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慶的儀式感
豆棚閒話

西晉陸機在《五等諸侯論》中說：「國
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這大概是
「國慶」一詞出現得比較早的文字記載
了。陸機所說的「國慶」，和我們今天理
解的「國慶」是不同的，我們今天的國慶
節，則是舉國上下共同歡慶的大好日子，
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
鄉村人家過國慶節，沒有多少儀式感，
家裏若是閒了，無非就是做點好吃的東
西，但鄉村人家的國慶節，還是沒有過中
秋或春節那般熱鬧，而城市裏則不同。第
一次對國慶節有着清晰的記憶，是在1984
年，那一年我剛10歲，親戚早就託人捎信
說今年的國慶節熱鬧，讓奶奶帶我去市裏
看國慶節。彼時的我還懵懂，心裏想着，
國慶節有什麼好看的呢？終究想不明白。
可出於好奇，國慶節的前一天，還是跟着
奶奶去市裏走親戚了。我和奶奶剛走到城
市邊緣的火車站附近時，就感覺到了和鄉
村不一樣的氛圍，車站的候車室樓外掛着
大紅燈籠，站前廣場的周邊，插滿了彩
旗，廣場的空地上，用鮮花擺出了不同的

造型，好一派節日的氣象。
城市街道上人很多，沿途的院子裏，都
裝扮得很漂亮。奶奶緊緊地牽着我的手，
拉着我往前走，大概是怕我走丟了。奶奶
忙於往親戚家趕，而我被眼前的一切所吸
引，忍不住東張西望，那些新奇的好東西
看都看不過來，怎麼看也看不夠，腳步就
跟不上奶奶了，不時地腳下趔趄。走到大
街上時，看見沿街的院子裏，有許多人手
舉彩旗、氣球、搖鈴之類走着隊列，或是
變換着陣形，他們大概正在排練呢。到了
親戚家，我想，原來城裏的國慶節那樣的
熱鬧，真的是「可以看的節日」，平時我
們是很少有機會見到這種場景的。
國慶節那天，在城市的主幹道上，我看
到了昨天在大院子裏排練的隊伍，他們走
上大街，臉上洋溢着笑容，手裏揮舞着喜
慶的飾物，走在彩車方陣的旁邊，引起圍
觀人群的陣陣歡呼，我和奶奶也擠在人群
中，感受着那樣熱鬧的節日氛圍。晚上，
我們坐在體育場的草地上，看節日焰火表
演。朵朵煙花絢麗升空的瞬間，看得人目

不暇接，精彩的焰火，引起人們陣陣歡呼
聲。那一日、那一夜、那一年的國慶節，
成了我關於國慶的最美好記憶。
國慶節的閱兵式，是我最喜歡看的節

目。年幼時，我錯過了1984年的閱兵式，
此後的1999、2009和2019年的閱兵式，我
都是早早地守在電視機前，等着看節目的
直播，那種心情，大概只有自己最清楚。
等到國慶閱兵那壯觀的場面出現在電視屏
幕上時，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走出整齊的
隊列、邁着堅定的步伐和列隊經過的精良
裝備時，心裏會油然生出一種無與倫比的
自豪感，看得人心潮澎湃，讓我們內心深
處更加深愛我們的祖國，這便是國慶節的
意義所在吧。
每年國慶節，都有一個長長的假期，我
會利用這個假期，將自己的書房收拾整理
一番，清點今年已經看過的書，也會在心
中謀劃一下接下來的日子。鄭重地將平時
收好的兩面小國旗取出來，在書櫃顯眼的
位置放好，這是屬於我在國慶節裏小小的
儀式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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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上小學高年級時，班級裏
陡然興起了一股金石熱，也即是
幾乎所有的同學都配備了刻圖章
的石料和刀具，一到課餘，同學
們都將興趣投入於茲，那是教語
文馬老師倡導並指導的氣象。
馬老師雙腿殘疾，拄着枴杖行

走仍顯異常吃力，為此學校特意
將他的宿舍安排在教室的貼鄰。
因腿殘了，馬老師的雙手極其靈
巧，寫得一手好板書不說，還刻
得一手好圖章，正隸篆魏碑諸多
字體還有各種線條的圖畫都刻得
饒有韻致。他覺得輔導學生學業
之餘投入刻圖章的興趣中去有助
於培養學生的藝術修養和恒定性
格。那一年開學之初，他對同學
們說道：「同學們，祖國母親的
生日就要到了，我們來一個慶祝
活動如何？用我們手中的刻刀把
祖國鐫刻在心上，每人發揮想
像，刻什麼字或畫都行，我可以
替大家寫或畫在石料上，然後大
家用心去刻。完成後，我們舉辦
一個展覽，以此來慶祝國慶。」
馬老師動員之餘，還講述了自

己的切身經歷，說是新中國成
立，像他這樣的回族窮書生翻了
身，當上了人民教師，有了尊嚴
和幸福的生活。他還着重講了自
己致殘的經過，說的是1950年國
慶節，區裏舉行升國旗儀式，旗
幟只升到一半，滑輪和繩索突然
卡住了，上不去，下不來，怎麼
辦？他憑着年輕氣盛、激情洋
溢，二話沒說就爬上旗杆進行解
決，繩索和滑輪得以解脫，旗幟
可以升起了，但他一個不小心從
旗杆上掉下，落了終生殘疾。然
而他沒有氣餒消沉，而是繼續努
力學習，並學會了刻字。十年間

刻了數百枚圖章。說話間，他打
開了印集，向我們展示，真是琳
琅滿目，美不勝收啊，引得全班
同學熱烈的掌聲。同學們心情激
動，紛紛開動腦筋，構想着字
句，有「慶祝國慶」的，有「祖
國萬歲」的，有「繁榮昌盛」
的，有「祖國母親」的……課後
就去馬老師宿舍請他書寫。馬老
師果然好身手，小楷筆寫得老練
遒勁，各種字體都在行，並且都
寫的反筆字，一氣呵成，各顯神
韻，同學們便依着馬老師的書法
各自用功試刻。
我那時擁有兩方石料，分別請

馬老師寫上了「祖國母親」和母
親的名字「陸秀芳」。前者寫的
篆體，後者寫的正楷。馬老師在
書寫時讚揚道：「嗯，把祖國和
母親同時刻上，很有意義，格外
要記住，祖國就是母親，任何時
候都不能忘記啊。」
而後記住了馬老師的話，就開

始了認真地刻字，絲毫不敢馬
虎。且說這石料都是自己省下的
點心錢去工藝美術商店購置的，
專門用於圖章刻製，稍不用心石
料容易崩裂。由於專心致志，慢
工出細活，一個星期辰光，兩方
圖章順利完成，一方給母親，母
親很是高興，嗣後哥哥姐姐匯款
來，就專門用我給刻的名章；另
一方交給馬老師驗收，馬老師也
稱讚刀功不錯，是用了心、用了
情的。國慶前，馬老師驗收了全
班同學的作品，認真用印泥拓印
在道林紙上，題款為「祖國萬
歲——慶祝國慶十二周年」。展
示後，同學和老師以及家長們都
讚美有加。
那一年的國慶過得真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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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教師節甫過，我想起黃恒振老師
的幾件事。我在僑欽中學任教的某天，忽
然收到一封信，字跡娟美俊逸，內容大意
是：他是永定一中的物理老師，看了我刊
在《中國校園文學》上的文章，很欣賞，
歡迎我上縣城時去喝茶。我起初並不知道
他是大名鼎鼎的特級教師，培養了四屆少
年大學生。我誤以為他是愛好文學的青
年，給他回了一封感謝信。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是福建省在《中國

校園文學》上稿最多的作者，首屆「宋河
盃」徵文，我的散文獲得二等獎，編輯張
微一、谷美玨老師分別給我寫信說：
「《香港來的張先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後來，接連三次徵文，我獲佳
作獎。記得「徵文綜述」中說：收到的稿
件有3,000多篇，刊出的作品只有30多篇，
真是百裏挑一。也許黃恒振老師覺得：永
定有一位老師能常在國家級雜誌發表作
品，是很不錯的，所以給我來信鼓勵。
一天，我突然收到黃老師創辦的閩西第

一份村級雜誌《奧杳》。閱讀文章後，我
感動不已，決定去探訪他的家鄉奧杳村。
奧杳是深山盆地，狀如帆船，村有七姓，
人口七千，四周群山聳峙，良田縱橫，渺
遠蒼茫，是西班牙、法德、瑞士神父修女
於1872年進入傳播「福音」的山村。永定
縣第一座天主教堂，以及第一座神父用英

德文向外國發行的明信片挹董樓，就在這
個僑村。
他退休後選擇回到故鄉奧杳，為故鄉做

事。他設計建築了一座玲瓏別致的書房，取
名「桂園書屋」。書屋小巧，杉木門上鑄着
一對飛翔的安琪兒，玻璃窗內貼着紅色的窗
花。門前空地植着淡雅的丹桂、葱鬱的小
榕。潔白的塑料泥桶，在庭院排成一溜，茵
茵着翠綠的油菜苗。圍牆外，一泓山泉淙淙
潺潺流過……他把龍岩家中的書請大卡車運
回桂園書屋，90個編號的書櫥，層層疊疊的
書籍，足足擺滿了三層小樓。
他創辦的《奧杳》，每篇美文都是他一

人從電腦鍵盤中敲出，自費印刷1,000冊，
免費贈給小學生、鄉賢閱讀。我好奇地問
他：「為什麼創辦《奧杳》？」
他嘆氣，說起了幾件事：十多年前，他主

持修建華僑出資的懷鄉路，但因私人漫天要
價而三改其線。幾年前，他看到某些村民為
了發財，在南山頂上剷除植被、種上桉樹林
卻全部枯死……這些讓黃老師憂心如焚。他
想：鄉村文化是鄉村文明的根基，是鄉村振
興的名片，是村民靈魂的指引。於是，他想
到創辦《奧杳》，提高鄉民的文化素養。
有一次，他看見村子水口庵下貼着為保護

榕樹的「告示」，尋訪到吳玉梅老人在水口
三種榕樹終成活的故事，被「身邊好人」的
古道熱腸深深感動。他在《奧杳》中熱情謳

歌老人種榕樹的善舉：「向善行好是我們民
族的基因，種榕樹讓鄉親在樹下乘涼、看書
或講古，遠比建亭子更有意義，也更符合現
代綠色環保理念。」他還見賢思齊，連續在
文昌橋頭溪邊試種榕樹……
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話，說去縣城，

特地繞道到下洋送三本書給我。我到校門
等他。他還是穿着舊襯衫、舊布鞋，只是
眼神樸實，熠熠閃光……
他主持打造奧杳金蓮山寺風景區，為大門

匾額題詞「至善無止」，成為故鄉的文化地
標。後來他又主持重修明代古蹟「保安
堂」，在籌委會上說：任何人都不要想揩捐
資人的一分血汗錢！他想了一個保管存摺的
絕招：捐款存摺填他的姓名，但密碼由第二
個人設立，存摺由第三個籌委保管。這樣，
取每一筆錢，都需要三人一起去，保證每分
錢都用於保安堂建設……民眾踴躍捐資，有
位奧杳小學的學生捐出壓歲錢1,000元……
據說，有一次華僑出錢砌路，委託他辦

理。路砌好了，錢卻被他留下了一小部分。
他對泥水師傅說：這錢要等到明年路坎確實
不會崩潰，才能付清，請你諒解，我得為華
僑負責。泥水師傅一聽，非常惱火，張嘴就
罵……黃老師凝視着他，淡淡地笑。
保安堂建好後，我一直沒空去。現在，
我想去看看它，看看它的古碑，看看那位
小學生。

一次，抗聯第三軍的一支部隊在侯林鄉被600
多偽軍包圍了，激戰三個多小時仍然沒能突圍出
去。危急時刻，趙一曼率領地方游擊連趕來，從
後面襲擊敵人，敵人不知來了多少人馬，頓時慌
亂起來，抗聯部隊見援軍來了，奮起反擊，內外
夾攻，打得敵人潰不成軍。此後，抗聯第三軍軍
長趙尚志派人聯繫到趙一曼，一起共商抗日大
計。當地媒體把趙一曼當成趙尚志的妹妹來報
道。原本被群眾和同志們親切稱為「瘦李」、
「李姐」的李坤泰，乾脆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趙
一曼」。日軍把趙尚志和趙一曼稱為「哈東二
趙」，驚呼從此滿洲不太平。
1935年春天，滿山的杜鵑花開得十分鮮艷，
趙一曼的地方游擊連編入了抗聯第三軍第一師第
二團，趙一曼擔任政委，王惠同擔任團長。為應
對日軍對珠河抗日根據地瘋狂的圍剿，秋天到來
的時候，趙尚志率領抗聯第三軍主力向方正、勃
利、湯據一帶遠征，開闢新的游擊區。抗聯第三
軍主力遠征之後，趙一曼帶領的一師二團成為活
躍在哈東地區的一支主要抗日武裝。戴皮帽，挎
短槍，穿紅衣，騎白馬，趙一曼率領部隊在白山
黑水之間神出鬼沒，襲擊敵人的軍用列車，捕殺
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拔下了日軍的好多據點，
打得敵人聞風喪膽。日偽媒體把她描述為：手持
雙槍，紅妝白馬的「密林女王」。抗聯戰士和群
眾則親切地稱呼她為「文武雙全的女政委」。趙
一曼她們的英勇作戰，有力地策應了抗聯第三軍
主力的遠征。
轉眼到了冬天，飄飄灑灑的大雪，覆蓋了珠
河的溝壑、田野和山林，放眼望去，到處是白茫
茫的一片。為了應付日軍的「冬季大討伐」，趙
一曼率領部隊進入了深山密林。糧食吃光了，就
挖野菜，吃野果，啃樹皮，喝雪水，在極其艱苦
的條件下堅持抗日鬥爭。每到一個宿營地，趙一
曼就拿起針線，給戰士們補衣服，拉家常，講故
事，鼓舞大家抗日的士氣。1935年11月14日，
趙一曼的部隊行進到鐵北左撇子溝附近時，由於
壞人的告密，次日早晨遭遇了六倍於己的日寇和
偽軍的圍堵。戰鬥打了一天，打垮了敵人六次衝
鋒，還是沒有突出重圍。夜深人靜時，槍聲稀少
下來，趙一曼要團長王惠同帶領大部分同志突圍

出去，自己帶領10多個戰士利用有利地形拖住
敵人。戰鬥中，趙一曼左手腕不幸被一顆流彈打
傷。部隊被打散後，趙一曼和幾位同志隱蔽在小
西北溝一位老鄉家養傷。11月22日清晨，敵人
得知消息前來抓捕，趙一曼他們奮起反擊，幾位
同志先後犧牲，趙一曼左大腿骨被打碎，鮮血從
大腿流出，浸透了棉褲，昏倒後被俘。
日軍得知趙一曼是東北抗聯的重要幹部後，

用慘無人道的各種酷刑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
想迫使她就範，但趙一曼咬緊牙關，堅貞不
屈，不向敵人吐露一個字。回答敵人的就是兩
句話：「你們可以把房屋變成瓦礫，把人剁成
爛泥，可你們消滅不了共產黨的信仰！」「我
的目的，我的主義，我的信念，就是反滿抗
日！就是把你們這群狗強盜，從中國的土地上
趕出去！」日軍怕趙一曼死了斷了線索，將她
送到哈爾濱市立醫院監視治療，不料趙一曼策
反具有愛國之心的看守警察董憲勳和女護士韓
勇義，逃了出去，震驚了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
和偽警察廳。經過嚴密盤查，確定了趙一曼逃
跑路線後，在趙一曼他們逃到離抗聯游擊區只
有20里路的阿城縣李家屯附近時，將他們抓了
回來。為了撬開趙一曼的牙關，負責審訊的日
軍最高長官澀谷三郎決定使用電刑。在日軍檔
案裏記載着審訊趙一曼時的情景：「在長時間
經受高強度電刑的狀態下，趙一曼女士仍沒招
供，確屬罕見，已不能從醫學生理上解釋。」
趙一曼的精神和意志不僅受到國人的尊敬，

連日軍軍官也感到震撼和佩服。珠河縣公署的日
軍高級長官大野泰治認為趙一曼是個英雄，他們
只是立場不同，雙方沒有對與錯。趙一曼被關押
在珠河時，大野泰治特地到監獄探望，懇求趙一
曼給他留下墨寶作紀念。趙一曼揮筆寫下《七律
．濱江述懷》送給他：「誓志為人不為家，涉江
渡海走天涯。男兒豈是全部好，女子緣何分外
差？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白山黑
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大野泰治沒有生
氣，將該詩當作聖物接過保存。日本投降後，大
野泰治在戰犯管理所內交出這張紙片時，還對它
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而後跪在地上淚流滿面。
經過9個月的殘酷審訊，日軍沒有從趙一曼

身上得到任何信息後，決定將她押回珠河殺
害。1936年8月2日凌晨，趙一曼被押上了開
往珠河的火車。趙一曼知道為國流盡最後一滴
鮮血的時候到了。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趙
一曼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但在即將為國赴難
的時候，作為母親，又特別想念已經六年多沒
有見過面的兒子，於是向看守她的日軍千葉巡
官要來紙筆，給兒子寫下了遺書：
「寧兒！母親對於你沒能盡到教育的責任，
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

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
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
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後，
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於車中」
趙一曼寫遺書的時候，眼前浮現出和兒子告

別時年幼的兒子那淚流滿面的情景，6年過去
了，也不知兒子過得怎麼樣，內心深處充滿了對
兒子的歉疚，表達了對兒子的愛意和不捨，但想
到在日寇鐵蹄下國家破碎的山河，想起無數仁人
志士正為驅逐日寇而流血奮鬥，作為共產黨員，
作為抗日戰士，趙一曼也只能表達家國不能兩顧
的遺憾，並希望兒子能夠繼承自己的意願，為國
家為民族繼續奮鬥，同時也蘊含了待到抗日勝利
時，家祭不忘告母親的囑咐。
1936年8月2日，民族英雄趙一曼被日軍殘忍

地殺害在珠河縣小北門外。臨行前面對前來送行
的群眾，趙一曼高唱《紅旗歌》，高呼「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英
勇就義，時年31歲。
據說趙一曼倒下的那一刻，圍觀的人群中，
有人發現遠處的天空中，飄起了一片火紅的雲
彩，雲彩慢慢散開，綻放出朵朵花兒。

◆胡賽標

◆◆在東北烈士紀念館旁的趙一曼紀念廣場在東北烈士紀念館旁的趙一曼紀念廣場，，
市民自發向趙一曼紀念塑像獻花市民自發向趙一曼紀念塑像獻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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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彝走廊祥雲蘸「熱瑪琴」悠揚西南
大渡河九曲迴腸
訴說爾蘇藏家滄桑巨變

錦繡在鄉村別墅已不算奇蹟
爾蘇藏人一句
「共產黨扎西德勒」已說服祥雲

用哈達把「還山雞節」祝福的盛況
繫牢在十月的翅膀
彝家兒女吹奏「月琴」天賴

「共產黨卡沙沙」決堤一池秋水
高舉「火把節」狂歡
讓回程天安門的白鴿隨五嶽向上

我們追隨鄉村振興的旋律向前
時刻等黨檢閱
再唱長征不朽之歌祝福祖國生日快樂

白鴿禮讚十月
果園綻放中國紅蘋果釋放的芳香
醉祥雲入秋池
貯存鄉愁的味道醉天地為鏡

秋池懸浮鄉愁蜜中國紅
跟着翅膀別花的白鴿
吟唐詩唱宋詞柔軟秋天的詩箋

讓沃野萬里的穀海起元曲
吐農民心聲
借收割機轟鳴把豐收的穀粒

嵌入秋天音符傳唱金秋的旋律
分行金典十月
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

說服被祥雲追着攆的白鴿
放祥雲入秋池
釣秋天密境譜十月永垂不朽的華章

祝福祖國生日快樂（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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