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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低头，汨水呜咽。
方强老将军离我们远去了！
元宵节后的2月8日凌晨从北京传

来您不幸逝世的消息, 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痛心的事实，春节之
前我们还得到将军因病住院但无大碍
的信息，可是这次得到的却是您老人家
驾鹤西去的噩耗。

1911年1月 ,您出生于湖南平江湘赣
边界的古镇长寿街。 1925年您就参加革
命活动，1926年入团 ,1927年在“4·12”反
革命政变和 “马日事变 ”大批共产党人
遭到屠杀的血雨腥风中，您义无反顾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 、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长达22
年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历了严酷的对
敌战争、严峻的党内斗争和严重的伤病
考验，九死一生，百炼成钢，成为人民军
队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的政
治工作者。 1955年您被授予中将军衔，
是十三大以来连续五次参加全国党代
会的特邀代表。 您为人民海军的创立和
壮大、为新中国国防工业体系的建立和
发展，为老区人民的脱贫致富献出了自
己的全部心血，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忠诚
的共产主义战士。

岁月和人生的磨难在您这个世纪
老人身上可谓夫复何加, 在长达80多年
的革命活动中，您不仅谱写了辉煌的革
命业绩 ，还创造了生命奇迹 ，您是一位
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百岁传奇老将军，
是人民军队赫赫有名的百战将星，在我
心中，您更是一位可爱可亲的长辈！ 您
就是一直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跨进

了和谐发展的新世纪！
许多故事随着记忆的闸门打开 ,往

事已随尘烟而逝,却历久弥新。
大革命时期，平江是湖南农民运动

的中心地区之一。1928年，著名的平江起
义就是发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其中平
江的长寿镇就走出了方强 、张震 、刘志
坚等1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 平江也为
此牺牲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为中国革命
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祖父生前经常对我说 ， 在五次反
“围剿”作战中，打会昌他负伤您来看望

他，打赣州他负重伤后是您指挥担架队
把他救下来并嘱咐医务人员尽快救护。
您是最重革命友情的，每次只要回到家
乡，都要见见他这位因负重伤回乡的昔
日老战友以及光荣院其他老战友、烈军
属。 上世纪50年代初，祖父被组织上安
排担任军烈属主任，您和傅秋涛、张震、
吴自立等老战友感慨我家庭为革命所
做出的牺牲， 还为我祖父赋诗:“父子一
条心,条心为革命,革命意志坚,志坚慰父
灵（我曾祖父方胜贤系”二月扑城“牺牲
的革命烈士）”,勉励他思想上永不退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您再次回到家
乡 ，听说我祖父行动不便 ，您专程到我
家里来了。 看到在文革期间受迫害双目
失明的祖父，您允诺为我祖父尽快落实
政策，改善生活条件。 我还记得祖父拄
着拐杖， 站在家门口送别您的场景，他
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少年的我还是可以
感受到祖父内心的感激与惜别之情。

敬爱的将军，您对我们家可谓是恩
重如山， 您多年关怀我们后代的成长，
亲笔题赠您撰写的书籍，要求我们继承
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多为社
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谆谆教诲 ，言犹
在耳啊！

何止是我们一家， 家乡的山水，家
乡的人民，都受到了您的关爱。 几十年
来 ， 您为家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从平江老区的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 到国家对平江老区的政策扶持，您
都是不遗余力地去争取。

当将军您逝世的消息传到家乡后，
家乡的数千群众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自
发来到您老宅简朴灵堂的遗像前悼念，
挽联 、花圈和悲壮的 《十送红军 》曲 ，表
达了乡亲们对将军您难舍难分的缅怀
之情。

1934年4月， 开国领袖毛主席在逆境
中视察您任师政委的红22师后，曾写下豪
迈的诗篇———《清平乐·会昌》：“东方欲
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
边独好。 ”这也是毛主席对德才兼备的您
的褒扬！ 吟读着诗句，我为将军的人格魅
力所感染， 也为平江这片红色的土地能
养育您这位共和国的功臣而自豪。

□杨峻

前天爬岳麓山，下
山的时候不小心崴了
脚，一阵锥心的疼痛自
脚踝袭来。 那一刻，我
想到了父亲，想到了过
去他用手给我抚摸伤
痛的情景，但迅即又意
识到，父亲离我而去已
近3年了。

父亲的个子不高，
但身体非常敦实，四肢
强健发达，宽厚的肩膀
下耸动着一对大胳膊
和手，特别引人注目。 那双手看
上去与他的个子并不相称 ，十
个手指异乎常人地粗大， 像是
老家后山坳上春天长出的一溜
竹笋，总是充满无穷的力量。 那
双手长满厚厚的老茧， 深深留
下了艰辛生活的烙印， 握上去
却总使人感到心底踏实。

这是一双早熟的手。
我老家在五岭山脉一座名

叫麦子界的山麓下，这里距红军
长征路过的老山界不远。大山巍
巍，连绵起伏。 在那个年代，大山
的险峻从来就不是风景的代名
词，而是生活坎坷的象征。 父亲
虽然是独生子， 但因为爷爷多
病，家中境况窘迫，只读完高小，
就辍学挣工分来养家。

父亲十四五岁时， 已经是
生产队和村里屈指可数的好劳
力了。 村里组织的插秧、割禾、
种豆等劳动竞赛， 没有几个人
能赛过他那双手。 去县里修建
大型水库和飞机场， 在那个数
万人劳动的大队伍中， 父亲那
双手常常使他成为“攻城拔寨”
的“红旗手”。

18岁时父亲参军， 部队的
大熔炉给了勤劳勇敢的父亲更
大的舞台。 他当兵3个月入党，6
个月当班长，一年半代理排长，
几乎创造了一个农家子弟在和
平年代入伍所能创造的奇迹。

这是一双正直的手。
上世纪70年代末， 个体工

商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重新恢复， 退伍
后的父亲赶上了这趟车。 他很
珍爱这份工作。 常常每天天不
亮就起床， 直到天黑散集了才
回家。 很快他便当上了区里的
工商所长。 当时处于市场开放
初期，欺行霸市的现象不少，父
亲严格公正， 将整个市场秩序

治理得井井有条， 成为远近闻
名的文明市场。

父亲当工商所长的时候 ，
全国各地开始兴起办理 “农转
非”户口。 那时，持有一个城镇
户口，好比捡了一个香馍馍，吃
粮 、读书 、当兵 、就业等一系列
难题都能迎刃而解。 有一年，父
亲所里分到一个农转非指标 。
按条件，我家最符合，父亲是所
长，进所的时间最长，上有老下
有小，母亲身体又不好。 但父亲
却把指标让给了另一位同事 ，
说他年龄比自己大一两岁 ，小
孩比我们家多一两个。

这是一双温暖的手。
在我和弟弟妹妹面前 ，父

亲并不苟言笑， 常显得有些严
肃。 但我们不难从他眼里读出
对我们的爱。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
县城开会， 会后父亲带我逛新
华书店， 我喜欢上了摆在橱柜
里的一辆玩具小汽车。 那辆车
虽然只要3元钱，但对于一个月
只有十几元工资的父亲来说 ，
显然是个不小的数目。 父亲踌
躇了很久，还是没有给我买。 但
我却犟得很，就是赖着不走，最
后父亲气得跺脚走了。 我一个
人站在大街上， 看见周围摩肩
接踵的人群， 感到自己像是掉
进汪洋大海的一叶孤舟……正
当我惊慌失措之际， 一双熟悉
的大手轻轻按在我的头上 ，我
抬起头， 只见父亲仍旧像往常
那样亲切地注视着我， 顿时一
股暖流电击般涌上心头。

古人说，相去万余里，各在
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
知？ 我知道，我与父亲是不会再
见面了，但父亲的样子，那双温
暖而有力的大手， 却永远鲜活
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在我的衣柜里， 一直放着一双穿
过的半旧拖鞋，淡花布面，泡沫底，人
工上的线。鞋帮鞋底都铺有厚厚的绵，
摸在手上柔软又温暖， 比起外面买的
拖鞋厚实得多。这是姨妈给我做的，一
布一棉，一针一线，她亲手铺亲手做。

姨妈送给我的时候， 我一直舍不
得穿，后来姨妈逼着我穿，说穿破了再
给我做。 谁知，我才穿了一个冬天，姨
妈就离我而去了。我收起那双拖鞋，再
也没穿过，但每到冬天，我就会想起那
双拖鞋，想起我的姨妈。

我小的时候， 姨妈总是格外地疼
爱我、迁就我，如果我很长时间没去姨
妈家，她就会打发两个表哥来接我。我
也最喜欢到姨妈家去，几公里的路程，
从来不用我走一步， 都是表哥们轮流
背我到家。也只有在姨妈家，我才可以
享受到“公主”般的待遇。

那时，农家的鸡蛋十分珍贵，有贵
客才拿出来招待，自己是舍不得吃的。
可每次我到姨妈家， 都能吃到红糖煮
鸡蛋。 有一次，姨妈一下子煮了5枚鸡
蛋，加上浓浓的红糖水，让我坐在门口
小凳上吃。这时，出完早工的小表哥回
来了，我让他也吃一枚，他犹豫了一下

后，就一口含住鸡蛋，躲到柴房口吃起
来。 要是以前， 小表哥是绝对不敢吃
的，因为姨妈吩咐过，谁也不许分我的
东西，那次他也许是真的饿了。可他刚
嚼了两口， 就被出来抱柴火的姨妈撞
个正着， 姨妈对孩子从来都是不打不
骂的，那次却狠狠地骂了小表哥。懂事
之后，我才明白，没有女儿的姨妈一直
待我为亲生闺女。

15岁迁居县城后， 我见姨妈的次
数就少了。 17岁时起在外地读书，从高
中到大学，再到工作、结婚，我几乎没
能再和姨妈见面， 只有一年几次的电
话联系。这些年，我也知道她身体一直
不好，终因路途遥远而不能前去探望。
至今，我仍心感愧疚！

前年元旦，我回母亲家，姨妈知道
我回去了， 从乡下赶来给我送来这双
拖鞋，说外面卖的没有她做的柔和。我
也许诺，等新房子装修好后，就接她到
我家好好住段时间。可只一个冬天，姨
妈没等我兑现诺言， 就匆匆离开了我
们。

清明节快到了，我又想起了姨妈。
拿出拖鞋，对着姨妈家的方向，我深深
地鞠了一躬！

我的童年是姑婆带我度过的。
在那纯真的日子里， 使我最难忘

的是姑婆的油灯。那时乡村无电，油灯
是唯一伴我和姑婆度过黑夜的 “光明
使者”， 自然也就成了姑婆的心爱之
物。

刚启蒙读书，领回第一本书之后，
姑婆乐坏了，拿在手上摸了又摸，反复
“观赏”， 晚上在油灯下用硬白纸为我
把书本包好，姑婆读书不多，但还是一
歪一扭的帮我写好了名字，从此，油灯

下就多了一个人生的话题， 姑婆伴读
的姿势成了一道风景。

夜色苍苍，当我翻开书本写字，姑
婆也总是微笑着坐在旁边， 觉得新奇
和欣慰， 她内心的喜悦随着我手中的
笔一点一划地流溢， 灯光也显得格外
明亮。每当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姑婆
笑容满面，油灯也特别欢，火苗直往上
蹿，大概是表示庆贺吧。

灯光下， 姑婆给我说了很多读书
的重要，那些“调子”至今还记得真切，
姑婆说，“孙儿，千万要攒劲读，好好念
书，将来考上大学当干部，吃国家粮。
自己也舒服，家里也光荣……”听着姑
婆那些切实的“大道理、大见识”，我幼
小的心灵颇有触动， 朦朦胧胧地感觉

到“读书”的作用和意义。 如此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姑婆在灯下教给了我许
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也学会了在灯
下品味生活，品味人生。

数年过后， 我要去县里念书。 临
走，姑婆心情很复杂，晚上在灯光下喋
喋不休，“就要走了，就要走了”。 到了
县上，有电灯，用惯了油灯，反而觉得
不习惯，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心情非
常的不安定。有一回偷偷逃学回去，告
诉姑婆，我不想在县上，我只要姑婆和
油灯。 姑婆责骂我“蠢崽”，生了气，说
要把我“赶”出去，要我立即回校，让我
永远都不要回来。我茫然伤感，转身看
她，见她的眼角含有泪花。

随着我逐渐长大， 姑婆也一天天
地老了。就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传来
了姑婆病危的消息，我回到家里，见她
头发散乱地躺在床上， 两眼深情地看
着油灯，倾诉着对我的牵挂。我忍不住
心中的悲痛，转背哭了起来，油灯把我
的泪水照得晶亮。

如今，油灯虽已随姑婆而去，但姑
婆却像另一盏油灯， 永远亮在我的心
中。

父亲在每个人生命中不可
或缺。 他用爱支撑起一片天。 或
许他会对家人撒谎，但那谎言背
后却是无尽的爱。

儿时的我身体瘦弱，经常生
病 ，每次半夜发起烧来 ，父亲就
会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
几十里地之外的医院。 在漆黑的
夜色中 ，山路崎岖难走 ，母亲在
旁打着手电筒，父亲的每一步都
很稳健，他的双手紧紧地反扣着
我 ，趴在父亲的后背上 ，我感觉
安心而温暖。

在我读初三那年，父亲的下
肢突然浮肿。 我们都很担心，催
促他去医院做检查 。 拗不过我
们，父亲去了医院。 回来后他笑
眯眯地告诉我没有大碍。 他抚摸
着我的头 ， 温柔地笑着说 ：“妞
妞，不要担心。 爸爸的身体很好，
我还要看着妞妞读大学，看着妞
妞做新娘呢。 ”可父亲的这个心
愿最终没能实现。

生病后的父亲，后背的衣服
经常被汗水浸透，湿漉漉地贴在
身上 ， 但他总是笑呵呵地安慰
我：“没事。 ”当时我正准备冲刺
中考，每天趴在一堆学习资料中
复习， 没有察觉到父亲的异常。
中考结束后，当我告诉父亲考试
后的成绩很好时，父亲开心地笑
了。 几分钟后，他却突然昏厥。 我
们手忙脚乱地把他送进了医院。
看我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妈妈递
给了我一张化验单，上面赫然写
着“肝癌晚期”4个字，那一刻，我
的天塌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父亲上一次检
查时就已知道自己的病情，为了
不影响我中考，他撒了谎。 为了
把病情隐瞒下来，他甚至拒绝了
院长让他住院的安排。 我恍然大
悟 ，回想起这些天来 ，父亲经常
脸色煞白地趴在椅子上，让椅子
后背紧紧地顶住肝部，原来是因
为他的病开始频繁地发作，肝部
疼痛难忍所导致。 然而为了我，
他放弃了能缓解疼痛的治疗。 望
着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的父亲，
我泪如雨下……

几天后，父亲终究松开了握
着我和妈妈的手，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 父亲下葬那天，小雨淅淅
沥沥，淋湿了我脑海中与父亲有
关的点点滴滴。 每逢清明，我会
更加思念长眠在家乡的那棵柏
树下的父亲，而父亲爱的谎言也
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清明”两字的来历，据《岁
时百问》载：“万物生长此时，皆
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民
间有植树 、扫墓 、踏青等习俗 ，
又有拔河 、扑蝶 、采百草 、放风
筝、荡秋千等娱乐活动。

古诗中与清明有关的诗篇
最著名的当推杜牧的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 ” 此作写得潇洒飘
逸，令无数读者激赏不已。 但晚
唐诗人韦庄也有一首知名度颇
高的清明诗， 其曰：“满街杨柳
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 好是
隔帘花树动 ， 女郎撩乱送秋
千。 ”后两句写女子在花树深处
荡秋千，若隐若现，煞是好看。

清明诗中， 被诗人捕捉的
频率最高的意象是雨 、 柳 、花
等，因为这些意象，本身就是春
天的象征物。

先说雨， 如唐人韦应物的
“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
坐听”两句，写清明节前一两日
的寒食节， 其独居京师孤寂难
耐的心境和内心的清冷。 又如
唐人赵嘏的“鶗鴂声中寒食雨，
芙蓉花外夕阳楼”，写清明前夕
晴雨变化， 用此衬托自己对故
乡的思念。 清人蒲松龄、 孔尚
任、 谭嗣同的清明诗中均带雨
的意象。 蒲诗是“社后娇莺唤春
去 ，雨余芳草伴愁生 ”，带有怨

春之意。 孔诗是“清明寒食多风
雨 ，特特今宵月照花 ”，带有惊
喜之情。 谭诗是“江城寒食冷烟
碧 ，雨丝罥柳横江织 ”，带有迷
离之感。

再说柳 ， 宋人吴惟信曰 ：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
柳属流莺。 ”诗写清明时节游子
赏春而不识春， 真正的春意只
在杨柳上， 而这一切又只归属
于黄莺鸟。 诗含哲理，让人寻味
再三。 其他有宋人陈与义、范成
大的名句， 前者如 “浓阴花照
野，寒食柳围村”，后者如“花燃
山色里 ，柳卧水声中 ”，让人过
目不忘。

关于花的清明诗更多 ，如
王维的“清溪一道穿桃李，渲漾
绿蒲涵白芷。 溪上人家凡几家，
落花半落东流水。 ”诗句用平易
的语句、 鲜明的色彩写尽城郊
的秀美风光，令人目不暇接。 还
有杜甫的“寒食江村路，风花高
下飞 ”，韩翃的 “春城无处不飞
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 ”，崔橹的
“一百五日又欲来，梨花梅花参
差开 ”，李郢的 “杏酪香浓寒食
近 ，梨花影散夜风轻 ”等 ，都是
久传不衰的佳句。

寒食节在冬至后105日，即
清明前1至2日， 近代以来已与
清明合而为一，故文中寒食、清
明统称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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