大别
山》。虽然现在具体的电影剧情和课文内
容，在我的脑海里已荡然无存，但还是记得
主题都与革命斗争有关。

崇拜英雄坚定信仰的种子，在纯真的
童年播下。30多年后，我面对鲜红的党旗，
郑重宣誓。

山不会动，也不会说话。山之所以成为
英雄，还是因为人，英雄在这里或叱咤风云
壮怀激烈，又或舍身成仁埋骨青山。

进军大别山，自断后路，向敌人的心脏
地区千里跃进，这就是著名的刘邓大军的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国共博弈时共产党走
的一步险棋。

1947 年 8 月 7 日，刘伯承、邓小平发

出命令：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
里跃进大别山。

张家店，一个很普通很大众化的地名，
因为一场战役而光荣地载于军史中。

1947 年 9 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鉴于
敌军主力西调，即令由陈锡联任司令员的三
纵之七旅、九旅从豫南返回皖西，放手歼敌。
10月 7 日，敌军发觉我军作战意图，于 8 日
晚掉头北窜，傍晚逃到张家店，我军迅速追
击，三纵先头部队将敌团团围住。张家店位
于六安城东南约 30公里处，土丘岗岭环绕
四周，水塘渠田密布，地形利守不利攻。敌进
入张家店后，在周围土岗上抢修工事，在镇
内挖掘战壕，布设障碍，还将民房墙壁掏出
枪眼，组成火力网，准备据险顽抗，待机突
围。9 日拂晓，敌先以少量兵力分路进行试
探性突围，后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连续多次猛
扑，企图打开缺口，但均被我军击退，只得固
守待援。9 日下午，我军三纵主力到达张家
店附近，黄昏时分，扫清了敌外围据点，逼近
前沿阵地。晚 10时，总攻开始，到了 10日 4
时，敌 88 师师部及 62 旅被我全部歼灭，全
歼敌少将副旅长唐家楫以下官兵 4800 多
名，缴获各类枪炮数千件。

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刘邓大军进
军大别山的最初三仗并没有取胜。张家店战
役，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在没有后
方依托的条件下，首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
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打开了皖西斗争
的新局面。战争的车轮在这里扭转，历史的
轨迹在这里转弯，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开
始了，吹响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号角。

2017 年国庆节的前一周，我冒着绵绵
秋雨，走进张家店烈士陵园，瞻仰因战斗而
牺牲的先烈们，感受烈士们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重新认识
一个个为了光明而战的英烈，用生命照亮后
人前进的方向。

走近先烈们，接受他们革命精神的洗
礼，洗涤心灵。

山亦英雄
□钟小华

悄悄地，悄悄地你来了，夹杂着桂花的
香味，你们走进了大别山。

为了迎接你的到来，当地人不期而
遇的为你举行了一场桂花节。搭台唱戏
宣扬旅游胜地和当地特产桂花糕，戏子
们敞开嗓子，穿梭于桂花雨的舞台。一曲
黄梅戏《王小六打豆腐》引的台下欢声
笑语一片。

也招引着你—桂花雨，增加了步伐。随
着你的步伐，一行文艺游客相约而至，要去
挑战天险“皖西大峡谷”。他们带着你—桂
花雨，悄悄地向大峡谷摸去。穿雨衣打雨伞
背着照相机，带着好奇去挑战一次自己，刺
激一下快要麻木的神经细胞。

险……
峭壁上开路，峡谷缝中穿行，一条锁

链。沿着当年威武之师的足迹，他们今朝要
去闯一闯。体验大自然中的奇险，每走一步
都能感受到，自然界鬼斧神工所带来的刺
激。女人们尖叫，男人们欢笑。从峡谷中向
外扩散，吵醒了山林和山神，翘首向他们张
望。女人的尖叫声，吓的你—桂花雨，放慢
了脚步，从峡谷顶探头伏望，这群游人是怎
样从低谷走向顶端。宛如他们的人生之路，
巅峰起伏，这样才有生活的情趣。

峭壁的陡峭加之桂花雨你的亲吻，

更增加了探险者的惊险刺激。天然的峡缝
中只容一人通过，人工的锁链、脚踏窝帮
助着游人们的攀爬。太魁梧的身躯，遇到
狭窄处还要侧身通过。前者不行后者难
超，一字排开甚是雄伟。前面的勇者拉上
跟着的弱者，教他们攀爬技巧。后面的游
人担心的相互间提醒要注意安全。时不时
的尖叫声，总会让好奇的人揪心一把。也
让自己注意力更专注于攀爬，生怕有什
么闪失落下遗憾。这时山顶好汉岭上传
下来聚首的招唤，加快了后面的人攀爬
速度。平时的美女素雅清高，已淡然无存。
翘着屁股弓着腰，一双小手牢牢抓住锁链，
双脚不知所措的一点一点向前移动。帅哥
见此天险也收起平时耍帅的性格，小心翼
翼地找着岩壁上的脚踏窝。好汉岭上聚好
汉，调皮的你看此场景，汇聚成滂沱大雨，
砸向他们。要想成好汉，呵呵！我桂花雨也
要把把关。“不能掉队；也无路可回，咬紧
牙关定是好汉。”队伍中不知是谁喊了一
声。相互鼓劲，相互扶掺。一群人终于在好
汉岭欢聚一堂，各诉惊险瞬间。也乐的你—
桂花雨，退居深山。留有桂花的香气，指引
游人从雄起岩，走向晴朗……

悄悄地，悄悄地你走了，宛如你悄悄地，
悄悄地来了。

桂花雨
□刘世平

国庆长假前，游了一趟六安张家店。览瞻仰
了烈士陵园，体验了大别山石窟的雄浑与皖
西大裂谷的险峻，收获满满。而得以走马观
花“三河古镇”，则是意外之喜。因为临时
安排在这里晚餐。

坐在去三河的大巴车上，一路上行道树
与我们一道奔跑，旁边的女伴已靠在我的肩
头沉睡，我却难以静下心来，想着即将要去
的三河古镇一定和我们的大通镇一样有着
悠久的历史气息，陈旧、宁静而又古朴深邃，
因为这样才具有古典风范，才能对得起“古
镇”两个字。

下了大巴，古民居就映入我眼帘的三河
古镇，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十里长街，深巷
幽幽，青石板路光滑圆润，古巷、古街、古桥、
古城墙、古庙、古炮台、古民宅、古茶楼，相互
杂糅，错落有致。尤其是那些青色大块条石
铺就的路面，线条方正明晰，连接紧密，经历
千百年风吹雨打，行人踩踏和车辆碾压，石
面十分光滑。还有，就是这里的人，摩肩接
踵，喧哗热闹，完全不同与大通古镇的寂静
冷清。

导游告诉我们说，这里不仅是一座繁华
商埠，也是为鱼米之乡，有句俗话说：“吃不
尽的三河”。我这吃货听到这句话，心里别
提有多美了。三河米饺最为有名，以籼米粉
制成饺皮，本地自产的豆腐干、葱和完整的

小鲜虾制成馅心，成饺后油炸而成，形如弯
月，色泽金黄，馅心细嫩味鲜，入口烫烫的，
外皮酥松脆，里层的饺子皮软糯嫩滑，有着
层次丰富的特别口感，一口咬下去，满口留
下米香，令人回味无穷。三河的米酒也很出
名，甜甜的柔柔的，还含着淡淡的桂花香，
一滴入口，香醇满颐，韵味无穷。此外还有
三河茶干、三河豆豉、三河酥糖，特色饮食
琳琅满目，每条巷子的两边都摆满了，渲染
得整个古镇香喷喷的。

我还沉浸在美食的诱惑中，突然身边
响起照相机手机的“嚓”“嚓”声，抬眼一
看，面前是一条幽深逼仄的小巷，仅一人
宽，数十米长，原来这里就是古镇上有名的
景点“一人巷”，自然，我又融入到古镇的
景点上了。小巷很多，景点也很多，走马三
河，刘同兴隆庄、董寅初纪念馆、大夫第、杨
振宁旧居、三县桥、望月桥、鹊渚廊桥、万年
台、忠武阁、英王府纷至沓来，我流连的脚
步经不起同伴的一再催促：“快去，时间不
早，要开饭了。”

暮云合璧，古镇的灯火陆陆续续璀璨
开来，我恍恍惚惚，如沉醉一般。归途之上，
我还在为三河的众多的美食仅鼎尝一脔、
为三河的丰饶的美景仅窥见一斑而抱憾，
同时心中也多了一份期盼。但我知道，三
河，再来与你相约的日子，不会久远。

走马三河
□吴小玲

烟雨，似乎是春色江南所独有，那
雨便是烟的脚，走一路，唤一路温柔的
心动，沾衣欲湿，如十三四岁女孩的脸，
将笑还羞。这样的烟雨平生我第一次
见到：烟是烟，雨是雨，烟看起来更像
雾，化不开，推不动；雨则是浓雾挤出的
水丝，密密地挂起层层帘幔，如老汉打
量旅人的眼神，不动声色。这便是皖西
的秋雨。

这样的烟雨中，我们闌入六安市
张店镇洪山寨的国家地质公园，来看
大别山石窟。这一天，金安区第三届桂
花节在此开幕。

铿锵的锣鼓和悠扬的歌声栓不住
我们的眼光。烟雨却在我们到了景物
跟前方撩开最后一道白纱。真是移步
才能换景，这变化的一帧帧画面，成为
一个个特写。即使号称皖西第一大岩
洞的敞岩，映入眼帘的尽是类似“混凝
土”的块垒。上了山顶的观景台，放眼
四望，唯有伸手可见五指。多情却被烟
雨恼。我们赶了三个多小时的路程，难
道就是来这天然氧吧吸氧的吗？

被濛濛烟雨裹胁着，单调的审美

极易疲劳。身边的导游却很清晰，她三
十出头的样子，白运动鞋，绿T恤，撑
着一把雪青色的伞，上面粉色的蝴蝶
在蓝色的小花间翻飞。她笑如山花，轻
盈如蝶。不能尽兴于山水，只好求诸人

情。我提起了话头。
听说这洪山寨是因为洪秀全家族

的一个分支曾在此安营扎寨而得名，
这里的人都姓洪吗？

洪姓占大多数。
你姓洪么？
不，我姓刘。
你的家在这里？
我的家在双河。
怎么来到这里的？
房子买到了这里。
家在双河，为什么在这里买房子？
我和爱人在合肥上大学认识的，

毕业一道在省城做建筑生意，结婚生了孩
子，才到这里安的家。婆家姓郁，在这里很
有名望。

你婆家过去一定是大地主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知道你婆婆一定是个厉害的角
色，她是不是叼着旱烟袋，你不听话，就照
你头上给你来一下。

这倒不会。婆婆就是不让你在家闲
着，得出去干活。家里再有，人也不许闲
着。

那，你婆婆家解放后一定被打到了
吧？

你说错了，我婆婆家是个开明地主。
我们这里家家有红军，村村有烈士，乡乡
有将军。我爱人的大舅参加过儿童团，他
爹爹还把看家护院的六七条枪给了红军。

我一时语塞，原本想借聊天打发恹

恹的情绪，这会我的心竟有了一种隐隐约
约触动。

这时我们走进一片金丝楠木林，狭窄
的山涧里，楠木的根系大半裸露，或抱岩
石，或钻岩隙，死死地咬着脚下的岩地。刘
导笑道，金丝楠木与枇杷树的叶子十分相
似，在石窟景区开发之前，这里的人一直
以为它是枇杷树呢。

我很是疑惑，珍贵的金丝楠木非得在
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吗？转念一想，越
是珍贵的东西，往往是不显山不露水，寓
于平常淡泊之中。正如这山中貌似“混凝
土”的岩石，里面夹杂着一块块不起眼的
暗红色的石头，穿过1.6亿年的沧桑，仍
泛着斑斑点点的红。它们一旦凝聚在一
起，就形成了一股磅礴的力量。还有大别
山里这些如金丝楠木般看似寻常的人，透
过青山绿水的底色，隐约跃动着殷红色的
魂。

下山的时候，路过一片桂花林，小米
似的花粒还弥散着淡淡的香。刘导说，这
里的桂花很特别，一年要开两次花。我是
信的，烟雨深处，《八月桂花遍地开》
正悠悠地飘来……

烟雨深处
□沈成武

爱有多深
伤害就有多深
一道伤口露岀根根肋骨
正好容纳一人

三重感情的闸门
过滤一些人一些事
抵御山外形形色色的诱惑
谁来轻叩若有若无的门扉

鹰盘旋的哨兵
前方杳无音信
久病不愈的伤口
流出的不是血
是相思的泪

皖西大裂谷
□张红卫

“妈妈，你回来啦？今天早上你
什么时候走的？玩得怎么样？快来跟
我汇报一下。”我刚一进门，娃就跑
过来，叉着腰，盛气凌人地盘问起我
来。“妈妈我今天是和单位的叔叔
阿姨去了六安大别山，我先去洗澡，
呆会我再给你讲行么”？我边说边
拿出买的零食甩给他。娃说：“快点
啊，我都等不及了。”接过零食跑了

洗好澡出来，爷俩正在有滋有
味儿地品尝六安土特产麻花和牛皮
糖。娃捧了一把小麻花咯吱咯吱大
嚼特嚼，还不忘问我：“妈妈这个麻
花挺好吃的，爸爸也喜欢吃呢。你今
天都玩了什么好玩的地方啊？也让
我们分享分享。”

“妈妈累了，明天再向你汇报，
行吗？”“不，就现在。”“妈妈今天参
观了张家店烈士陵园，参加了大别山
第三届桂花节开幕式，游览了大别山
石窟，穿越了皖西大裂谷，要是全说，

今晚就别睡觉了。再说妈妈真的很累很
累了”。娃想了一会，说：“那……妈妈，
就说说你最大的收获吧。”“好”。我拿
出手机，找出今天拍的照片，一张一张
的翻了起来。“妈妈就跟你讲讲怎么穿
越皖西大裂谷吧。”

我找到大裂谷的照片。“你看，这
就是下午我们去的皖西大裂谷。”“不
就是一条山沟吗。”“这可不是一般的
山沟，也不同与通常意义上的的峡谷。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曾在
此躲避官军的追杀。因此，这里又名
‘避王岩’。它有一百多米深，最窄的地
方才三十厘米宽。我们进了裂谷，就好
像钻进一条狭长的地缝，有的地方需要
侧着身子才能通过。两边是笔直的石
壁，湿漉漉的，还长满了青苔，脚下是哗
哗的流水。我们手抓着石壁上的铁链，
脚踩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和浅浅的凹
槽，手脚并用，像原始人那样爬行。这时
天还下着雨，我们根本没法腾出手来打

伞。过了一道闸，我已经是湿人一个。同
行的人中，有的摔了跤，有的看了一眼，
没敢爬，直接上车了。我也是费了老鼻
子力气才爬过去的。你看，妈妈多狼狈
啊。”娃呆呆的看着我那照片，手里的
麻花停在半空中动也不动。孩子他爸，
这时也伸过头来，瞄了几眼。

我接着说：“这才是第一道闸。后
面还有二道闸三道闸要过。二道闸和
三道闸相连，比一道闸更加窄长，也更
加险峻。抬头是望不到尽头的‘一线
天’，两边的山崖足有三层楼高，似乎
压在头顶上，让人心惊胆战。谷底潮湿
闷热，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有的人
就说了，我们不是来旅游的，倒像是来
拓展训练的。这时想退回去，已经不可
能了，只有硬着头皮前进。有的双腿叉
开，蹬着两边的石壁，蹒跚而进，有的
拽着一边的铁链，踽踽而行。前面的人
拉，后面的人推，大家齐心协力，拧成
一股绳，在谷底艰难地跋涉。最后一

截，是垂直的天梯，我身穿雨衣，顾不
上又热又闷，用膝盖抵着石壁一寸一
寸往前挪，膝盖被磨得又酸又疼，手上
的劲像是使完了，微微发抖。同行的人
都在为我加油鼓劲：‘手抓紧，脚踩
实，没事的。对，再使把劲，就上来
了！’这话听着真是给力。我拼尽最后
一点力气，身体一跃，上来了！”“怎
么没有照片？”“还拍照片，手脚都不
够用了，哪有第三只手拿手机？得亏妈
妈我这大长腿啊！浩浩小朋友，你要是
在，一定会哭鼻子的。”“哼，我才不
信，妈妈能行，我一定也行。”“对，国
庆长假，我就带你去。” 孩子他爸拍
起了胸脯。“我不但去，还有拍照片让
妈妈看看。”

看着娃稚嫩而又充满斗志的脸，
我心头一震：现在孩子的学习负担多
重啊，他们许多的向往都淹没在读万
卷书之中，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行
万里路创造条件呢？这同样是学习，也
许还更重要。此行我收获到征服大自
然的豪情，同时也激发出孩子敢闯敢
试的勇气，是我另外一个收获。

“快睡觉去吧，宝贝。有你展露风
采，收获自己锐气的那一天。”

收 获
□叶玉敏

2005 年秋，我调到矿上挂牌室
工作。所谓挂牌室就是井口隔了间简易
的小房子，屋子里是泥巴地，一遇雨天，
人进进出出，一走一脚的泥巴。墙上有
一排木板，木板上钉着半截钉子，上面
挂着员工的工作牌，职工下井挂牌，上
井摘牌。我的任务就是看管这些工作
牌。

当时，下井挂牌，虽说是硬规定，
可一到下井的时候，上千人像潮水一
样拥挤过来，乱哄哄的，有的就直接
下井了。每天不挂牌人员比挂牌人员
还多，还有假冒的、代拿的、甚至偷牌
的。开始的时候牌子上只有名字，没
有工号的，什么人都可以用。每天上
班见一个下井的人，就叫一声“把牌
子挂挂。”嗓子都喊哑了，才让有些职
工极不情愿地挂了牌。遇到矿上熟悉
的人还好，提醒一下，就会配合我们
的工作，若是碰到那些外协员工，对
我们的提醒充耳不闻。这边与你纠
缠，那边趁你不注意，就溜进去，比泥
鳅还滑。有时光动嘴喊没什么效果，
还得动手去拉，甚至还要去抢他手上
的牌子。

到了升井的时候，一罐人上来，
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五六十人，我
们当班的两人被团团围住，抢牌的、
乱拿的、拿错了牌子回头调换的，就
如打仗一样，把个小小的挂牌室都要

挤翻了。一次我和小孙当班，听到巷道
里的风门响了，我们知道工人们上井
了，我俩一人抓一把牌子，人群过来了，
三下五除二就拿完了我手中的牌子，我
这边没人了，转头一看小孙，好家伙，站
在凳子上的她正象花心一样，被卷在中
间，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工人们走后，
我俩快要散架了，坐在凳子上起不来。
像这样的“战争”场面一直持续了一年
多。

在新建采矿综合楼的过程中，井口
挂牌室前移了百十米，临时搭建了一个
泡沫棚子。为了防止施工可能造成的安
全事故，延伸的通道用扳子遮挡起来，
道路很窄，也不好走。我们就整天站在
井口边，进出井巷的气流，形成很大的
窜风，夏天都要披件棉大衣御寒。

2006年，采矿综合楼建成后，服务
设施配套完善，井下一线职工排班、洗
澡、洗衣等实行了一条龙服务。什么时
候上井都能洗上热水澡，并且不用排队
等候。原先争着上井抢洗澡、抢换衣的
现象没有了，挂牌室的工作压力得到了
缓解。挂牌室也更名为井口管理站，淘
汰了之前的上下井挂牌，采用了先进的
指纹系统。后又几经改进，由原来的单
边指纹入井升级为“三位一体”系统。
这一套信息化、智能化的电子考勤系
统，由地面答题机、指纹机和个人定位
仪等几部分组成，集人员考勤、跟踪定

位、井下信息发布、急救及日常管理为
一体。矿工入井作业先过安全答题关才
能下井，通过员工随身携带的“定位
仪”，可以清楚地掌握井下作业人员的
数量、分布状况和每个人当前的位置以
及活动轨迹，职工上下时间、井下人数
自动存储在电脑里，一目了然。实现了
对人员升入井统计的数字化管理。

我们井口前有一个洗靴池，建成使
用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最初的时候，
这个洗靴池却让我们苦不堪言。职工每
天下井上井都要求在洗靴池里清洗胶
靴，可职工常常在洗靴池里走一趟了
事，蜻蜓点水式的一带而过，鞋底的泥
根本洗不掉，一个人从水池里出来，我
们井口管理站前的通道上就会留下一
串黄鞋印。我们经常是拖干净了这一
串，又添两串三串，为此，我们用坏的拖
把堆成了小山。在我们的建议下，矿上
添置了矿靴自动冲洗机，既方便了职
工，也使得井口管理站的卫生状况得到
彻底的改观。

我的工作虽然轻松了，但是责任却
更大了。除了及时提醒一些大意的职
工，按照规定履行上下井手续，防止因
一时疏忽而蒙受经济损失；还要兼顾到
井口安全提醒和安全宣传———随着安
全生产工作的逐步强化，我们的井口悬
挂一个大屏幕，24小时循环播放安全标
语及爆破通知及领导下井值班表，这里

不仅是安全宣传的平台，也是把控安全
责任的前沿阵地。在眼看手记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保持灵敏的嗅觉，若是闻着
一点酒味，我们就挨个检查，在这个职
工身上闻闻，在那个职工身上嗅嗅，绝
不让一个饮酒者下井。起初，我们因此
得罪了不少同志，经过我们苦口婆心的
劝说，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理解，为矿山
安全筑起了一道防线。井口管理站为提
升职工安全意识，

我们井口管理站的面貌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管理站通透明亮，干
净整洁，地面铺着地毯，台子上摆着电
脑，站内配备了空调。管理站两边有2
排水池，工人们一上井就可以洗手洗饭
盒，水池边上就有热水炉。上下井的职
工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职工感受到工作
的快乐。

今年国庆期间，矿里组织部分退休老
工人进矿参观，他们一边看一边听，一边
亲身体验现代化实施带来的便利快捷，一
个个赞不绝口：太好了，太好了。当年我们
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现在居然变成了现
实。在这样的矿山工作，真幸福啊！

矿山的飞速发展，矿工是最终的受
益者。我作为其中一员，亲身经历了这
种变化，也逐渐领略到我们矿山它独特
的魅力。这不仅反映出工作环境的持续
好转，也体现出矿山对职工的人文关
怀，更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职
工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有尊严。

那时，已经成为难忘的过去；今日，
矿山正以其蓬勃的活力焕发着迷人的
魅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矿山的明天一
定更加辉煌灿烂！

那时，今日
□胡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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