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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
今天的中华大地，一片生机，欣欣
向荣，鲜花姹紫嫣红，光景无边。
1919年的 5月，大自然也是无边光
景，姹紫嫣红。然而在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北京、上海、南京……乃至
全国城市的工厂、商铺等等，还有
海外法国所谓和会的会场前，却是
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加入了协约国，宣布对同盟国作
战，承担了协约国大量粮食等后勤
补给任务，还派出17.5万名劳工到
欧洲战场战地支援，牺牲了2000多
人。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和
牺牲。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
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是顺理
成章的事情。然而，在巴黎和会召
开之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别有用
心，不断在会上质疑中国作为战胜
国参加会议的资格，企图把中国排
斥在战胜国之外。当其阴谋未能得
逞时，又胁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国强
占的山东半岛主权转给日本。中国
人民尤其是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
得知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忍无
可忍。于 1919 年 5 月 4 日发起了轰
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场以青年
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
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风雷行
动，以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
对抗军阀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斗
争，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
以顾维钧为主的中国代表团向巴
黎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
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
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

山东的权益。然而丛林世界，“弱
国无外交”。提案被无理否决了。6
月 27 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
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
活动。6 月 28 日，3 万多华人齐集
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不能
签字！3万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
声：谁签字，就打死谁！15 名青年
学生组成的敢死军，随时准备以

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捍卫中国的
尊严和权利。中国代表团终于发
表了一项声明：山东问题不解决，
我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在五四运
动浪潮冲击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没
有在和约上签字！

伟大的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因此中
国共产党就将这次反帝反封建的
爱国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
动中冲锋陷阵的主要是青年学生，
所以又把5月4日这一天定为中国
青年节。青年是人生之花，那些能
够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更是
有着花一样美好的未来。但是五四
运动中的青年学生宁可牺牲自己
的锦绣前程，也要罢课示威游行。
因为那是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劳苦
大众，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为了

心中那崇高的理想。一个有希望的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英雄是民族的
脊梁，祖国的精英，英雄精神光照
千秋，激励后生。英雄的生命开鲜
花，鲜花变成燃烧的火炬，点燃千
百万热血的生命。英雄的灵魂化作
天上的星辰指引后人前行。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
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

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
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培养英雄的青年学生，
首先要有英雄的先生。在一次五四
青年节，致敬五四运动十大代表人
物中，只有两个学生，其他八位都
是学生的先生。先生的身体虽然不
再年轻，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却永远
放射着青春的光芒。他们是“要有
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
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
教育”的蔡元培；是“科学与民主是
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的
陈独秀；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的李大钊；是“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是“少年智则
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梁启超；是

“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的胡
适；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便有了路”的鲁迅；是“壮年以斗士
领导青年”的钱玄同；学生就是北
大的傅斯年、罗家伦。

今天的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
走向强起来。我们讲中国模式、中
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
方案。“风景这边独好”。今天，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中国失去了前三次工业
革命的机遇，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机遇，再也不能失去了。如果失
去这次机遇，中华民族就有可能被
开除“球籍”。当年工业的日本侵略
农业的中国，奇耻大辱，教训深刻。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
《国歌》还要继续唱，中华民族还需
要许多像任正非那样的英雄企业
家。我们要点燃英雄的火种。记得
二十多年前，我在高校担任团委书
记，五四青年节搞篝火晚会朗诵了
我写的一首诗《火——我们青年学
生共同的姓名》，其中几句表达对
祖国炽烈而深沉的爱：“我们青年
学生有火的情，火的爱，火的无畏，
火的赤诚，如果用剑划开我的胸
膛，里面就有一座爱的火山在喷
腾！”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
歌》中唱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
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五四
青年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共同纪念
那些英雄的先生与学生，让英雄气
概点燃我们享受和平司空见惯的
生命，让我们像英雄那样为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热血沸腾！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傅恒杰

重播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经百岁风雨摩挲的浮雕上
一声觉醒的长啸如期回放
那群反帝反封的青年学子
汹涌着涌向街头涌向广场
游行的洪流一如钱江怒潮
怒烧赵家楼，暴打章宗祥
随之是学生罢课教授罢讲
带动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商
一团起自北京的燎原星火
波及了天津上海武汉余杭
这页永辉神州大地的记忆
奏响新民主主义革命序曲
谱写新文化运动壮丽篇章
啊！百年五四，百年传唱
倘若五四是座时光的地标
它背后是严寒积淀的苍莽
野草在呐喊，枯木也执仗
倘若五四是座季候的驿站
它面前是一幅壮丽的展望
热风吹雨金黄着麦海稻浪
飞叶鸣镝横扫着魑魅魍魉
有大气磅礴的素裹与银装
有夕阳夕烟下的渔舟荡漾
若将五四看作世纪的节点
它是积蓄是萌发也是成长
它属于青春的科幻和梦想
这节点是自然的天人合一
它促进着进步探索和向往
啊，百年五四，百年仰望
兴许是因了追思因了怀念
在我走过路过的村镇城乡
有数不尽的“五四”字样
像五四街五四店五四长廊
它的存在非标榜而是不忘
这不仅是个名称也是文化
展示着那声呐喊余韵悠长
对于老青年中青年小青年

它是代代青年的历史课堂
爱国、进步、民主与科学
春晖着公民公仆们的心房
坚挺着探索改革者的脊梁
和着秦风唐韵和天地玄黄
昂扬着进行曲雄伟的乐章
啊！百年五四，百年流芳
花朵是有形的美可以共观
花香是无形的美可以分享
美是风华是气质是大学问
香则是灵魂是节操是高尚
若比之五四的运动和精神
这美的传承和精神的光大
给予后人的是信念与力量
如大河长江后浪推着前浪
浪打浪汇成纳百川的海洋
激励着我们谋解放搞开放
教鲲鹏扶摇而上大翼垂天
教巨龙叱咤风云发奋图强
看赤县高铁飞驰一路康庄
看神州雄姿英发屹立东方
啊！百年五四，百年开创
机遇和挑战相依存的时代
新生与腐朽正演绎着沧桑
汗水共欢笑情牵一带一路
投入和收获构筑家国小康
我们要会借天时善用地利
更要发掘人才智能的富矿
时时日日撸起袖子加油干
让 2019 闪现 1919 的折光
用精神的和物质的正能量
实现先驱们的期许和愿望
让新文化运动的动地歌吟
让五千年文明的惊天史诗
和社会主义大业辉映交响
啊！百年五四，百年跌撞
啊！百年五四，百年辉煌

啊！百年五四
王玉民

连绵的春雨似乎在营造一种
庄严的氛围，难道老天爷也知道
我来到重庆要去歌乐山？宿营在
歌乐山上的那群不屈的革命忠魂
还好吗？看到现在繁荣幸福的山
城，他们应该真正安息了吧？

趁着难得的停雨间隙，我和
另外几位也从千里之外赶来的朋
友 ， 迈 着 凝 重 的 步
伐，人手一束素淡的
山花，走进了重庆市
西北郊的歌乐山烈士
陵园，靠近并祭拜了
用自己的血与肉无情
地嘲笑了敌人的疯狂
和 愚 蠢 ，“ 失 败 膏 黄
土，成功济苍生”“从
来壮烈不贪生，许党
为民万事轻”“愿以我
血献厚土，换得神州
永太平”的歌乐革命
忠魂。

我们在烈士诗文
碑林前品读赫赫群英
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视
死 如 归 的 高 尚 品 行 ，
我们在气势磅礴栩栩
如生的浮雕群雕前凭
吊缅怀先烈寄托自己
不尽的哀思，我们在
渣滓洞、白公馆监狱
遗址里联想昔日那残
酷的折磨、严厉的刑
罚、非人的待遇，我
们在烈士陈列馆里细
看张张照片件件文物、追寻先烈
们拼搏奋斗一生的足迹……

面对那一段段以崇高追求与
热血谱写的悲壮革命史诗，我们
急切地打开了心灵的笔记，用激
荡的情绪为笔清晰地记下了这难
忘的一页又一页——

烈士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
天安门升起了那面举世瞩目的五
星红旗，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可当
时共和国的西南，还处在黎明前
的黑暗之中。在重庆“中美合作
所集中营”的白公馆监狱中，罗
广斌同志与陈然同志、刘国志同
志、丁地平同志，满怀胜利的喜
悦，用一床红色的被面，几个纸
剪的五角星做成了一面红旗，做
好后藏在牢房的地板下。罗广斌
同志还执笔代表难友们写了一首
诗 ， 题 为 《我 们 也 有 一 面 红
旗》。可惜，这面红旗却未能打
出去。在胜利的前夜，除罗广斌
同志脱险外，其余三位都含恨饮
弹走向了另一个世界，烈士的热
血染红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妙趣横生的监牢春节对联。
敌人的老虎凳、火刑、吊刑、辣
椒水、竹签子、夹筷子、踩杠
子、电刑等，摧不垮革命者的钢
铁意志。吃的是沙多、糠壳多、
稗子多的“三多”饭，睡的是

“一脚半宽”，高墙上写的是“青
春一去不复返，还细细想想”

“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
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
听到、做到”……软硬兼施，攻
不破革命者的精神长城。1949
年，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
息传到渣滓洞狱中时，难友们一
片欢腾。春节这天一早，牢房里
便传出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
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民”
的歌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
些用草纸书写的一张张潇洒大度
的对联，让敌人惊慌不解：两个

天窗出气／一扇风门
伸头／横联：乐在其
中。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横联：
极 乐 世 界 。洞 中 才 数
日 ／世上已千年／横
联：万象更新。满园
春色关不住／一枝红
杏出墙来／横联：春
回大地。

百颗“红心”心
心向党。在烈士陵园
的陈列大厅，一个实
物柜里，陈列着数十
颗 用 牙 刷 柄 刻 成 的

“红心”，有的上面刻
着“革命到底”，有的
上面刻着“跟党走”，
有的上面刻着“共产
党 万 岁 ” …… 这 些

“红心”的制作者是一
位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的共产党员，他叫余祖
胜。自他入狱后，他那
双要推翻旧社会的手就
没有闲着，前后磨制了
上 百 颗 小 小 的 “ 红

心”。在渣滓洞监狱里的难友，几
乎都得到过他的这样一个纪念
品。“红心”象征着革命者对共产
主义的坚定信念，体现了革命者
临危不惧的一颗赤诚之心！

残 暴 的 大 屠 杀 。 1949 年 9
月，已经知道自己末日到了的国
民党反动派，开始屠杀关押在

“集中营”的全部政治犯。至 11
月 26 日，他们先后杀害了杨虎
城将军、陈然同志等一批有影响
的革命志士。在11月27日下午4
时起，国民党特务开始对关押在
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其他革命
志士进行疯狂的、灭绝人性的大
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骇人听
闻的大惨案！这次大屠杀前后殉
难者达 200 余人。生而为英，死
而为灵，为了新中国成立而牺牲
的烈士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睹物思人，心旗猎猎，情感
奔腾。革命先辈们用自己的生
命和鲜血，为我们构筑了通往
今天的幸福之路。在阳光下成
长的我们这些人，又将怎样去
接过先辈们的旗帜，在如今改
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真正有所
作为呢？位卑未敢忘忧国，哪
怕只有一点萤火之光，也要尽
力照亮一片大地，也许只有这
样才会不亵渎烈士们的生命和
鲜血。带着问题，我们迈着思
索的脚步告别了歌乐山。

歌
乐
山
之
魂

龙
玉
纯

歌 唱 祖 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邢台市作家协会协办

站在劳动的最美舞台
千行百业的劳动者 奏响
中国梦 劳动美的交响乐
是你
建起了一座座壮观的高楼大厦
铺就了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路
在矿井在厂房 你挥汗如雨
长街小巷 你用清洁开启了黎明
今天 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工人 最美

是你
把荆榛遍地的荒原 变成肥沃的

田野
用汗水 养活了山水土地
养活了意气风发的十三亿人民
今天 我要自豪地对你说
农民最美

是你
用语言播种 用笔尖耕耘 用墨水

浇灌
你用培育栋梁 你用桃李芬芳

报答伟大的祖国
今天 我要深情地对你说
园丁 最美

是你
担负起保家卫国
维护人民祥和安宁的神圣使命
危难之处冲锋在前出生入死
以铮铮铁骨筑起了时代的丰碑
今天 我要向你致敬
最美 人民子弟兵！

是你
披一身圣洁 怀一身绝技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救死扶伤
抒写妙手回春的传奇
今天 我要为你喝彩
最美 白衣天使！
数不清啊
数不清几多汗水几多收获
数不清的光辉事迹英勇壮举
今天 我要豪迈地对你说
劳动 最美

劳动最美
新 吉

谁好抬杠？小学算术张老师弯
起食指，猛敲一下我的头，笑着说：

“杠子头！”尽管敲得颇痛，因是开玩
笑，而且带着某种疼爱，我只有咬牙
忍着，还得佯装笑脸——你让老师
头痛，老师也让你头痛，半斤八两。
为此，我没少挨张老师的“敲打”。

临近毕业时，张老师说，不管将
来混得如何，他只有一个希望，倘谁
与他走个顶头碰，别喊老师，能打个
招呼，就知足了。当时也没往心里
去。如今，这话又如一坛陈酒，愈品
愈有味道。学校毕业，走上社会，曾
先后几次与张老师邂逅或“遭遇”，
尽管立时触景生情想起老师的谆谆
教诲，还是不由自主地低下头走了
过去。那种动作纯属一种潜意识，本
能的机械的，就如飞机驶入百慕大
危险三角区的上空，一切都是那么
突然，容不得你细细掂量，就一个猛
子扎了下去。“多少年了，老师定认
不出我的。”这是我当时的唯一想
法。老师所以提出忠告，可能是遭到
了类似我的太多的冷遇，言外之意：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认不出你！

杨老师负责我们高中的劳动
课。他原是教英语的。不知何故被划
成右派。杨老师那胡子茬好像总也
刮不彻底，像割韭菜有意留下似的。
他一口四川话，为人厚道。对杨老
师，我们十分尊敬。我们一起下机井
修电机，浑身弄得跟油包似的；一起
跳入没膝的茅坑，顶着刺鼻的臭味，
掏大粪，浇菜园子。杨老师亲自写表
扬我们的稿件，要我交给班主任。班
主任看看那表扬稿件，无奈地笑笑：

“唉呀，当年的高才生，如今满篇错
别字。”心里话，十几年不执教鞭，难
怪呀。

高中毕业那年，即全国恢复高
考的那年，为迎接高考，杨老师被特
许教课。他仍干老本行，教我们英
语。一天，班主任走进课堂，当着正

在讲课的杨老师的
面说：告诉同学们
一个好消息，上级
已为杨老师彻底平
反昭雪，右派帽子
摘掉了！同学们不
约而同地鼓掌。杨
老师微笑着点点头。这时我才发现，
杨老师的胡子茬刮得干干净净，黑
黑的脸膛透着亮透着红，眼睛透着
少有的精神。

郝老师，长长的灰白的头发，戴
副高度近视眼镜，教高中语文课。

郝老师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
龙飞凤舞，讲课也好，耐听。在他的
心目中，我们这些高中生就如小学
生，读一篇古文，要一字一句地教我
们念：“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
广者，阳夏人也，字叔。”本来在小学
课堂才有的“朗朗”读书声，在高中
的教室里久久地回荡着。

曾用小说体写了篇作文，郝老
师借鲁迅先生意思作的批语：宁将
长篇小说压成速写，也不将速写硬
写成长篇小说。

郝老师办公室的书柜满满的，
令我好生羡慕。又如一个穷光蛋对
着大富翁，自卑得要命。我从书橱挑

了一本好像是如何
分析文章的书，看
几眼，枯燥乏味，又
悄悄放进去。这种
状况与“饥不择食”
还不一样。不择食，
毕竟吃进了肚子。

看书时的“饥不择食”就不一样了，
这也想看，那也想看，结果如狗熊
掰棒子，一无所获。又如没学会走
便想跑，愈发地感到力不从心。望
洋兴叹。“临渊羡鱼”，但还没有或
者还不会结网。不登堂哪得入室？
甚至我还提不出任何问题求老师
赐教。如果不是郝老师无意中的提
醒，我还不知道沈雁冰就是茅盾。
当时我在老师的眼里，或许就如大
人面前一个虽充满好奇但还不省
事的孩子。

上班后，读书，写日记，笔耕不
辍。车间单身宿舍有一张旧办公桌，

一把椅子，给我的写作提供了一些
便利。因为我不是干部，领导曾有临
时动议，将办公桌及椅子搬走，我据
理力争，才得以保留。工友们开玩笑
说，等将来成了大作家，这套办公用
具还不搬进博物馆？为了圆自己的
作家梦，我四处张罗着找书看。一有
空，就背诵唐诗宋词。车间的窗户玻
璃原刷了绿色涂料，我用树枝在上
面默写诗词，还画画，所谓“诗情画
意”。到铁路后，经常上夜班。倘是中
秋之夜，便对着一轮圆月，背诵有关
月亮的诗词。一位作家曾讲道，倘无
创作灵感，不妨胡乱掀掀书，或在书
架前伫立沉思，美其名曰“采气”。我
看着明月背诵诗词，看古人之所看，
想古人之所想，岂止是“采气”？简直
就是跨越时空隧道，直接与古人对
话！又有幸与一位老铁路职工一块
上班，他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还
擅长写古诗词。只是他说话太快，表
达什么，显得迫不及待，口齿又不
甚清。这位“老师”不仅说话快，脾
气也急，倘没听懂，再问一遍，他便
颇不耐烦，急得脸红脖子粗的，解
释得速度愈发快，连珠炮似的，你
愈发地听不懂了。倘再问，定要责
我“孺子不可教也”。明知那是一笔
宝贵财富，因为交流上存在一定障
碍，亦莫可奈何。我时常想，“老师”
要是一部书就好了，可以随心所欲
地翻阅“采气”，一遍看不懂，再看第
二遍。

我在古人身上“采气”，在这位
“老师”身上亦“采气”，只是此“气”
非彼“气”矣。 （插图 邢海滨）

●人在旅途

老师们
王明洋

刊头美术
王国平

刊头题字
胡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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