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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让历史告诉未来 韦森兴韦森兴 摄摄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每每读到
《诗经·七月》这首诗歌，我都会对七月
的荣光生发无限的敬仰。

七月，梦盼的时光，是华夏大地最
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每
到七月，神州大地党旗、国旗迎风飘扬；
红歌、国歌响彻云霄，给七月的天空注
满红色繁衍的梦想。

七月，时光的火种，是华夏大地红
色的航船。1921年，浙江南湖的红船，
承载着岁月的风云，在那个茫茫的七
月，将一颗火红的种子，播进沉睡的大
地。从此，七月的红光，就从船头照射
出一条条红红的航线，载起中国，冲破

重雾，将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燎遍神州
大地。

很多人都喜爱七月，它有红红的念
想，红红的希望。红歌在耳畔回荡，红
旗在天空飘扬，展现了几十年的梦盼，
几十年的期待，几十年红红的向往，既
为勤劳勇敢的中国民众注满前进的力
量，又为美丽奋进的祖国大地镌刻无限
荣光。

我敬仰七月，它有红红的火焰，红
红的力量。每当走进七月，我总被火样
的红艳包裹得灿灿生辉，在前进的历程
里也格外蓬勃。每每凝望那红红的七
月，我就火般的激情，仿佛望见共产党

人先驱高擎镰刀铁锤，驾乘一条红船从
南湖里驶出，中流击楫，在惊涛骇浪中
搏击前行，为我青春远航树立红亮的航
标。

在我心中，七月永远都是点亮初心
灯塔的红色航船。当绕过激流，闯过险
滩，我们都会无比清楚地看到，多少仁
人志士，为了祖国的七月，抛头颅，洒热
血，用坚强不屈的英雄豪情，征服恶魔，
战胜列强，为可亲可敬的中华民族筑起
幸福的长城。

在我的家乡，每逢七月，勤劳淳朴的
父老乡亲都要举行一个红色的盛宴。有
家庭的，有校园的，有社区的……读红色

经典，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事，观红色
电影，大家都用真挚的情感，把七月演
绎成最美的信仰，渴望七月能红成最热
烈的花、最奔放的果、最豪迈的情，渴望
七月能红成中华大地最美的红色图腾。

七月，火红热烈，绚美芬芳。在漫
漫岁月的历程中，她如一个红色的巨
人，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道道岭，风雨
无惧，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七月，美丽的画卷，敬仰的时光。
在祖国各地，无论哪个七月，她都有火
样的激情，无上的荣光，是无数期待，无
数向往，无数欢呼、无数奋斗凝聚的崇
高敬仰！

七 月 的 敬 仰
□张广荣

居所朝南，南边有山，山名铜官。
铜官山，就是李白有诗“我爱铜官

乐，千年未拟还”的铜官山。
铜官山下有一座铜矿，矿以山名，红

火了半个多世纪，2003年因资源枯竭正
式关闭破产。没有了炮声隆隆，没有了
机器轰鸣，没有了人声喧哗，这里复归宁
静。铜官山铜矿老居民区的房屋大多数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环境脏乱
差。为改变铜陵有色第一代产业工人的
居住条件，铜陵市对这里的友好、和平、
互助三个居民区实施整体改造，一个环
境优美的居民小区在铜官山脚下拔地而
起。

在老铜矿居民区改造过程中，特地
留下几栋状况相对较好的砖瓦平房，作
为城市的记忆，融入了居民小区南侧的

“铜官山·1978”文创园。
文创园还原当年铜官山铜矿工人的

生产、生活情景，是铜陵市第一个融“文
化、创意、艺术、生活”为一体的文化创意
园。

在斜街，只想做一个画里的人。
与文创园一路之隔的东侧，占地约

5万平方米的“铜官山·斜街”正在建
设。铜官山斜街又名云谷里画家村，不
但有画家村、画家院子、山上美术馆、云
端画廊、五凤楼等，还复建5500平方米
的清康熙年间的古建筑—汪宅。

铜官山作为一座铜矿虽然关闭了，
但是作为纯粹的一座山和铜矿遗址却在
华丽蝶变。大铜官山公园规划总面积约
59平方千米，以“生态·山水·铜都”为核
心，依托“铜元素”，突出“山水概念”，遵
循全面保护、严格控制、重点恢复，综合
利用、有序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成国家
级森林公园、中国第一铜文化旅游目的
地和城市市民公园，全面打造成为铜陵
市山岳生态景观名片。

2015年，大铜官山公园正式建设。
目前，通往铜官山登山口的长新路、长石
路已建成通车，登山步道投入使用，公园
东入口服务区及环路景观整治全部完
成，累计完成景观整治约17.88公顷，绿

道环线3.48千米。原露天铜矿开采形
成的大洼宕也已填充整治完成，铜官山
斜街所处位置就是原大洼宕北面一端。

登山步道修好后，登铜官山方便了，
或白天或夜晚，或结伴或一人，我多次攀
登铜官山，有时到半山腰，有时登顶。

现在的铜官山，登山口有语音感应
播报进入林区注意事项的装置，以及风
速、空气、温度、湿度、噪声监测一体化系
统；登山步道沿线有亭廊，路灯，紧急求
助设施，给人们登山、休息、观景以及安
全提供了保障。

登高，望远。
每每登顶，我都喜欢向东眺望狮子

山，那里有我就职的冬瓜山铜矿。冬瓜
山铜矿是铜陵有色公司的主力矿山，亚
洲一流的现代化矿山、全国“绿色矿山”
试点单位，年产铜 3万多吨，人均产铜
15吨，分别是30年前的5倍、7倍。

与冬瓜山铜矿一山之隔，沿新大道
之东、铜陵站之南的山冲里，有一个美丽
的村庄——农林村。农林村是铜陵市的

“后花园”、“花果山”，近年来，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苗木花卉、水果茶叶等产业，提
高绿化覆盖率，让山更绿、水更清、村庄
更美好起来。

目光向西，金隆铜业公司与五松镇
之间的长江岸线，有一个2014年 5月
建成的滨江公园 ，那是铜陵的“外滩”、
生态新名片，含涉水、护岸、景观三大工
程，是一个位置独特、环境优美、交通便
利的开放式公园，可临江亲水，欣赏美
丽的滨江风光，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
珍稀保护动物江豚。“破茧化蝶”前，那
里小码头无序经营，江砂和生活、建筑
垃圾随处堆放，存在噪声、粉尘、水质等
污染问题。

铜官山之北，与铜官山近在咫尺的
是铜陵市主城区铜官区的核心地带，高
楼耸立，鳞次栉比；道路纵横交错，车水
马龙。星罗棋布着学校、医院、银行、商
场、超市、公园、书店、图书馆、购物中心、
农贸市场、酒店餐馆、影院歌厅和体育场
馆等，好一派都市繁华景象。

铜官山之变
□钟小华

这支歌在胸中回荡、心头弹拨

这支歌在脉管奔涌、脑海铭刻

从延安窑洞的不熄灯光

到开国大典的礼花绚丽

这支歌描绘未来、辉映山河

这支歌豪迈雄壮、气势磅礴

这支歌昂扬奔放、激情似火

从新中国的航船鼓满风帆

到改革开放的巨轮斩浪劈波

这支歌引领征程、穿越坎坷

这支歌是破雾的阳光、指路的星座

听到它就信念倍增、初心挚热

这支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动力

唱起它就不畏险阻、无坚不克

这支歌是砥砺前行的灯塔

这支歌是同心筑梦的航舵

在党的诞辰伟大的时刻

我们唱响这支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唱响这支歌
□周铁钧

从妹妹家取回父亲的遗物：一本
诗歌手稿、几本书，还有一张父亲年轻
时候的照片——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
的全部财产。

其中一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本《整风文献》，是由解放

社编纂，于1948年1月山东新华书店
根据晋察冀版翻印出版的，内容包括
多篇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和
党内高级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例如政
治局《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陈云《怎样做一
个共产党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此外还有列宁、鲁迅的文章，共
合三十篇、二百八十四页，这应该是当
时指导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纲领性文
献。

仔细翻阅，我发现在《关于增强党
性的决定》、《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
倾向》篇目页有小纸条做的书签；在

《反对自由主义》和《怎样做一个共产
党员》文章页有折角标志，很显然，这
是父亲特别用心读过的内容。

我知道父亲是1948年入党的，也
就是说，这本书陪伴了父亲党内生活
的全过程，直到老人家2014年底去世，
整整六十七个年头。

睹物思人，思绪绵绵。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参加共

产党领导的活动，1947年“大参军”时
正式投入革命队伍，此后便常年在外
忙工作，即使偶尔回家也是来去匆
匆。父亲不爱多说话，对子女也没有
什么教诲之言，连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也极少提及，因此，在很多年间，我们
兄弟姐妹感觉父亲缺乏温情，是个木
讷的人，还有一层不便言说的意思就
是认为父亲没本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对父
亲的偏见好像也有道理：就因为生

病间断两个月，参加工作时间就从
抗日战争时期降为解放战争时期，
当时的同学、同事愿意为他作证，可
父亲就没有把履历改过来；与父亲
同期参加工作的人后来升职到处级
以上的不在少数，而他参军就被留
用为县委秘书，直到退休还是县里
一个部门的秘书；上世纪七十年代，
很多干部都安排子女参加工作，但
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沾光，更
有甚者，父亲连单位照顾的补助也
让给别人。

每当提起这些事，父亲却说，和他
一起参军的人有的牺牲在解放战争
中，有的倒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能享
受到退休转离休的待遇，已经是很幸
运、很满足的了。

事关切身名利，父亲是那么的淡
然。

其实，父亲也有不平凡的经历。

从父亲写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
了父亲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
时的危急时机，随县委机关转移，历经
枪弹威胁，突破敌人围追。我们知道
了父亲建国初期战斗在政法战线，镇
反运动忠于职守，审理案件坚持原
则。我们知道了父亲于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期的春寒料峭中日夜坚守黄河大
坝抗击凌汛，以致落下了肠胃病、皮肤
病。

父亲年高之后，为了便于照顾，我
们把父母搬到县城居住，父亲要我们
按时代他回老家交纳党费；听到汶川
地震消息后，父亲让我们把钱送到老
干部局捐给灾区……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一名平凡
的共产党员，但是，几十年来，父亲坚
守初心，践行共产党人的修养，工作兢
兢业业，从不争名逐利，以实际行动书
写了对革命事业的忠心。父亲虽然没
给我们留下多少房产、钱财，但他留给
社会的形象，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
富，这笔遗产千金不换。

我也是共产党员，《整风文献》的精
神，我会继承下来，并且传之子孙后代。

父亲的遗产
□李业陶

着法红先胜
1、后兵平三 将6退1
2、兵三平四 炮1平6
3、兵二平三 将6退1
4、前车平四 士5进6
5、兵三平四 将6进1
6、车一进五 将6退1
7、兵六平五 将6平5

话说唐朝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
诗仙李白在铜陵五松山来来去去有
4 次之多，写下了 13 首诗歌。这些
诗歌里写到了他在五松山交往的六
个人物。首先是陪他来游五松山的
南陵县副县长（县丞）常建。有说此
人就是写“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
林”的那个诗人常建。他还在盱眙做
过县尉，一直做副县职务，仕途不甚
称心。为此，李白《于五松山赠南陵
常赞府》开头四句便是励志：“为草
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
松寒不改容。”李白在这里还拜访过
另一位官员刘都使，是位管理采铜业
的官员。此外交往的四位都是平民
百姓，他们是住在五松山下的荀媪、
荀七以及友人殷淑和杜秀才。

记得1985年，铜陵市外事办公室
邀请我陪一位复旦大学研究李白的美
国留学生考察五松山，交谈中她提出
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她问现在的五松
山周围有关于李白的传说吗？她的发
问引起我的兴趣。是啊，这一带还住
着荀姓人家吗。还有，那个拿着文章
来求教李白的杜秀才是铜陵本地的
吗？

前年的一天，我所在的社区办公室
赵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亲戚家有一
部杜氏家谱，听亲戚说同李白交往的杜
秀才就写在家谱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如果是真的，绝对是个重大发
现。公元755年夏季李白住在铜陵五松
山，杜秀才拿着他的新作品来向李白请
教，李白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夫子新作天下推”。并且为他写了《答
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全诗长达41句。
诗中回顾了杜秀才被剑南节度使迎为座
上宾的往事；诗歌描绘出“铜井炎炉歊九
天，赫如铸鼎荆山前”全景式铜官山炼铜
场景，是研究唐代铜陵极为重要的篇
章。同样，杜秀才资料的出现，如果属
实，也是件惊动文史界的大事。

我有些迫不及待，在电话里催促
赵主任和对方约定明天就去。不巧，
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打车驶
进杜家村，来到保管杜氏宗谱的杜老
师家，见到了《五松杜氏宗谱》。这是
一部重修于民国7年（1918）的家谱。
最早的旧序写于元朝惠宗至元元年
（1335）。以下是明、清、民国重修宗谱
的序言。世系部分载有杜牧在池州当
刺史的时候、将刚出世的儿子杜荀鹤
过继给石台杉山杜家的经过。

听杜老师介绍，铜陵杜氏是元朝
惠宗至元（1335——1340）年间从石
台迁来铜陵。没等杜老师说完，我已
失望。既然是元朝才迁到铜陵，那就

跟唐朝五松山的李白没有什么关系
了。但是，宗谱里又明确记载着杜秀
才和李白交游的事迹。为慎重起见，
我对杜氏世系和杜秀才作了重点研
究。

然而，得出的结果却不尽人意——
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大

致可分为三段内容。一是回忆自己曾
经出任“翰林待诏”的辉煌经历；二是
描绘铜陵炼铜的宏伟场景；三是赞扬
杜秀才的文采。此诗，学者们都判定
写于天宝末年。《五松杜氏宗谱》将此
诗收进谱里，诗题改作“答杜横江公
诗”，内容没有变。宗谱明确告诉人
们，此杜秀才就是与李白酬唱的杜秀
才。但是，研究之后出现了几个疑问
无法解释。

首先，李白在答杜秀才诗中：“闻
君往昔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意
思是：听说你曾经去四川成都，章仇尚
书对你非常热情。章仇是复姓。章
仇尚书即是章仇兼琼（杜氏宗谱将其
错写成章廉琼）。查史料，746 年章
仇兼琼由剑南节度使任户部尚书。
746 年之后，章仇兼琼不在成都做官
了。那么问题出来了，公元 746 年，
宗谱中的杜秀才只有 11 岁，不可能
去游锦城、大官迎接他。李白诗里

“章仇尚书倒屣迎”的是应该是另外
一个“杜秀才”。

其次，杜秀才赠诗（或文章）在先，
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在后。
答诗夸道“夫子工文绝世奇，五松新作
天下推。”遗憾的是，杜秀才这么重要
的“五松新作”在杜氏宗谱里竟然找不
到。

再次，按谱中世系排列，杜荀鹤过
继给杜筠，就是杜秀才的孙子。杜荀
鹤是晚唐著名诗人，自己祖上曾经与
李白交往过，他不会不知道，何况这也
是一件值得显摆的文坛雅事。可是我
们查遍《唐风集》上中下三卷，查到杜
荀鹤缅怀李白的诗有四首，没有一句
提到其祖父与李白有过什么交往。

历史的诱人之处就在于它撒落着
一串串神秘的问号。

在李白与杜秀才问题上我们虽然
没能找出支持的史料，《五松杜氏宗
谱》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文献。宗谱
记录了杜氏在铜陵、石台两地迁徙脉
络以及杜牧、杜荀鹤的情况，可补正史
语焉不详的不足。还有这个杜秀才仍
然有研究的空间。如果从江南早期姓
氏谱牒入手，比如对铜陵胡氏、章氏、
徐氏宗谱，石台贡溪杜氏宗谱做一些
比较研究，结合相关府志县志等历史
文献，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李白与杜秀才
□朱益华

象棋排局
□曹以明

着法红先胜
1、前兵平五 ! 将5进1
2、炮二平五 卒4平5
3、兵四进一 将5退1
4、兵四平五 ! 将5进1
5、车三进一 将5退1
6、车三平五 ! 将5进1
7、车一进四 炮8进1

8、马一退三 将5平4
9、马三退五 士6退5
10、车一进一 将4进1
11、马五退七 将4进1
12、车一退二 士5进6
13、车一平四 点题
点评：旗帜飘扬!永放光芒！

不忘初心

8、车一平二 将5退1
9、马二进三 将5进1
10、马三退四 将5退1
11、车二平五 ! 士6进5
12、马四进三 红胜
点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弈至感
叹号处点题。

旗 帜 (显党徽图案)

铜官山铜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