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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妆 方华 摄

阳光透过茂密的樟树林，洒落在青草
地。每次来到叶坪革命旧址群，李运兰都
会好奇地想起，伯父当年是爬在哪棵樟树
上，观看那场激动人心的红军阅兵式呢？
李运兰的伯父李友林，是红军长征飞夺泸
定桥的勇士之一。2020 年秋，和李运兰一
起来参观叶坪旧址群的，还有李友林的两
个儿子——他们从北京回乡料理旧居修
复事宜。

李运兰的老家，在瑞金市泽覃乡明星
村大村脑，一个叫凰岗的村落。家族事宜
完毕，李运兰就陪着堂兄弟来到叶坪，沿
着父辈的目光追溯那场久远的阅兵。正
是这场阅兵式，让李友林下定了决心参加
红军，成为共和国摇篮、红都瑞金走出去
的一位红军将领。自 1953 年回到阔别 18
年的家乡，李友林隔五六年就会回乡。说
起当红军，他总会跟族人讲起年轻时看过
的那次大阅兵。

叶坪举行阅兵式那年，李友林才 17
岁。凰岗民风喜习武，家族的祠堂，既办
起了私塾又成为练武的场所，李友林自然
成了一名练家子。李友林的父亲李仁彪，
是当地文化、武功皆属上乘的名人，青年
时参加过清军，光绪年间还被授予五品武
官。李仁彪经常督促李友林和侄儿一起
学文化习武艺。正是这股习武的意气，让
李友林会走上五六公里乡村道路，特意到
叶坪村去看阅兵。

李友林早就知道叶坪正在经历世纪
之变。1930 年春，瑞金已是苏区。在沙洲
坝一个叫乌石砻的村子里，徐特立开办了
列宁夜校。李友林念过私塾、上过绵江中
学。凭着这点文化底子，他被招到列宁小
学教员训练班，结业后就在乌石砻的列宁
小学任教，不久又回到自己的村子凰岗当
老师。李友林发现，列宁小学与私塾有很
大的区别，无论是学年设置、组织编制，还
是课程科目、修业年限，都规定得清清楚
楚，仿佛天下正在用心安置一张张安静的

课桌。但仍然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来不及
新建校舍，学校大多设在祠堂。没有课桌
凳，就用门板和砖头搭起台子，课本却是
苏维埃政府专门编写的。村里的孩子都
能免费上学了，每个村庄都能听到琅琅读
书声。

苏维埃，列宁学校，这些新鲜事物让
年轻的李友林激动而兴奋。但可兴奋的
还在后头。1931 年 5 月，李友林加入了共
产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天，李友林发现有
好多红军朝叶坪进发，仿佛那里要举行一
场隆重的庆典。经过打听，李友林终于明
白，原来是瑞金要变成首都了！就在叶坪
那个村子，那片樟树林里，要召开一次全
国的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而在开国大典之前要举行
大规模的阅兵，场地就选在樟树林边上。
来自各地的官兵提前一周就来到叶坪了，
开始抬炮持枪、队列正步等训练。喜欢练
武的李友林，一有空就看操练。不时能听
到国民党飞机掠过，打破列宁小学的安
宁。好在红军在山头设了监视哨，发现敌
机立即鸣枪示警。

1931 年 11 月 7 日，这是一个让李友
林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他叫了几个村里
的青年，一起来到叶坪村。来到谢氏宗
祠，往东头的樟树林里一看，果然有个检
阅台搭建好了，横梁贴着大红的会标，后
幕悬挂着两个长胡子外国人的画像，两侧
是工农红军军旗，宽敞简洁、威严大气。李
友林后来告诉李运兰，他第一次看到毛泽
东就是在这个检阅台上。李友林找了一棵
大樟树，凭着一身功夫，三下五除二爬了上
去。一个个大人物登上检阅台，“中央政府
今天正式成立！”台上传来一句高亢的声
音。石破天惊，会场响起一片欢呼。

在嘹亮的鼓号声中，阅兵开始。平射
炮方队、重机枪方队、轻机枪方队，步枪、
警卫、军校等方队，个个威风凛凛。阅兵
过后，毛泽东主持隆重的授旗、颁奖仪

式。看到红军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的模
样，李友林暗自下决心，也要当红军，也要
拿勋章！

樟 树 林 种 下 的 梦 想 ，很 快 成 为 现
实。就在阅兵式举行这个月，村里开展
扩红运动，李友林报了名，一起参军的还
有他的弟弟李友玉，以及三个堂兄弟。
李友林人高马大，武艺又好，骁勇善战，
正是当兵的好料子。1932 年 5 月，李友
林从红五军团转到红一军团，当了连政
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33 年春天，李
友林又来到红军政治学校培训。算起
来，这是他第三次上学了，从私塾到绵江
中学，从列宁夜校到红军学校。学校就
在瑞金城区杨氏宗祠，古老的祠堂再次
成为传播文化的场地。这里与凰岗一江
之隔，李友林不时回家，父亲趁机为李友
林张罗了一场婚事。

红军学校结业后，李友林回到红一
军团，1934 年 5 月参加了广昌战役后正
式入党，来到了少共国际师。李友林成
了政治部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不时能看
到《红色中华》报。他自己看报，也给战
士们读报，从而知道家乡发生的一件件
大事：党中央从上海搬到了瑞金，驻在了
下肖区；自己教过书的村子乌石砻，成为
中革军委驻地，邓小平同志还办起了《红
星报》；苏维埃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
正在兴建大礼堂；二苏大会隆重召开，毛
主席作了报告；大会诞生了全新的国旗、
国徽、军旗……通过《红色中华》报，李友
林也知道瑞金成为扩红模范县，一个个
模范师、工人师、少共师成立起来，越来
越多的红都儿女开赴前线，保卫江山。
但是，李友林也感觉到战斗越来越残
酷。1934 年 9 月初，李友林的部队取得
温坊战斗胜利，回到瑞金叶坪的一个村
子整训，随后开赴兴国参战。不久，李友
林和战友们接到战略转移的命令，踏上
万里远行的征途。

长征前，五个兄弟匆匆回到凰岗，在
宗祠里磕头话别。走过万水千山，最先回
到瑞金的是李友玉，1937 年秋，他突然出
现在凰岗，把哥哥李友林的一封家书交到
了父亲手上。李运兰从小就会听爷爷讲
起那封神奇的家书，信件上写着“延安抗
大”。李运兰说，大伯李友林长征立了大
功，登台受到表彰。就像叶坪的阅兵式，
中央红军到了延安后，也举行了隆重的表
彰大会，颁发了许多勋章，其中有一枚就
属于飞夺泸定桥立功的李友林。

延安离叶坪很远了，一北一南相隔万
里。但亲人很近，李友林的兄弟就在表彰
台下，会后大家相认，拥抱着不由大哭一
场。这时五兄弟还有四人生存。但不久，
两个堂哥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打扫战场时
不幸被装死的日军射杀而亡。李友林进
了延安抗大，再次回到校园学习。清清延
河水，让李友林想起了家乡的绵江。念及
双亲，李友林决定让受伤的弟弟回家。李
友玉符合全部的规定，即家中男孩全部参
军，父母年迈又无子女照顾，同时因身体
负伤暂时无战斗力。经部队核查批准，李
友玉走上返回家乡的征途。

沉甸甸的家书，带着一路的雪山草
地，带着一路的烽烟血迹。兄弟多牺牲，
前路犹烽火，李友林在信中劝妻子改嫁，
他不知此前父亲已做了安排。此后，李运
兰的父亲李友玉在家乡东躲西藏，直到解
放。而李友林一直在军队，直到新中国成
立，他带上校军衔、独立自由勋章、八一勋
章、解放勋章回到家乡。一次次回到叶坪
参观，一次次怀念青春往事，李友林总会
想起樟树林的那场阅兵，想起检阅台上那
些闪亮的勋章。

九十年后，我在叶坪的樟树林里穿
行，仍然能看到那些勋章，听清那些口
号。我顺着李运兰的指点，仿佛看到了李
友林仍然趴在青枝绿叶间，朝着年轻的梦
想眺望。

冬去寒山瘦。需借一场春雨
洗净疲惫和萧瑟
唤醒内心久未踏青的羊羔
做褪去叶子后依然积极的柳枝，保持
对春天新生的凝望
做奔涌向前的溪水，告别冰雪和悲伤的日子
在暖风的缝隙中
做一个幸福的归乡人
用灯笼映红孩子的笑脸
用新月照亮远方的路
我的眼里装着童年的庄园
以及村口盛开的
那树桃花

□钟琼

迎春

沿河堤逆流而上去打探春天信息
恰好路过岸边梅花
分明听见你和黄蜂絮语
怕冷了清风明月
怕泪痕流到腮边还没风干
所以比雪先一步抵达

我怀疑自己有偷窥癖好
不然不会在你赤诚燃烧时惊心动魄
我知道你南枝正把十里春风招摇
北枝期许一声莺啼
我后悔没有近水楼台
许诺在春天门槛等候你的佳音

路过岸边梅花
□曾全富

夜色清新，月亮船爬了上来
撒下一张网，打捞远去的落日

有风吹来，一片落叶
走在回家的路上，满怀星光

传来脚步声，惊醒了一夜春梦
远方没有更远，仿佛即将抵达

那一刻，我已经看见
花蕾，睁开了朦胧的眼

小草

从石缝里冒出来
瘦弱的身躯，还难以抵挡风雨
是阳光，让你
为每一双投送的眼
送上一抹春色

寂寞的日子一点点过去
你无声地与群山对望
让那些想说的话
默默传送

其实，你从不孤独
天涯海角，处处有你奔跑的身影
高山平地，时时有你顽强的笑容
多数的时候忽略了你的存在
甚至越过界限
残踏你的身躯

而你依旧挺立
以自信和从容仰望世界

□徐海诚

春夜（外一首）

在草长莺飞的春光里
说一声：我爱你
在赤日炎炎的夏季里
说一声：我爱你
在肃杀无情的秋风里
说一声：我爱你
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
说一声：我爱你
你是我朝朝暮暮的牵挂
你是我梦里梦外的心思
你是我千千万万的不舍
你是我人生旅途的相依
啊，我的父母
我的亲人
我的孩子
我的爱人
我爱你

□罗晓航

我爱你

牛年正月下乡做客，餐桌上
美味佳肴，年味十足。家人围桌
就坐，忽闻到一股久违的香味：红
糟鱼香，竟使我馋得不得了。

赣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
蒸年酒：酿白酒，酿米酒，酿红酒
等。做红酒需用红曲，每当秋风
乍起，就有小商人挨家挨户上门
售卖红曲。遇到风调雨顺的年
份，酿酒人家多，红曲在一个个
簸箕上晒，通红一片。孩子们是
最喜欢帮大人晒红曲的，不但弄
得一手红色，那股略带甜而微酸
的味道，更是让人陶醉，给人甜
蜜想象。曲制好后，就开始做
酒。红曲这东西就是灵，沥干的
糯米饭与之掺和一天后，便出酒
了，开始微甜，继而甜津津的。
此时，大人们总要盛一碗给孩子
们吃，甜酒吃了不醉。这样继续
一周，酒开始变凶，大人们便把
酒沥出来，贮藏在泥罐里，余下
的渣就成了酒糟。

处理酒糟方式很多。有的
拿来糟红薯、糟萝卜，也有的加
上红糖、煎豆腐煮了吃，更多的
是用于糟红薯和糟红鱼。腌制
红糟鱼很有讲究，适合做红糟鱼
的鱼类是鲤鱼和草鱼，少刺肉
厚，鱼头鱼尾都可以。我小时

候，农村生活比较艰苦，哪家红糟鱼能吃
上多久，就是穷富象征。村里邻家有五个
儿子，做父亲的日日担心娶不进儿媳妇，
竟干出这样一件好笑的事：每天中午出
门，嘴巴都吃得红红油油的，逢人就咂咂
嘴，说红糟鱼好吃。有女子还真冲这点，
嫁与其子为妻，后来才知那红糟鱼只够其
父能享用，那段时间，每天吃上一两块，并
故意在嘴唇上余留红色，以显富庶。

不过，红糟鱼真的是美味无比。酒
糟微甜，沥酒后本已瘦瘪无物，但经与鱼
融合，恢复了软糯。鱼也腥味全无，再由
酒糟汁一浸、一蒸，呈红色，香而不腻，咸
甜辣适中，看着就让人流口水。红糟鱼
不仅口味佳，据有关资料载，红糟富含
酶、氨基酸等十几种营养成分，加上草鱼
肉厚，本为佳肴，混合制成的红糟鱼，更
是堪称一绝，赣南不少农家常以此滋补
坐月子妇女和身体虚弱者。

这些年，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好吃的
东西越来越多，不同的是，现在想吃新鲜
的，就有新鲜的；想吃腌制的，就买腌制
的；想要干晒的，就有干晒的。然而作为
赣南人，过年正月里饭桌上，仍然想要吃
上一道红糟鱼，这习俗很多地方依旧没
变。品着鱼香的味道，就会想起亲人，期
盼一年红红火火的吉祥。

当你开车去脐橙发源地安西
镇的 S317 省道旁，右边岔路口可
看见一醒目的字牌：“水酒之乡，好
客窑岗。”往里拐进去几分钟后，便
可闻到一阵阵酒的清香。在香海
溪谷社区，一排排整齐、错落有致
的白墙灰瓦房舍，周围是成百上千
个大大小小的酒缸，酒缸饱满，酒
旗飘扬。

窑岗村，地处美丽的香山脚下，
南临小江镇柳塘村，北连大塘埠镇
白兰村。窑岗在古代有一个小圩
场，因圩背后的山岗上建有几座砖
瓦窑而取名窑岗。目前，全村有 36
个村民小组，1000 多户，4000 多人，
顾、钟姓居多。窑岗村酿酒有悠久
的历史和传统，这里几乎家家户户
都会酿酒，有人说，不会酿酒的妇娘
子不是窑岗表嫂。窑岗水酒一是口
感独特，二是香醇浓郁，三是不上
头，四是后劲足。有道是一壶能醉
客，三碗不过冈。

窑岗的水酒好，除了传统工艺
和技术，据说主要得益于香山的优
质山泉水。好山出好水，好水自然

酿好酒。传说这里的老表过去常常
要翻过山坳去龙坪和铁石挑石灰，
甚是艰辛，感动了神仙。有次，几个
老表挑着石灰担子，正汗流浃背，艰
难地走在山坳的上坡路上。后面跟
着一位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老人，
肩上扛着一张犁，手牵着一头壮硕
的牛。他问几位挑担人：你们天天
挑担过这个山坳爬这个坡，累不
累？其中一位挑担的喘着气笑着唱
了一首山歌：上岽等于过横排，下岽
等于吾成（没有）开（担）。放下担子
喝碗酒，天上神仙难当嘊。他刚刚
唱完，身后的老人执鞭将牛抽了一
鞭，只见牛“哞”一声大叫，往路边的
石头上一蹬，腾空而起，和老人一起
腾云驾雾飞走了。那个“仙牛迹”至
今还在……

窑岗人过去酿的酒一般不卖，
用来自饮或招待客人。他们往往以
酒代茶，以酒待客。窑岗人喝酒还
有个规矩，客人来了要关起门来喝，
客人不醉不让走，只有客人醉了主
人才高兴，否则别人会说你不够热
情。窑岗的一些村子，还有贴对联

的风俗，谁家生了男孩添了丁，当年
春节时必须负责在祖厅大门口贴上
对联，并且要在大年初一办几台酒
席，请本屋场的男人们喝酒，那是不
随礼的，大家前来庆贺。若当年有
几个家庭添了丁，则几家合办，合贴
对联。

也许是得益于香山的灵气，窑
岗村崇文尚德，耕读传家，出了许多
杰出的乡贤才俊，去年受表彰的全
国先进工作者、被老表称为“脐橙奶
奶”的钟八莲，便是窑岗的杰出代
表。近几年，在乡村振兴的春风吹
拂下，窑岗村发挥其水酒之乡的优
势，把酿酒发展为全村的产业，村里
的几位老板合股开起了水酒坊，许
多村民做起了酒生意，水酒产业越
做越大，走向市场。

前不久，我和几位酒友在窑岗
喝了几杯，果然名不虚传，回来后睡
了大半天才醒，真应了：

窑岗一壶酒，安西十里香。
好酒常醉客，三碗不过冈。
豪情万丈起，可怜无海量。
乡情浓于酒，归来入梦乡！

□范剑鸣检阅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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