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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麟

秋已深了，色彩缤纷的山野，像是着意打扮了一
番，以庆贺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在这个日子里， 灵性的霜林饱含着春的妖娆，夏
的灼热，秋的霜剑，一时间竟以喷焰缀锦的明艳，“红
于二月花”的鲜活，闯入了人们的视野，赋予深沉的人
生思考。 这是否就是生命第二春的风采———成熟、大
度、厚重与超越？

我这番思绪，最初是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
山县引发的。

该县地处武陵山深处，山高林密，溪河纵横。半个
多世纪之前，我刚跨出校门，便被分配到这里工作，先
后担任过中学的化学教师、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

在走土家、串苗乡的采访路上，我渐渐发现了霜
林的气魄。 红叶触目，漫山遍野，塞谷堆崖，无不把暗
壑明峦装点成了锦绣世界。 千仞危崖的阳刚大气里，
平添了一缕秋色的飘逸；蜿蜒百转的溪流，倒影摇红，
漾漾的柔波获得了一股透石穿山的魄力；谷浪泛金的
田野，像有红烛高照，为劳作一年的农民添加了几分
喜悦……

这般景象，当然使我兴致盎然，但也生出过淡淡
的惆怅。 常听人说“景随文传”。 我暗自思忖：“也许是
山高路险吧，古代的诗人骚客不曾涉足过龙山，不然
这般美景妙境也会随《枫桥夜泊》《山行》那样的佳作
名篇风传于世的！ ”

在龙山的日子一年年过去，山野的枫树又增加了
几圈年轮， 我对龙山火红的景象也有了较深的认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我党领导的湘鄂西、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先后就创建在这里及周边诸县。红
二、六军团长征出发之前，湘鄂川黔苏维埃省政府还
转移到该县的茨岩塘，留守根据地、负责牵制敌人的

红18师奉命长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的。 在烽火连天
的岁月里，这片土地拉开了威武雄壮的战幕，演绎出
许多气壮山河的故事。仅我听到的就有：在中堡，击溃
敌41师，活捉师长张振汉；在板栗园，又击溃敌85师，
击毙师长谢彬；在招头寨，陶广纵队的10个团也同样
遭到覆灭的命运。 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一场持续35
天“围城打援”的战斗，在龙山县城的城墙四周打响。
在一次县直机关的大会上，我亲耳聆听回老革命根据
地看望乡亲的廖汉生将军说：“在龙山‘围城打援’之
后不久，我们就告别了父老乡亲，开始长征了！ ”这时，
我感悟到了龙山的山山岭岭是这般豪壮：“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没见到过当年战火纷飞的激战，心中免不了有些
遗憾。但是，我庆幸自己在战火硝烟散去后，看到了好
些朴朴实实的老红军。时代从战争的峥嵘岁月转换成
了繁忙的经济建设， 他们也抖落了身上的尘土硝烟，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在这时代的转换中，我看到了
那些曾在千万里转战中的老红军，始终保持着红军战
士的本色，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新的长征，展现出生
命第二春的风采。

在凭票购物的那阵子，我看到肉案前排着长队的
队伍里，婉拒照顾的老红军陈文友、张兆云，如普通老
百姓一样依次等候。似乎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胜利了，
可“以功臣自居”。 队伍过长，带着战争伤疤的腿实在
站不起了， 他们顶多是在油乎乎的肉案空档处坐一
坐。

接到县人武部通知到县城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
老红军晏国清像是当年听到出征的命令，靠两脚从洗
洛急忙忙地赶了近10公里山路。我亲耳听到他像个小
学生似的一进门便问：“我没迟到吧？ ”就在这次座谈
会上，我惊讶地看到那双赶路的脚只剩下一双光秃秃
的脚板，十个脚趾全掉在长征路上了。

冰天雪地的洛塔界上，一个难得的晴日，已是80
多岁的老红军邹采芹在家接受了我的采访。当看到从
门外投进来的阳光移动到他心目中的位置时，他立即
起身对我说：“党组织生活会就要开了，我还要去交党
费。”说完，他便出了门。转眼，他的身影便消逝在湿滑
山路的拐弯处。

时任石牌公社红桥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老红军黄
德友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在20余年回乡当农民的生
活中，那双握枪的手又握起了锄头把，扶起了犁杖，躬
身耕耘起故乡的梯田坡土。 他那双走过长征路的双
腿，年复一年地奔走在家乡的山坡田野、作坊农舍，操
劳着故乡经济的发展。 为此，他的复员安置经费一分
不剩地全部捐献给家乡办初级农业合作社。

……
在我接触到的这些点点滴滴、 真真实实的事实

中，诚然没有了当年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危急，也没
有了爬雪山过草地的风雪饥寒，但有谁能说，这不是
红军战士在新的历史时期冲锋陷阵雄姿的重现；有谁
能怀疑，这不是昨日血肉拼刺在今天的继续？ 这些都
无不闪现着红军战士的气概和风骨。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猛然觉
得，枫林辉映的，只是龙山的山坡田野，红军的风采则
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在老红军身上迸射出的红军精神里，我真切地看
到了，无论在什么年代，他们都牢记着党的宗旨、使命
和自己的担当，做党旗上一根鲜红的纤维，做党忠贞
不二的赤子，让生命的桅帆高扬，让精神的支柱始终
坚挺。 他们没有给儿女留下些什么房产、钱财，却在生
养自己的故土，树立了一座丰碑，给身后继续在红旗
下开始新长征的战士立下了一杆“不忘初心”的醒目
路标！

多么璀璨啊，老红军们生命的第二春。

长征
朱继忠

爬山涉水
用赤脚丈量
黄土地的脊梁
二万五千里的海岸线

把军帽挂在山巅
把草鞋丢给豺狼
把手中的枪剑
擦得锃亮

风霜雨雪中的身影
敲醒了边陲之地
目光的延伸
震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如天边升起的曙幕
把枪林弹雨揉成泥丸
撕开历史的黑洞
打开窑洞里的油灯

如射线般地燃烧
回归的心脏
把血液和呐喊
交给了猎猎的旌旗

红军桥 （外一首）

吴群芝

红军桥毅立在双坪村
龙泉河像历史流动的云
桥上有风一直在吹， 在吹
吹在斑驳苍老的桥墩， 吹在80年的历史烟云

叮咚的河水， 如当年万人大会口号声脚步声
会场上的火把
雨中高亢的军歌， 在泥泞中舞成一条火龙
在双坪村， 龙泉河还在， 红军还在
无数个儿女从雪峰山汇聚

我不敢上桥， 怕踩疼红军留下的脚印
我想上桥， 想与母亲一起挥手
送别当年的红军

三江镇

三江水在镇上绕来绕去
挥手漫天的霞彩
我看到， 在三江水岸一棵小树
长在小镇一个屋瓦上
生活热烈， 生命热烈

屋檐下， 一个老大娘坐在猪舍前
唱着花瑶小调
看猪进食
———哟-喂， 哟-喂

小树把绿伸下屋檐
挤在堆满黄瓜玉米的墙上
像当年红军一个个军礼

鲍勃·迪伦
为什么能获“诺奖”？
袁新

10月13日， 瑞典文学院宣布， 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
授予美国音乐人兼作家鲍勃·迪伦 。 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
说， 迪伦因为 “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
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 而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解释授奖原因时
说： 迪伦将他的诗歌通过歌曲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与古希
腊那些通过音乐表达的经典作品别无二致。 鲍勃·迪伦的作
品虽然是让人 “听 ” 的 ， 但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诗歌来
“读”。

在此， 笔者不禁想到法国著名作曲家福莱所说的一句
话： 诗是寄寓于文字中的音乐 ， 而音乐则是声韵中的诗 。
这反映了人类对诗歌艺术与音乐艺术的审美经验。 一首音
乐作品， 既可用来聆听， 也可用来阅读， 这说明音乐中存
在着诗歌的内核， 诗歌中也存在着音乐的内核。 因此， 有
美学家说， 音乐作品的最完美的形式， 就是诗歌杰作与音
乐杰作的统一。

比如， 鲍勃·迪伦著名的 《答案在风中飘扬》： “一个
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过多
少片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
远禁止\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扬\\一座山要耸立多少
年\才能被冲刷入海\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容许自由
\一个人要多少回转过头去\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扬\\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
空\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悲泣\要牺牲多
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扬。”

这首歌中的歌词非常具有音乐性， 旋律鲜明， 适合演
唱和倾听， 但是， 它表达的思想又很具有文学的味道， 适
合像阅读诗歌作品那样来进行阅读， 音乐意象和文学意象
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 可以说 ， 这是 “诗的音乐 ” 或者是
“音乐的诗”。 这正是鲍勃·迪伦作品呈现 “诗歌音乐一体”
的审美特色。

鲍勃·迪伦曾如此评价自己 : “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
人， 然后才是个音乐家。 我活着像个诗人， 死后也还是个
诗人。” 鲍勃·迪伦经常在自己的歌曲里糅入文学意象， 并
且引用诗人的诗歌。 他曾经引用保尔·魏尔伦、 阿蒂尔·兰
波、 埃兹拉·庞德等人的诗歌。 他也发表诗歌和散文， 比如
1971年的 《Tarantula》， 2004年的回忆录 《编年史》。 他的歌
曲引起了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研究和重视， 牛津美国诗歌
读本在2006年的版本里收入了他的歌曲 《Desolation Row》，
剑桥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 《鲍勃·迪伦入门》， 将他的风
格列入伟大作家之中。 乔伊斯·欧茨、 斯蒂芬·金、 萨尔曼·
拉什迪认为迪伦获 “诺奖”， 是 “吟游诗人的继承者， 这是
一次伟大的选择”， 《纽约时报》 发文称 “迪伦重新定义了
文学的疆域”。

鲍勃·迪伦为什么能够成为 “最伟大的在世诗人”？ 并
非是为了音乐而音乐， 为了艺术而艺术， 他是用严肃、 发
展和完善的道德责任感对待他的艺术责任。 他追求自发的
艺术创作， 反对扼杀人们心灵的力量 ， 强调个人独立性 ，
追求张扬、 自由的精神。

鲍勃·迪伦曾说 ： “在我看来 ， 我写的任何一首歌
都不会过时 ， 无论它们是关于什么话题的 ， 它们承载
的是那些我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东西 。 ” 他 的 很 多 作 品
富有社会意识 ， 涉及许多社会问题 ， 带有鲜明的时代
文化和精神色彩 ， 并且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自觉意识观
念 。 因此 ， 乔布斯曾赞扬 “鲍勃·迪 伦 是 我 们 这 个 时
代最值得尊敬的诗人和音乐家之一 ” 。 鲍勃·迪伦让音
乐变成了表达人生观和态度的一个工具 ， 他的音乐是
可以改变人类和世界的颠覆性力量 。

李孟雄

时光灿烂了岁月， 也丰富了人生。
在这里说说我父亲的晚年生活故事。

故事从2003年说起。 那年5月我母
亲罹患糖尿病致肾衰竭去世， 76岁的
父亲成了孤老。

说父亲是孤老， 是因为他长年一
个人生活在乡下，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其实父亲养育了我们3个儿女， 但
母亲去世时我们都在外乡工作， 无法
放弃工作回家照顾老人家。

父亲也不愿意跟我们去城里生活。
他不习惯城里的嘈杂和喧嚣， 认为还
是乡下好， 人熟， 山好水好空气好。
乡下诸多的好， 让父亲故土难离。 如
此， 我们也就只好依了他。

为了排解孤独， 父亲养了一只花
猫和一条黄狗作伴。

没人照顾， 父亲无法不让我们牵
挂和担心， 第二年我们给他请了一个
保姆。 父亲不甚乐意， 他怕给我们增
加负担。 但当保姆请进门时他也就不
再坚持， 算是默认了。

未曾料到的是， 父亲与保姆相安
无事一段时间后， 竟发生了口角。 一
天保姆给我打来电话， 气咻咻地跟我
诉苦： “李哥耶， 蛮费劲嘞！ 你爹耳
朵背， 跟他说话声音小了听不见， 声
音大了又说恶了他， 跟我发脾气， 我
怕是不能干了！”

保姆说得极是。 父亲岁数大了，
除了患有老年人常见的脑梗塞外， 耳
朵还严重背听， 说话南辕北辙， 你问
他巴陵县， 他回答外婆健， 确实很费
劲。

为了安慰保姆， 我只好跟她讲好
话， 让她马虎点。

最终保姆还是走了。 对此， 父亲
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 没有保姆他
也能照顾自己。 自己煮饭， 自己洗衣
服， 自己打扫房间卫生……平凡琐细
的生活中， 父亲不张不弛地消磨着时
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父亲当了
17年大队干部， 农民出身的他自有着
农民的智慧和勤劳。 岁月如云烟飘过，
但并未消弭他对劳动的热情。 家里没
有田种， 父亲就在地里种菜栽红薯。
老人家习惯于每天到菜园里转转， 或
挖地， 或锄草， 或泼大粪……什么季
节地里都生长着时令蔬菜。

父亲知道我喜欢吃红薯， 每年都
要种十几垅红薯给我带回城里吃。 我
的喜欢就是他的快乐， 吃苦受累他乐
意。

金秋十月， 丹桂飘香， 到了该挖
红薯的时候。 父亲见我提着一袋一袋
红薯回城， 别提有多高兴， 脸上的笑
纹浪打浪， 又像盛开的木棉花， 绽放
一朵朵。

知了叫了， 这是夏天的晚上； 蛐
蛐叫了， 这样的晚上已经是秋天。 听
着大黄狗紧一声慢一声的吠叫， 父亲
知道有人经过自己屋门口的脚步已经
远去。 这个时候， 他孤独脆弱的心是
愈发地孤独了……

时间久了， 父亲慢慢习惯了生活
中的这种常态， 为了缓解一分孤独，
每天夜幕降临时， 他就拿起手电筒出
去串门， 这家坐一会儿， 那家坐十分
钟， 喝杯芝麻豆子茶， 跟主人费劲地
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 临了， 父
亲会准时回家看电视。

每天晚上看央视国际频道的 《海
峡两岸》， 是父亲雷打不动的节目。 父
亲说台湾政坛一团乱麻， 民进党和国
民党两党恶斗不断。 父亲也喜欢看央
视新闻频道的 《新闻联播》 节目， 他
从电视里认识了奥巴马、 普京， 以及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一些世界知名
政治家。 父亲佩服普京是个政治强人，
克里米亚想收回就真的收回去了， 美
国、 欧盟外加乌克兰都拿他没办法。

晚年的父亲做事也有奇葩的时候。
老人家旧时念过几年私塾， 懂点文墨
之道， 平时喜欢帮人写个对联作个挽
联什么的， 也因此闹出些笑话， 遭遇
过尴尬。 双合村有个叫陈五云的老爹
爹， 长我父亲8岁， 两人是多年的交
情。 五云爹90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
在医院待了个把月， 都以为他不行了，
过不了90岁这道坎儿。 父亲听说后在
家里枯坐一整天， 冥思苦想憋出一副
挽联。 联云： 身披双甲， 寿享耄龄，
晚景正欢娱， 何不期颐归碧岛； 眼观
四代， 戏彩娱亲， 桂阑多挺秀， 晨星
寥落后人贤。 挽联写好了却没有送出
去， 盖因五云爹在阎王老子跟前作了
个揖又回来了， 奇迹般地闯过了鬼门
关。

父亲闹了一出“乌龙”， 遭人讪
笑， 怎不尴尬？ 吃一堑长一智， 后来
父亲就吸取教训了， 人死不入殓他是
不会再作什么挽联的了。

眨眼间我母亲去世已经13年， 父
亲也快90岁了。 岁月催人老， 看着父
亲日渐苍老的脸颊和眼中常常流露出
的对世界对亲人的眷恋， 我就陡生一
种想哭的感觉。

膝下有儿女， 可叹未承欢。 现在
父亲依然一个人住在乡下， 依然是那
只花猫和那条黄狗陪伴着他……

这就是我父亲晚年生活的真实写
照。 真实， 但不虚构； 平凡， 却也精
彩！

璀璨，生命的第二春
———从红土地上的枫林话开去

汉
诗
新
韵

圣地延安
肖和元

巍巍宝塔冲霄汉，
一曲延河今古流。
朝圣共圆中国梦，
初心不忘写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