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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鸣

金秋十月，大巴车载着我们太仓作
协文学交流采风团一行，在皖南山道上
蜿蜒穿行，满目是青翠的竹林、苍劲的
松柏、清澈的溪水，还有零星的金黄稻
田。9日下午，我们谒拜了皖南事变烈
士陵园。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位于泾县县城
西北侧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占地面
积20.5公顷。陵园建成于1990年 12
月，1991年元月对外开放。皖南事变
烈士陵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
国百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陵园由主
题广场、神道、纪念广场、烈士墓园、革
命烈士纪念碑、雕塑广场、皖南事变陈
列馆组成。

进入纪念广场的神道长五十米，正
对着由两个石洞形成的神门，神道的台
阶宽度逐步缩小成梯形，从视觉上延伸
了神道的长度。神道共九十级台阶，分
成三个层次，寓意当年九千新四军将士
分成三路纵队北上抗日。神道的两侧
是“皖南事变雕塑走廊”，以“话别北
上”“血战”“百妇崖”“慈母情怀”“掩护”

“突围”等六个动人的场景，真实地反映
了皖南事变的事实经过。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

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团
结抗日大局，决定将驻皖南新四军移至
长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长
叶挺、副军长项英奉命率军部暨部队九
千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拟绕道苏南
北移。7日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
当局预伏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
击。新四军被迫自卫。激战至14日，
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仅约两千人
相继突出重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
俘。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
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
突围后遇害。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
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
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
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
上悲壮的一页。

神道上的“百妇崖”雕塑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皖南事变爆发后，有七位新四军女
战士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她们结伴
而行辗转来到高坦村后约四五华里的
百丈崖附近隐蔽。她们边躲边撤，与敌
人在山上周旋，最后来到百丈崖的顶
峰。国民党大肆搜山发现了这七位新
四军女战士，便迅速围追了上来。望着

眼前黑压压的敌人，为了维护新四军战
士的威名，为了不受国民党兽兵的凌
辱，她们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投向敌
群，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解放后，
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七位新四军女
战士，将百丈崖改名为“百妇崖”，又叫

“七女崖”。
神道上的“慈母情怀”雕塑让我十

分感动。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大

肆制造白色恐怖，云岭、中村、章家渡、北
贡、茂林等十几个乡镇尤为严峻。特务、
还乡团到处乱窜，搜捕新四军伤病失散
人员以及新四军家属、地方干部。皖南
人民为了掩护亲人子弟兵，面对白色恐
怖，将生死置之度外，涌现出了许许多多
动人的故事。在云岭，有位老大爷接受
了新四军托付的不满两岁的男孩，国民
党顽固派得知后，把他抓去严刑拷打，逼
他交出这个男孩。老大爷为了保护革命
的种子，毅然将自己的小孙子交给了顽
固派，眼睁睁地看着小孙子被活活烧
死。革命母亲曹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吃
尽了千辛万苦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突
围，将四个儿子全部送到部队参加新四
军。皖南人民，不愧为新四军的慈母。

纪念广场上有周恩来同志为皖南
事变的手书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于1941年
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有邓小平
同志于1986年 5月 13日亲笔题写的

“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碑墙。
皖南事变陈列馆采用泛场景手法

和声光电多媒体技术，逼真而生动形象
地展现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七天七
夜悲壮战斗的场面。

在皖南事变陈列馆前的雕塑广场
上，有一座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
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
昆的四人雕塑，背靠苍翠的松柏，四人
面容严肃，目光坚定地正视前方。我
在四人雕塑前久久凝思，想到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经过数不清
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终于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
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换
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我作为出生于新
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应当倍加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又
作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感
到无比的自豪。

谒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她把一辈子都放在这高墙深院了。
灰黑的院墙，早已斑驳，露出的纹路，千奇百怪，

有的似龟壳、似树轮，有的似八卦、似掌纹。我在寻
找，哪一滴是她洇湿枕畔的泪痕，哪一缕是她青丝转
白发，哪一串是她抛起又落下的铜钱。

墙头似有一匹匹马头，那是她梦中的男人归来
骑的么？那一顶顶大屋顶脊吻，直指青天，正吻、蹲
脊兽、垂脊吻、角戗、套兽……哪一个是她和梦中男
人的吻呢？

徽州女人啊！
墙高得不能再高，窗小得不能再小，只有一个天

井，也是阴森潮湿狭窄，徽州女人只能在窄井里观小
天，仰断脖子盼那南归雁。

“人寂寂，夜悠悠，天涯信阻暗凝愁，疏帘到晓檐
花落，滴碎离心苦未休”，这是一个徽州才女的啼泣，
这是无数徽州女人的悲歌。

从十三四岁，到人老珠黄，有的一世夫妻只有七
天。每一座徽州古宅都有一个默默奉献一生的女
人，她们含辛茹苦地活着、等着，死了也要变成那一
座座贞节牌坊，“旌表德行，承沐皇恩，流芳百世”。
石头的牌坊，每一刀每一刻都交织着血和泪，诉说着
徽州女人坚韧无奈凄凉的一生，撑起了一片徽州的
天。

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去看那些民居、祠堂和牌坊，
看三十六天井、七十二槛窗，看层楼叠院、高墙翘角、
门罩窗楣、四水归堂，我只有静静地倚靠白墙，闭目
静听……

一只麻雀飞过如古堡的高墙，一片树叶偶然飘
落在天井中央，它们和女人一样空守在这里，十年百
年，只要房不倒屋不塌，徽州的旧梦里旅游鞋踩过，
高跟鞋踏过，热闹过，冷清过，这个梦就很美，就不会
醒来……

徽州女人啊！

时光之镜
——访吴梅村

东临长江古老的小城——太仓
四百年之前你生长的故土
仅存的张溥故居一角
四方天井里的桂树还在
你布衣长衫的身影偶然隐身于哪片白云
让天空挂着诗意
致和塘上的皋桥
依旧对着明月和清风
曾载负你满怀的国事和载不动的乡愁

“白头风雪上长安
短褐疲驴帽带宽
辜负故园梅树好
南枝开放北枝寒”
只有时间是唯一的使者
岁月沉淀
梅花又开满了庭院
高屋冠盖
江滩的潮汐依旧往复
你纸纹中的离乱
翻阅时依旧发着疼痛的恸声
吴梅村——诗人，是你最响亮的称呼
在汉语历史的长河踽踽独行
满携孕育你的土地中的日月风华
如今的太仓——从江南的锦绣中出航
以与世界融合的自信
呼应故子、呼唤美
依然有人抚摸那面隐隐作声的鼓
那把历经风霜的琴
梅村体，每一个不死的音节
都被世人温柔以待

注：引自吴梅村《临清大雪》

童年时跟着奶妈走亲戚是我最喜
欢的事，有一次跟着奶妈到太仓城里
卖她家自产的薄荷油，更成为我永远
难忘的开心事。

时光倒退至1953年，那时全国农
民都是家庭个体户种田经营。刚成立
的互助组也只是几家农户互相帮助种
自家的田地罢了。各户由三年前土改
运动中确定的自家田地，加上从地主
富农家中分得的田地，种什么，得多
少，只要交足了公粮，一切由农户自己
决定。当时太仓农户不少人家都种一
些薄荷，薄荷属经济作物，相对于小麦、
水稻、棉花收入要高不少。大田里种薄
荷一般在4月中旬由秧苗扦插至土里，
长到9月中旬成为60厘米左右高的小
灌木状，割下新鲜的连茎带叶的枝条，
然后在田边简易的草棚里，用大铁锅等
土著设备，经蒸馏冷却后得到薄荷油，
它是食用药用作用极大的珍贵原料。
当时收购薄荷油的商店，只在县域内
的三大镇上设点，我们乡当然是到最
近的城厢镇。进城卖这点东西显然不
可能动用载物的交通工具，一般小家
小户十多斤的薄荷油都是靠肩背步行
前往，走上一二十里路属常态。

听说奶妈过几天要去卖薄荷油
后，我在前一天的傍晚便住到了她家，
说是明天跟她一起上县城。她说：“你
走不动的，这不是以往走亲戚，我要背
东西，无法背你的。”经不住我的死缠
硬赖，她最后只好同意，但再三叮嘱：

“你一定自己走！”其实那年我已上小
学三年级，虚龄11岁，来回走上二十
来里路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一口答应。

第二天一清早，她把粗棉布做的
搭链搭在肩上，前后两个口袋里各置
一个装了八成满薄荷油的“东洋瓶”。
这是一种小口大肚的玻璃瓶，每个能
装十斤左右的液态物料。当时这种瓶
很金贵，估计她是从邻居家借来的。

那时奶妈正属壮年，年富力强，意气风
发，走在路上脚步铿锵有声。从她家
到县城，要穿过我家所在的毛家市北
街，我俩走到我家街面时，我突然弯腰
加速冲了过去，目的是不让家人发现
而阻拦。走过后她大笑，“你这小赤佬
忒聪明了”。过了小镇，便走上了到县
城的大官路（当时农村一米左右宽的
步行大道），她说：“现在开始我们各人
数数走过的桥的数目，回来时核实，看
谁数得准。”记得毛家市到太仓俗称
12里（华里），最终她说是共12座桥，
我说是13座桥，其误差可能是在毛家
市镇上的两座中市桥上。江南水乡名
副其实，平均1华里也就是500米左
右就有一条河流，那就一定有一座桥，
当然随河流的宽度不同，桥有大有小，
其中一座有名的“流顺桥”是明代所建
的半圆花岗岩拱门建筑，现已作为太
仓市文物受到立碑保护。进城后经过
的卖秧桥，当时桥面为木质，能通行自
行车和汽车，是城里最现代的桥了。
当下，经过多次翻修，已是钢筋混凝土
结构，其两侧为仿玉石护栏，刻有美丽
的花鸟浮雕，宽阔漂亮，古式又经典，
是县城的一个打卡点。

我们进县城到北门街收购站，卖
掉薄荷油，已是中午时分。因为有这
笔不菲的收入，进饭店犒劳一下自己，
是农民们一年里少有的几次享受。奶
妈说：“阿囡，到饭店吃什么？你点
吧！”半大不小的我深知她家的日子不
易，所以弱弱地说：“吃面吧。”“好！饭
店的面比家里的鲜多啦。”结果她要了
一碗焖肉面、一碗爆鱼面，我们俩分着
吃，每人半块肉半块鱼，应该是有肉又
有鱼的大餐了。记得共花了五角钱，
要知道当时这是四斤大米的价格了，
平时哪能舍得这样的花费呀？

吃完面，我们到一南货店，奶妈
说：“进城了，又有点钞票，买点小东西

吧。”最终她给奶爹买了个挠痒痒的老
头乐，还给未圆房的儿媳妇买了几尺
大花布，给自己买了常州产的篦子。

“你要什么？我的小儿子。”她冲着我
说。“我什么都有，不要买了。”“你叫我
姆妈，给儿子买东西天经地义！”最终
她买了一块鞋面布，说是回去给我做
双鞋，我故意笑着说：“甭谢你了。”

回程路上，稻花香，棉田翠，蝉儿
鸣，蝶纷飞。夏末初秋的田野，如同我
们母子俩的心情一样，宽阔舒畅，辛勤
的劳作换来满满的喜悦，我连蹦带跳，
她笑声朗朗。

小路沿河的牛车棚里，只见长着
两只下粗上尖犄角的老水牛，带着眼
罩，围着牛车盘在不紧不慢地负重转
圈，不大的水斗出口处，哗哗的水流，
流进水沟，进入稻田。我错开牛身轻
轻一跳，趴在转动的车盘上，随车转
了一圈，还不等奶妈惊叫，我已哈哈
大笑地跳下来。又走了一阵，见一人
力水车上，两位中年妇女哼着听不清
的小曲，脚踩带动主轴转动的木墩，
双手紧扶胸前的横空竹竿，水流如同
牛车盘里的水斗一样滚滚而出。那
时，我在奶妈家刚学会踏水车，所以
见这情景便主动喊：“姨，我来踏一会
儿。”她们果真停了下来，我替了其中
一人踩了一会儿，谁知左侧阿姨突然
加速，我的双脚没有跟上节奏，结果只
能双脚悬空，双手抓牢头颈前的横杆，
全身吊了起来，来了个俗称“吊鳗鲡”
的亮相，他们三人哈哈大笑。快乐的
一天，似乎在毫无累意下愉快地结束
了。

老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六
七十年前的那天历历在目。那似箭的
光阴已远去，但那箭上的明亮一直在
我的脑海里、心田中，梭子的轮回转个
不停，然梭子上的线头一直牵住着奶
妈和我的深深情感。

诗二首
□顾利琴

紫薇树下
——物理学家吴健雄墓园记

树是父亲植下的
百年风雨 百年花开

树是精灵凝聚的时间
父亲走了 您也走了

地球的另一端
您的大半生
使夜空多了一颗明亮的中国星

接受全世界崇敬的目光
您微微地笑
恰似紫薇花盛开

安静，只有墓前的水柱滚动
还在述说科学、真理

您恬静地安眠
在故园的紫薇树下

应该听见了吧
父亲的喊声
——薇薇

注：薇薇 吴健雄乳名
吴健雄、袁家骝合葬于太仓浏河明德校园内。

明德学校为其父所创建。

徽州女人
□何庆华

乡村记忆之卖薄荷油
□李 镛

被小鸟唤醒的清晨，我曾在窗边
望着桂花树沉思，也曾在花坛边与茑
萝深邃的眼睛对视。掠过花坛里的
风，吹得正好，不热烈也不悲伤。我曾
俯下身子，向每一朵开在铁篱笆上的
茑萝认真表达我浓烈的爱与期盼！在
被隔绝的空间里，我可能显得愚笨及
悲伤，但你坚强的眼神以及裸露出来
的柔软，让我仿佛也正在被阳光温暖
着，荒芜的天空骤然明亮了，不刺眼刚
刚好，晦涩的脸庞瞬间被明媚淹没。

曾几何时，气温下降了许多，我们
太过于执着时间的秩序，被迫囚禁在
悲伤中，如同一只折翼的飞鸟，在暮色
消沉的秋日岔道里流亡徘徊，渴求重
新在蓝天翱翔，追逐心灵的音符。秋
日搅碎了光阴，群鸟不知所踪，我们佝
偻着在布满尘埃的缝隙里啃食湿漉漉
的遗憾和即将腐烂的黑色水草，也都
在这个世界里静默，品尝时间的孤独，
倾诉无声的躁动与呼唤，但唤醒后还
是沉沦于虚无的淤泥里哽咽爬行。

你说只要贮存阳光雨露，小小花
坛也会拥有斑斓色彩。现在的你长
势甚好，成功蕴育出最灿烂的笑容，
融化了日积月累的坚冰，不停地种植
温暖、流泻乳汁，让亿万年前注定的
宿命在此落地生根发芽。一串串火
红释放了我灵魂最深处的颤栗与疲
倦，从迷离的黑洞突围，得到一缕微
光向阳而升。光影的时间在轮回里
涤荡，我终于在你深情的眼眸里找到
了归宿，被温柔所牵引。无论是过去
的，还是未过去的，都不需要重新定
义。闪电劈开苍穹，飘散的力量和血
液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疲惫的呻吟
慢慢消散。我用力撑开瘦弱的双臂，
抱着深蓝色的梦，接受你所有的馈
赠，共同领略尘世美丽的变奏。

漫长黑夜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下
远去，无声的你明亮安静，一切仿佛
都是命中注定。暖意正在苏醒，渐渐
遍布全身，一路上陪伴的满眼都是金
黄色的瞳孔，世界仿佛微微摇晃，时间
终于重新被洗涤，昨夜残留的雨滴熠
熠生辉。我努力确认你本来的模样，
和我的想象完全一样，恰到好处。太
阳冉冉升起，多么美好，当我的手轻轻
触碰你湿润的嘴唇，寂寞抽离，世界
陡然变得香甜，我愿站在花坛边，每
天爱你一次，轻轻的暖暖的。

蓝天微微发烫，跌跌撞撞的我在
你的柔情里收拢残缺的翅膀，在不同
的时空里穿越相遇，步履蹒跚中重新
学会了站立。点燃爱的烈焰，不惧怕
消亡带来的恐惧，在疼痛的反复炙烤
中重塑一个完整的纯净的自己。绵
延的钟声弥补黑夜的漏洞，希望在心
头不停流淌，星星在篱笆上快乐行
走，所有的悲伤都沉在水底，永远不
再出现。剥开阳光的糖纸，甜蜜照亮
恍惚的世界，碾碎寂寞，清脆的歌声
到达我悠远的记忆，冰封的爱意逐渐
苏醒，鲜红的花骨朵占满整个心田，
缺失的一隅终于被弥补。我们决定
不再寻找那些虚无，一起积攒阳光和
隐藏的平平仄仄，消融悲伤的黑褐色
外衣和时间难愈的疤痕，撒下自由梦
想。当泪水凝结成彩虹与诗歌，你我
在多维时空里不停地碰撞青春，从而
幻化出更丰满的羽翼，只有这样才对
得起眼前的好天气。我们畅快呼吸，
卸下身体的重量以及厚厚的悲戚，与
卑微和解，迎着风雨轻盈跳跃，叮叮
当当，交叠着温暖的微笑和幸福感恩
的泪水向天际游去。

茑 萝

□吴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