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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艰苦的岁月
里，奶奶为缴党费犯愁。

缴啥啊？别说钱，
连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找
不到了。虽然半年党费
只六分钱！

区委同志讲，缴党
费没钱实物也行，有的
东西可直接上缴区里。

奶奶入党是干出来
的。爷爷的抗日武装被
围，爷爷被鬼子抓走杀
害。奶奶擦干眼泪，忘
我地工作来排遣痛苦。
她救治过多名伤员。特
别是重伤员桑谷华，杀
了小山羊，给他吃。

奶奶把情报藏到缵
里，背着草篮子，顺马颊
河大堤树丛走，累得浑
身大汗，把褂子都湿透
了，及时把情报送到县大队。天黑前她还
要背着一篮子草进家。奶奶小脚疼得进
家就累瘫了。

她积极组织妇救会做军鞋，带头交军
粮……区委批准奶奶为党员。

晚上奶奶去村支书家开会。
晚饭奶奶吃得潦草，刷完锅，洗脸梳

头。镜子里的奶奶是漂亮人儿。奶奶身
材适中，秀发高耸，大香蕉缵梳在脑后。
中式裤子，大襟褂子，可身，奶奶眼不大，
可亮，眼珠黢黑，放光。她妯娌、姐妹们夸
奶奶好看，好看到眼上了！

奶奶走黑影拐俩胡同，到支书家。
一进屋奶奶感觉今晚开会不同往常，

气氛严肃。且有区委的同志在场，还跟奶
奶握手。

一贯好抽烟的支书，这次没叼烟袋。
村支书对奶奶说，你的入党申请，批

准了。奶奶心里一阵激动，脸立马红了，
说，我合格吗？

合格。但是，还要严格要求自己，工
作继续努力，起先锋模范作用。奶奶点
头，记到心里。

区组委说，欢迎你，李淑玉同志。
支书把党旗挂墙上，奶奶看着鲜红的

党旗，举起右手宣誓。奶奶站在组委一
侧，面对党旗，重复的句句铿锵有力：“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严
守党的秘密，按时缴纳党费，积极为党工
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
献出一切，永不叛党！”

奶奶说，小小棉油灯，如豆的灯头，照
得几人影影绰绰。但鲜艳的党旗映红了
脸，照亮了心。会场虽小，意义重大。党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起点就在那间小屋。

奶奶说，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那么多次
市的、县的党代会、妇代会、积代会，都没
我入党的会刻骨铭心。

我是党的人！俺听党的话！不折不
扣按党说的去做！绝不讨价还价。

每月一分钱党费，一年一毛二。若放
到今天一毛二还叫钱吗？地上丢一毛钱
甚至一元钱年轻人懒得下腰去捡。可当
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一年未雨，旱得冒烟，赤地千里。人
们成群结队地逃荒要饭。拆房卖屋，卖儿
卖女。村庄荒芜，兔狐出没，饿殍遍野，荒
凉凄惨。兵荒马乱，日伪顽杂抢粮，已没
可抢之粮。看见烟筒冒烟，闯进家去就掀
锅，菜窝窝抓起来就吃。

县委指示，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
动，共渡灾荒。

奶奶思忖，区队战士吃饭也成难题，
吃了上顿愁下顿，甚至饿着肚子打鬼子。
那怎么行啊？

奶奶抬头看院里大榆树。春天吃了
它一串串榆钱儿，分期分批的撸榆钱儿，
吃了将近月余。

现在榆叶碧绿，奶奶还没舍得吃它。
当时就想着榆叶派大用场。

奶奶叫父亲爬树，勒榆树叶。父亲撸
一篮子榆叶，放下来。叔叔抓榆叶就往嘴
里塞，奶奶让他别吃。叔叔“哇”地哭起
来。我饿。我饿。

奶奶眼里含泪，说，小儿不哭，我蒸菜
给你吃。

父亲多想吃把榆叶啊，鲜嫩的榆叶在
手里过了一遍，也没敢尝尝。

奶奶蒸了一锅榆叶窝窝，那点儿可怜
的高粱面，几乎蒸不成个。给父亲叔叔蒸
了几个野菜杏叶团子。奶奶实在蒸不成
窝窝了，就团揉团揉放到锅里。

榆叶窝窝熟了，锅上冒出香甜的热
气。叔叔瞪着大眼看锅，他们瘦得皮包骨
头，三根筋挑着头。

出锅了，绿绿的榆叶窝窝，香啊，热气
扑脸。

村支书批准奶奶把一锅榆叶窝窝作
为党费上缴。

奶奶提起榆叶窝窝走时，叔叔又哭
了。奶奶想放下一个给父亲和叔叔吃，可
是战士也在饿肚子，吃一个也凑不够整数
了！她心一横，坚决地走出家门。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奶奶还保存着当
年李区长写的收条。

在全市“纪念建党 97 周年图片巡回
展”，“难忘的岁月”展室，我看到了奶奶皱
巴巴烂乎乎的（放大若干倍）《党费收
条》——

今收到豆腐梁村李淑玉
今年全年党费，一锅高粱榆
叶窝窝。

区长：李善亭（区委副书
记、区队长）

1943年农历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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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松生

存亡转折此楼中，遂使长征路不穷。
血染湘江因李德，会开遵义举毛公。
迂回赤水奇兵出，攻夺娄关险路通。
他日旗升天下定，乃知世事赖英雄。

段德虞

凄风苦雨别红都，突破重围壮远图。
强渡湘江天浴血，冒攻黔隘地为罛。
雄才纠错三军振，迷雾消清万众呼。
云过将星重放彩，始从遵义照新途。

柳国发

飞车入贵仰宗祠，战斗风云转折奇。
赣岭多围军事垮，湘江一仗壮心迟。
润毛群扫黄秋叶，渡壑惟升赤水旗。
前进指灯从此亮，光辉照耀奠华基。

段兴朝

几分无奈别红都，锐旅西行有远图。
喋血湘江多壮烈，移师黔北就偏隅。
雄才侃侃纠讹错，庸将惶惶滑铁卢。
提振三军重唤彩，明灯熠熠照新途。

欧阳毛荣

心仪圣域梦曾游，史志如船渡远洲。
风雨飘摇天欲堕，中枢振荡道横浮。
狂澜力挽危机转，砥柱中流大运遒。
万里长征人未歇，凤凰浴火化金瓯。

卢象贤

狗坝猴场未足奇，苍龙此处始离池。
却将赤水纵横意，写作乌蒙磅礴诗。
万里长征生色地，百年国运逆天时。
小楼犹待雄风起，瀛海重挥不屈师。

胡 剑

旧事已随青史存，英雄会此扭乾坤。
乌江未复霸王恨，赤水长传铁马奔。
一树百年犹荫牖，初来我辈竟无言。
不逢烽火存亡际，家国谁知领袖尊。

孙学长

仰瞻遗址忆当年，受挫红军一线悬。
推举毛公擎大纛，全亏盛会转航船。
乌江浪谱英雄曲，铁索弦弹正气篇。
告慰忠魂心耿耿，倾杯含泪敬先贤。

崔德煌

移师北上倍艰辛，纾难全凭主义真。
家国多城遭践踏，山河半壁见沉沦。
围追云贵疑无路，扭转乾坤幸有人。
此刻斯楼存景仰，须防外户想亡秦。

遵义会议礼赞遵义会议礼赞（（同题同题））

参观遵义会议旧址作品选

日子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流逝，
你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一直
想写一些有关你生前的事迹和我
们对你怀念的文字。

当我拿起笔，心却盈满泪水，
泣不成声，思绪深深地沉浸在悲痛
的生与死、命运和兄弟真情的无垠
的情感中，难以言语。

许多人在谈论都昌文学的时
候，从来没有忘记对你的敬重。你
生前倾心为都昌文学艺术事业发
展而努力，在你的引领下，本土涌
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文人雅士。你
宛如一束光，映亮了我们的脸，也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在这里，不去书写你集作家、
评论家、书法家于一身多才多艺的
身份；对你生前所著的《白色的女
人》、《寒号鸟》、《看法》、《番人后
裔》等文集不展开述说；也不去说
你作为兄弟五个之首所作的贡献
和引领兄弟姐妹发奋读书而各自
走上工作岗位的不可磨灭的功劳。

我只想说，大哥，我们想你！
有很多人在你逝世后写过悼

念你的文章。你生前的治学态度
和你对写作超乎寻常的严肃认真，
无论工作多忙，《都昌文学》杂志，

《都昌文学报》上的每一篇稿子，你
都要逐字逐句
地审阅，从不耽
误。对文学的
敬畏，影响着后
人走向新的世

界。他们与你相像，因为你是他们
的楷模。他们经常念叨你，他们友
好地感激你并向你学习。他们同
样刻苦写作并已经取得了不起的
成绩。

我想为你撰写一篇文章，却力
不从心。

记得有一位网名“平淡是真”
的人这样说：“杨主席为人洒脱不
羁，一身傲骨；心底里善良得像个
孩子。”

又一位网名“惜缘”的人这样
评价大哥你：“先生襟怀，光风霁
月；先生精神，山高水长。”

我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话语：“杨
廷贵先生，对待文学青年亲切和蔼，
其文人潇洒的气质扑面而来；只要
领略过他言谈的魅力以及温和可亲
的气度的人，就会留下深刻的印
象。认识他是一种荣幸。”……这些
话集中表现在你身上。你那特有的
傲骨童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并影响了许多人。

“死而不亡者寿”，“有的人死
了，却仍然活着”——用智者与诗
人的话说，这就是长寿。

我与你共度过许多时光，走过
脚下自己的土地，有了健康的精神
和亲情关系。如今，这种关系消失
于永恒之中。我无法估计这种关
系的价值，人对生命的估价是未知
之谜。每每想起你，何其悲痛又无
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的去世给
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现在明白，

这不完全是亲兄弟感情，还有你引
领我共同走过一段志趣相投的路
程。

死亡使我明智。我们的出生、
身世、生活环境相同，说心里话，在
这个世界上我佩服你。

生活的磨难使人预见不到疾
病对你的袭击。

我一直做你的倾听者，我没有
文化准备和才智与你对话。你善
于抓住一闪而过的想法，将其在一
瞬间完善发挥，使话语系统获得梦
幻般的轻柔，尽兴却又恰到好处。
特别是你在酒席上那口若悬河、妙
语横生、入木三分的看法，语惊四
座。说到兴致处，那一甩长发潇洒
的习惯动作，叹为观止。

每个人的心灵和大脑的智慧
是不一样的，也是有差距的。我生
性好动，做事又不专心，注定难以
成大事。我害怕每天啃书本，也不
愿意绞尽脑汁去想事情，不去苛求
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思考。我单薄
的体质经受不住那种清苦。或许，
我注定就是那种神情恍惚、精神麻
木的废物。如今，我也到了将暮未
暮的年龄，只想用古老的闲适的生
活方式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边走
边驻足望望永恒的天空。

现在，一大批最敏感最丰富的
大脑，在为这个世界、宇宙、科技和
社会秩序以及伦理道德如青春向
前奔涌，我想，这就是你一生追求
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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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束光 杨廷松

白居易一生对庐山感情深厚，
这与庐山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所给予的慰藉有关。元和十四年
（公元 819年）二月，白居易从江州
司马升迁为忠州刺史，携妻子女
儿、弟弟、弟媳、侄儿坐船离开时，
对庐山眷眷不舍，离情满怀：“乘潮
发湓口，带雪别庐山。暮景牵行
色，春寒散醉颜。共嗟炎瘴地，尽
室得生还。”（《浔阳宴别》）；“渐望
庐山远，弥愁峡路长。香炉峰隐
隐，巴字水茫茫。”（《郡斋瑕口忆庐
山草堂兼二林僧社三十韵》）。这
与元和十年他被贬江州司马时，失
魂落魄形成鲜明对比，对能否生还
长安未敢抱指望，寄诗给好友元
稹：“生当复相逢，死当从此别。”
（《寄微之三首》）。到达江州后写
信给姻兄杨虞卿：“或免罢之后，得
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以往。死
则 葬 鱼 鳖 之 腹 ，生 则 同 鸟 兽 之
群”。元和十一年（816年）所作《琵
琶行》中，“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
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心情抑郁，听
琵琶女弹奏琵琶后对自己的身世
遭遇产生共鸣：“予出官二年，恬然
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
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

庐山在白居易人生最低谷的
时候所给予的支撑作用，首先是庐
山雄伟绮丽的景色对他心灵创伤
的抚慰。庐山襟江带湖，矗立东
南，奇诡俊秀，瀑布流泉，云雾缥
缈，如梦似幻，深林巨豁，树叶娑
婆，风雨钓舟，青山独往，无一不是
左迁仕子白居易的化外佳侣，陶然
忘机的世外桃源。元和十一年春
天，白居易来到庐山脚下，“寻泉上
山晚，看笋出林迟。白石磨樵斧，
青杆理钓丝”。在庐山脚下活动十
五天，“朝咏游仙诗，牧歌采薇曲。
卧云坐白石，山中十五宿”。三月
庐山杜鹃花盛开，他还特地从山崖
下挖了十八棵移栽到司马厅前。
随后到忠州任刺史，还携带到忠
州。进入秋季，天淡云轻，风清气
爽，白居易先后经柴桑山，赴栗里
村，寻访陶渊明故居，一圆多年前
对中国最早田园隐逸诗人陶渊明
的倾慕之情，“今来访故宅，森若君
在前”（《访陶公旧宅》）。跋涉到庐
山南麓金鸡峰下，南香炉峰东，鸡
笼山东北，紫霄峰南，寻觅到群峰
怀抱中的简寂观，实地揣摩以前研
读的道家经典《南华经》精义。烟
岚中的简寂观周遭白云悠悠、红枫
如醉，白居易怀着虔诚的心，先后
瞻仰了南朝刘宋时建观者陆修静
的遗迹，如礼斗石、炼丹井、捣药
臼、洗药石等修道器物，并在简寂
观留宿，夜阑人静，感悟道教的玄
理：“夕投灵洞宿，卧觉尘机泯。名
利心既忘，市朝梦亦尽”（《宿简寂
观》）。随后多次独自一人攀岩涉
涧，到庐山深处寻访李道士和王道
士，寻究陶渊明的田园之隐和道家
的灵洞之隐。

庐山优美的景色对于白居易

抑郁的迁谪情怀具有绝妙的治疗
效果，另一个方面则是庐山人民的
友善好客宽释了他的远谪异乡孤
独之感。白居易一到江州，在庐山
隐居“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石者
犹一二十人”《代书》的高士贤达，
纷纷拜唔白居易，与之谈文作诗、
参禅论道、诗文唱和、弈棋品酒、诵
经烹茶。他们很多寻幽避喧，潜心
攻读，纵情山水，蓄志待时。在庐
山庆云峰下结庐读书的刘珂就总
是向白居易请教，将自己所著的杂
文、著作百余篇呈送给白居易批
阅，得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元
和十二年三月（817年），白居易好
善喜才作《代书》，推荐刘珂给长安
的朋友，希望他们注意刘珂的才
学。元和十三年（818年），刘珂以
第一名登第。元和十一年（816
年），一千多名僧人和俗众集聚江
州府衙请求白居易为东林寺已故
住持上弘和尚撰写石塔碑铭。

白居易远涉庐山东南面的五
老峰相思涧，回访多次登门的元集
虚隐士处所，一边欣赏山溪林泉、
草庐、溪亭，一边品尝溪涧的石鱼、
家酿米酒、当地稻米煮的精米饭，
畅饮时敞开胸襟享受着晚秋微风
送来的菊花清香，“见君五老峰，亦
悔居城市”（《题元十八溪居》）。看
到元集虚在庐山隐居十年，生了三
个儿子，亦是得益于庐山山水灵
气，因而发出“爱君三男儿，始叹身
无子”感叹。在仕途的挫折之后，
也想效仿元集虚，找个风景雅致的
地方栖隐。

白居易常常骑马到庐山东林
寺和西林寺，有时就在寺庙投宿。

“经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索落庐
山夜，风雪宿东林”。他与僧侣结
伴，循山麓南行，先后经古驿道游
石门涧、锦绣谷，经化城寺，抵北香
炉峰。元和十一年岁暮，白居易经
过近两年对庐山各处的旅游，终于
下定决心在北香炉峰下建设草堂，

“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
东林寺，溪边结一庐”。白居易亲
自踏勘选址，确定草堂建造的具体
位置。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的那
块绝胜风景地，也是三寺长老推荐
的，最为白居易“见而爱之”。从开
始觉得“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庐
山草堂记》），通过“两年踏遍匡庐
境”，来到香炉峰下遗爱寺旁时，认
为这里“云水泉石，胜绝第一”，惊
叹于此处的绝妙景物，“若远行客
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其境胜绝，
又甲庐山”，这无疑是说庐山之美
在山西北，囊括香炉峰顶的大林
寺、峰下的东林寺、西林寺、化城
寺、遗爱寺、龙泉精舍等寺庙，附近
的石门涧大峡谷、锦绣谷等绝胜景
区。冬可挑帘欣赏香炉峰的积雪，
春可赏锦绣谷的奇花异草，秋可踏
行虎溪如霜的月光，夏可静观石门
涧变换的风云，品味“昔日青云意，
今移向白云”（《黄石岩下作》）的人
生逸兴。元和十二年三月（817年）
草堂落成，白居易开始了自己餐霞

弄泉，与丹枫翠霭为伍的匡庐山居
生活。“自为江上客，半在山上住”

《山中独吟》。在入住庐山草堂当
年，白居易女儿罗子出生，随后第
二个女儿出生，这是庐山对他心灵
的抚慰。

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居易
举办完草堂落成典礼之后，兴趣盎
然，协同庐山 6名隐士和东林寺 10
名僧众一起登香炉峰，在大林寺住
宿受到寺僧新罗人（古朝鲜）的接
待。惊叹于大林寺晚来的春天，荡
漾的春风和盛开的桃花，经过攀山
跋涉的白居易赞叹“此地实匡庐第
一境”，在大林寺客馆留下唱绝千
古、广传朝鲜、日本等东南亚的诗
文《游大林寺序》，并作绝句《大林
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
转入此中来”。此诗揭示世上最美
好的景色往往在人际罕绝处。在
庐山，白居易广闻博览，深入总结
被贬江州的失意人生，学会了“为
雾豹，为冥鸿，寂兮廖兮，奉身而
退”（《与元九书》）。以隐退的姿态
等待时政的转机，像一只蛰伏的豹
子或苍鹰，以庐山的幽冥深谷和晦
明云雾为遮护，在唐朝末年藩镇割
据的混乱中，局势不明朗时，修身
齐家半官半隐。居于此，庐山就是
白居易人生观转折的地方。自此
后，白居易忠心政务，体恤黎民疾
苦，居庙堂之高，远离党争，每遇朝
廷纠葛纷争，自请外放，仕途平
坦。先后任忠州刺史、中书舍人、
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侍郎、太
子宾客分司东都、刑部尚书等官
职，是诗人里宦途较为显达的一
位。

庐山，使白居易远离贬谪的精
神折磨之苦，是他人生观和政务观
转变的地方。厚重的庐山文化和淳
朴山民以及旖旎的风光，舒缓了白
居易的焦虑情感，避免了历史上屈
原放逐汨罗投江、贾谊长沙抑郁早
逝、宋之问赐死贬所、柳宗元客死柳
州等古人今贤的不幸命运，最后得
以携妻带女升迁忠州刺史。他的思
想受到当时的历史和封建伦理的限
制，视距只是“达则兼济天下，退
则独善其身”的古文人士大夫院
囿。时间过去 1142 年后的 1959
年，毛泽东主席在大林寺旁的庐
山仙人洞，作诗：“暮色苍茫看劲
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
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意境
远高于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诗，
由小我上升为大我，由避世栖隐
到主动进取，睥睨世界风云，谋取
苍生福祉，把美丽的庐山风景融
化在不畏困难，艰苦奋斗，最后一
定会达到胜利的顶峰，洋溢着革
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华
儿女“不爱红装
爱武装，敢叫日
月换新天”的奋
斗 热 情 ，保 护
好、建设好祖国
大好河山。

白居易与庐山
桂良尉

相思痛相思痛（外一首）

瘦 梦

有一种痛，来自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如一枚刀子，悄悄潜入体内
叫声还来喊开，血如泪涌

今夜，你就是这柔软的痛
月光尚未抵达
记忆中的盐，一把又一把撒向伤口

我已无眠
睁着眼，却看不见你的脸
左手伸出，右手相握
一样的感觉，却不一样的感受

我忍着世上最绵长的疼痛
不敢把你的名字搂在怀里
我怕心里也长着一颗
和你的名字一样的
坚硬的石头

今夜月

今夜，天上有月
今夜，人间无色

约过无数个黄昏，你不来
醒过无数个梦，你还不来

今夜，就请将这轮圆月
捣成一张薄薄的膏药
贴我心痛的地方

品
评
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