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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闻邵燕祥先生于8月1日离世的消息，实
在是惊愕不已。就在几天前，7 月27 日，刚刚拿
到他寄自北京的快递。寄来的是“邵燕祥自选诗
稿”，共3册。线装本、套盒、自印，这无疑是很重
的情谊了。

说起来，我与邵先生联系的次数不算多。仅
仅见过一次，是在2006年4月南开大学举办的穆
旦诗歌研讨会上。那次会议来了不少老先生，邵
先生之外，还有牛汉、郑敏、屠岸、来新夏等先
生。期间，与邵先生有过一些交谈——有一点点
诧异，邵先生思想活跃、文风犀利，说话的语调却
又是那么温和，让人倍感亲切。

2010年底，我编撰的《穆旦年谱》《穆旦与中
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两书出版，我给邵先生寄了
过去。2011年4月下旬，收到邵先生寄来的两本
新书，《邵燕祥诗选》和《我的诗人词典》。前一书
的扉页有“你在穆旦研究上所付劳动值得称颂”
之语，这是邵先生对我穆旦研究的鼓励；后一书
的扉页又写有：“限于篇幅，抽去若干词条，有些
长文则改节录，原想将所写有关诗人文字作一总
结，还是落空了。”语气有些怅怅。

这样就到了今年的上半年。2020年是诗人
彭燕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与龚旭东老师合编
了一本《风前大树：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文集》，
由中国现代文学馆联系西苑出版社出版。此书
拟收录彭燕郊先生的一些遗稿和三四十位作者
的文章，其中就有邵先生的一篇《彭燕郊》。因授
权事，又一次与邵先生联系。

邵、彭二人的交往始自新中国成立那年冬天的
北京。根据邵先生在《也忆金隄》一文中的回忆，彭
燕郊1948年在桂林监狱里就曾读到他在《桂林日
报》副刊发表的作品，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后，邵先
生给《光明日报》文艺副刊投稿。“这年冬天，接编这
个副刊的诗人彭燕郊约我见面”，“我和他于是相见
恨晚，我的有嫌粗陋的诗文，能一破他在狱中的寂
寞，这是什么样的缘分！”“此后若干年间，我和彭燕
郊保持着其淡如水的亦师亦友之谊。”类似内容也
可见于1999年版《旧信重温》，这是邵先生编的“一
本朋友书信集”，录有一百多位朋友的来信，对每位
来信的朋友都有简短的按语。其中有彭燕郊1981
年7月11日、1983年5月1日的两封来信。后一封
信中，彭燕郊所谈主要是自己的诗艺探索，称：“这
些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艺术上的探索。”“我‘想象’
中的好诗，我自己总写不出来。老是叫我苦恼。”

“此生无他志，只想在诗的艺术上探索到生命的最
后一息。”

1997年底，《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彭燕郊卷》
出版。彭先生向友人们寄赠此书，邵先生获赠一
本。随即，1998年2月3日，他对集中所录《初夏
——怀念一位友人》一诗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解读，
其中，有一个类似“重新发现彭燕郊”的呼声：

彭燕郊是一位富有活力的诗人，他从胡风冤
案的阴影中走出，以垂暮之年重新投入诗的创
作、编辑、出版以及文学教学和其他社会活动中，
并且在各方面都成绩斐然。就诗言诗，在他那一
个年龄段的老诗人中，他在诗体创新方面的探索
最力，他策划并促成的现当代外国诗歌的翻译刊
物和丛书，显然不是为了一己的借鉴。他近二三
十年的新作的成就和意义，还没有被评论家、研
究家给予充分的注意。

《风前大树：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文集》拟收
录的就是这篇。邵先生有本书，名为《惟知音者
倾听》，邵、彭二人也堪称是“知音”。

6月底，我将授权书快递至北京，一并寄上了两
本穆旦研究的书：2012年版《穆旦评传》和2019年
版《穆旦诗编年汇校》。同时，还有一封手写书信，
其中除了两书写作的简要说明外，主要是关于授权
书的填写和寄送的说明，并提到最近几年在整理彭
燕郊先生的遗藏时，看到了邵先生的不少来信，将
来可以通过邮箱将扫描件发给他。

当时觉得邵先生年事已高，寄件不便，所以
在电话里和书信里都特别说明，已跟现代文学馆
的王雪商量好，可以让她到时候上门取件。7月
14日再次电话联系的时候，谢先生告知邵先生已
经包好邮件，将亲自寄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除了将授权书挂号寄出外，邵先生还给我寄了一
套印制精美的自选诗稿。寄达时间为7月24日，
我因那几天不在家，托同事代领，27日方才拿到。

这个时间原本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如今看
来，它不过是距离8月1日更近了一些，更真切地
提示了一种拥有和失落。而回想起与邵先生的
交往，原本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零星片段，但贯
穿其中的两位对象，从穆旦到彭燕郊，恰恰是我
这一二十年里投注最多研究精力的两位。由是，
这些片段终归也是某种历史的证词，令我在这略
感疲乏的中年时刻，又一次窥见了思想的力量、
文化的意义。

7月30日，“征集前往江西万载
祭拜革命烈士的人员”的通知在浏
阳徐氏家族微信群中发出，很快有
近 200 人报名。31 日，各支族代表
组成的祭拜团跋山涉水，赶赴江西
万载上峰村烈士墓，只为圆这一场
跨越86年的寻亲梦。

祭拜团中，年龄最大的有73岁，
最小的只有12岁。不少人还带来了
徐氏族谱，希望能再找到线索。

得知烈士的家乡人前来祭拜，上
峰村村民凌端清特意赶了过来。80
多年前，凌端清的父亲凌高寿与徐班
长有过数面之缘。在红三医院，幼年
的凌高寿亲眼见过战士们的英勇无
畏，亲耳听过战场上的枪炮声声，亲手
包扎过战士们鲜血淋漓的伤口。目睹
着伤病员因无药救治而痛苦呻吟，凌
高寿内心无比悲痛。

1950年，凌高寿给亲人扫墓，经
过那一座座烈士墓，站立了许久许
久，烈士的遗容浮现在脑海，烈士的
嘱托回响在耳旁。他静静地瞻仰
着，深切怀念革命先烈们。从那年
起，凌高寿义务守护散葬的烈士墓
地，从未间断。此后，凌家义务为烈
士守墓，延续三代。在凌高寿的感

染下，2003 年清明节前，茭湖乡东
江、上峰两村的彭荷生、杨艳华、宋
甫云、李盛春等10位退休干部自发
捐款 1000 多元，将找到的 45 名烈
士遗骨集中安葬，请来工匠，买来花
岗石、水泥等材料，为烈士墓立碑。

“今天看到烈士家乡人来祭拜，我
无比欣慰。”凌端清眼神里满是坚定，

“今后，这座墓我们会继续守下去！”
“感谢江西人民！感谢你们对

烈士生前的照顾之情、死后的守护
之义！”徐钦彪紧紧握住凌端清的手
说，“以后，我们也会经常过来看望、
祭拜烈士们。”

浏阳徐氏宗亲徐正光是一名退
伍军人，面对烈士墓，他感慨万分：

“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有
的连姓名都没留下，值得后辈怀念
和祭奠。”

听了一枚银戒指的感人故事，
12 岁的徐崟锋也颇受触动，跟着父
母前来祭拜：“烈士们无私奉献、舍
己为人，才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万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易
会根告诉记者：“对上峰村无名烈士
墓等零散革命烈士墓的升级、改造

和维护工作，已列入县‘十四五’规
划中。”

为了尽快找到徐班长的家人，
江西日报联合湖南日报，在江西新
闻客户端、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
端、微信、抖音等平台同步推出系列
报道数十条。人民网、中国网、学习
强国、腾讯网、新浪网、今日头条等
平台纷纷转载，相关报道累计阅读
量 达 1000 多 万 人 次 ，留 言 评 论
1000余条。“寻找烈士，就是寻找我
们的精神财富。”“这是一段沉寂多
年的历史、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需
要我们后人一步一步地接力，传承
红色基因。”网友们发自肺腑的留
言、真情流露的评论，让这条寻亲之
路充满温情。

徐垂铨是否能找到呢？
“肯定能！”徐氏宗亲徐龙义笃

定地说，大家都会继续努力寻找。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跨

越86年，历时半个多月，横穿两省三
县市，一场跨越86年的红色追寻，唤
醒了更多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寻
亲还在继续。

其实，记得这些无名烈士的，都
是徐班长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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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周磊 马如兰

“徐班长，乡亲们看您来
了！”8月1日，受江西日报社邀
请，湖南省浏阳市近30位徐氏
宗亲、湖南日报社岳阳分社采
访组来到江西省万载县。从县
城驱车近 1 小时，驶过蜿蜒曲
折的山路，众人抵达万载县茭
湖乡上峰村，祭拜红军烈士“徐
班长”。

上峰村禁山背的山脊上，
有一座合葬墓。伴着林间的花
草虫鸣，45名红军战士安然沉

睡着。墓前的灰色大理石墓碑
上，“上峰无名烈士墓”几个大
字清晰可见，无声地诉说着一
段悲壮的历史。

徐氏宗亲迈着缓慢沉重的
步伐，走近烈士墓，献上花篮，
虔诚祭拜。浏阳市徐氏宗族理
事会会长徐钦彪双膝跪地，用
家乡话向徐班长祷告：“希望您
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早日找到
您的亲人！”

烈士墓前，树木高大挺拔、
枝繁叶茂。一个穿越86年、横
跨湘赣两省的故事，就从这里
开始。

1933 年 3 月底，湘鄂赣苏
区主力红军奉命向南昌挺进。
国民党十六师彭位仁部成铁侠
旅得知红军主力东进，中共湘
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
小源（今万载仙源）空虚，便伙
同浏阳保安团 3000 余人，乘
机进犯苏区腹地株木桥。为了
消灭成旅，红十六军、红十八
军、红三师约一万余人，由东折
回，昼夜兼行，于4月7日晚先
后到达小源。

当晚，在省委机关驻地王
家大屋，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
省军区及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先发制人，歼
灭株木桥来犯之敌。

8 日拂晓，伴随着“轰”的
一声巨响，首颗手榴弹把敌人
从梦中惊醒，他们惊惶失措，不
辨东西。顿时，爆炸声、喊杀声
惊天动地。激战 2 个多小时，
敌旅长成铁侠受伤。敌军遭此
重创，孤立无援，士气低落，只
好收拾残兵突破红军包围，向
浏阳张家坊逃窜。

此次战斗，红军歼敌 600
余人，取得了“株木桥大捷”。
400 多名战士英勇牺牲，鲜血
染红了株木桥的河水。

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
位于上峰村的红三医院救治。
医院驻扎地是村民蓝真才的
家，蓝真才闲暇时帮忙照料伤
员，还经常唱山歌给大家听。

“那时，村民会自发去慰问红军
部队，给他们唱山歌、送食物；
妇女会给红军战士洗衣服。战
斗前，红军战士会趁夜挨家挨
户敲门，提醒大家，马上有战
斗，不要出门。”说起红军和老
百姓之间血肉相连、生死相依

的一幕幕，株木桥村刘光老人
忍不住潸然泪下。

一天，又一位伤员被送到
了医院。他姓徐，是红军某班
班长，在抓捕杀害红军战士的
保长时不幸负伤。徐班长告诉
蓝真才：“我来自湖南，出来革
命，就是为了消灭反动派，为穷
人打天下。”

有一次，蓝真才的儿子高
烧不退，情况危急。蓝真才焦
头烂额、无计可施，徐班长告诉
他一个土方法：煮一个鸡蛋，剥
去壳后往里面塞一个银戒指，
用手绢包裹，在孩子的额头来
回擦动。听后，蓝真才犯难了：

“鸡蛋有，但银戒指上哪找啊？”
“真才，不要急，我有银戒

指。”说完，徐班长毫不犹豫将
手上的银戒指摘下来。按照徐
班长教的方法，孩子很快就退
烧了。

缺医少药，环境恶劣，徐班
长的伤势日渐恶化。蓝真才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帮他寻草
药，洗伤口，日夜照料。为了增
强徐班长的抵抗力，蓝真才下
水抓泥鳅、石蛙，煮好喂给他
吃。

但徐班长还是没能熬过
去。临终前，徐班长将银戒指
赠给蓝真才，并交代他，让自己
的坟墓朝着湖南的方向，以补
不能为爹娘尽孝的遗憾。

蓝真才悲痛万分，按徐班
长遗愿将其安葬，每年清明都
带上后代前来扫墓。

如今，扫墓的重任落在了
蓝家第四代曾孙女蓝长招肩
上。而那枚银戒指也作为蓝家
的传家宝，和红军精神一起，代
代相传。

今年 7 月上旬，江西日报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采访小
分队在上峰村采访时，得知了
银戒指的感人故事。江西日报
总编辑张天清决定，组成“跨越
86 年的寻找”融媒体采访组，
根据史料和仅有的线索，追寻
烈士的足迹，希望尽快找到烈
士的亲人，实现跨越 86 年的

“团圆”。
“我出嫁时，妈妈把它作为

嫁妆给了我。”在万载县双桥镇
黄源村蓝长招家中，大家见到
了这枚意义非凡的银戒指。

这是一枚男式银戒，戒面
为正方形，正面刻着“徐垂铨
章”四个字，背面刻着“正美”二
字。尽管历经80余年，戒指依
然散发着温润自然的光泽，足
见蓝家对这枚戒指的珍视和爱
护。

蓝真才的儿媳、现年78岁
的曾先华老人说出了她的心愿：

“希望能通过这枚戒指找到红军
烈士的家人，让他们‘团聚’。”

那么，徐班长是否就是戒
指上的徐垂铨呢？万载县党史
办干部徐小明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

2016 年，徐小明在调研
时，采访了曾在红三医院照顾
过受伤红军的凌高寿。据凌高
寿回忆，徐垂铨确为徐班长本
名，来自湖南浏阳、平江方向。

综合各方线索，江西日报
采访组联系了湖南日报，请求
援助。“寻亲团”将第一站，定在
湖南省平江县。

7月27日，江西日报、湖南
日报岳阳分社记者在平江县委

宣传部“会师”。平江县电视台
原台长、平江徐氏宗亲代表徐
谢师动情地说：“这是一段佳
话，不管难度多大，我们千方百
计来寻找。”

“大革命时期，平江牺牲了
20 多万人。2015 年，平江将
属地内所有中国工农红军烈士
遗骸迁葬到了烈士陵园。”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股长黄河
表示，会把在万载作战牺牲的
徐姓战士名单全部调出来，详
细比对。

徐谢师认为，必须发动媒
体力量和徐氏宗亲的民间力
量，通过微信、自媒体等途径转
发，扩大知晓面。他提议：“可
以去徐氏大宗祠翻翻族谱。”

大伙立即奔赴平江县童市
镇排形村徐氏大宗祠。遗憾的
是，族谱中多为明清时代信息，
没有上世纪的相关记载。“因为
历史原因，部分族谱有遗失，但
县林业局有一位同志收藏了。”
徐谢师迅速与他联系，请他提
供查阅机会。闻言，大伙失落
的心情又雀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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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知音者倾听”
——关于邵燕祥先生的

一些回忆

7月28日8时，迎着朝阳，江西日报、湖
南日报采访组，平江县文化志愿者联合组成
的“寻亲团”追寻线索，来到平江县林业局，
找到了族谱收藏家余万根先生。

“族谱记录着家族的迁徙、定居、传承，
我觉得很有意义。”10余年来，余万根不间断
地收藏了不同姓氏的家谱，其中有不少是徐
氏家谱。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余万根立马
带记者回家翻阅：“收藏的最大价值，就是为
后代提供历史的线索。”

“我收藏了近3000本族谱，找起来难度
可不小。”打开雕花木柜，一册册陈旧的族谱整
齐摆放，余万根从中拿出30余本说：“按照你
们的讲述，应该从清朝光绪年间或民国初期出
生的人中找，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族谱。”

将历经沧桑的族谱捧在手中一一抚过，
仿佛穿梭历史千百年。众人小心翼翼翻看，
一时间，整间房内，只有翻书声沙沙作响。

一些颇有意思的线索跳入眼帘：在徐氏
族谱卷四中，出现派名为“正美”的男子，与
银戒指内侧所刻“正美”字样相吻合。但正
美出生于清光绪八年，无子，入继堂弟正乾
次子为嗣，取派名“定继”。时间吻合，但定
继14岁时去世，再无后人可寻，线索至此而
断。在民国三十七年戌子六修的族谱中，也
发现名为“垂”的徐氏族人，与戒指正面所刻

“徐垂铨章”有关联之处。但苦于没有更多
线索，无法确定“垂”是否为所寻之人。

遍寻 31 本族谱，4 个小时悄然而逝，再
无其他收获。

余万根分析，“正美”还有可能是当时打
戒指的银号名称。他建议：“请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等相关单位帮忙，同时发动徐氏族人
共同回忆。如果徐班长是平江人，肯定能在
族谱上找到！”

辞别余万根，“寻亲团”再次出发，来到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试图从烈士名录中寻找
蛛丝马迹。拥军优抚股黄河股长告诉记者：

“平江县记录在册的烈士共有 21080 名，徐
姓烈士共有674名，其中在江西万载县牺牲
的有15人。”

通过仔细比对名录信息，有4名烈士的
牺牲时间最符合。徐华生，红五军战士，

1934年8月在万载县作战牺牲；徐芳远，湘
鄂赣军区红十六师战士，1934年3月在万载
县小源作战牺牲；徐月堂，湘鄂赣军区红十
六师战士，1934年8月在万载县作战牺牲；
徐爻连，红十六军战士，1933年在万载县病
故。

“用这个再对照族谱，范围就缩小了。”
记者提议，“能否查看这 4 人的详细档案？”

“好！”在黄河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档案室。
走进档案室，12个可移动的档案架，承

载着2万多位烈士英灵，让人肃然起敬。一
份份装在崭新档案袋里的旧档案，都已保存
了半个多世纪。按照区域、循着编号，管理
员袁菡云驾轻就熟找出了 4 位徐姓烈士档
案。记者小心翼翼抚过档案册，仿佛与先烈
进行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启开烈士档案，众人悉心翻阅查找。每
份档案内，都有 2 至 3 张登记表和 1 张革命
烈士证明书存根，记载着烈士参加革命过程
及其亲属的相关信息。看着15名在万载县
牺牲的徐氏先烈的表格，记者反复思考：“能
否发动这 15 位先烈的家属来共同回忆，看
这些先辈是否有可能就是徐班长呢？”

12时许，平江县委书记汪涛给记者发来
微信，关切地询问：“徐班长找到了吗？”得知
尚无进展，他也出谋划策：“要面向整个湘北
地区，发动徐氏宗亲，一起找!”

正当寻亲陷入困境时，浏阳市徐氏宗族
理事会会长徐钦彪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浏阳的徐氏家族中有‘垂’字辈。”
一石激起千层浪。“寻亲团”欣喜若狂，

于7月28日下午马不停蹄地从平江县赶赴
浏阳市官渡镇。寻啊，访啊，足迹踏遍数不
清的村庄，双手翻过数不清的族谱。虽然在
一本族谱上找到了徐氏“垂”字辈记录，但仍
未能找到“垂铨”。

难道寻亲的线索至此而断？“年代久远，加
之当时时局动荡，还有很多族谱散落各处。”徐
钦彪告诉记者，徐氏宗族已行动起来，或询问
家中老人，或查找散落各家的族谱，全力寻找

“徐垂铨”的资料，寻亲仍在继续。徐钦彪说：
“我们非常希望能找到这位徐班长，他为革命
事业尽忠，是我们宗族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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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珍藏了
80 多年的戒指，
见证了深厚的军
民情。

7月，采访团在平江查找徐氏族谱。

邵燕祥，
著名作家、诗
人。2020 年
8月 1日在睡
梦中离世，享
年87岁。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