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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壬辰年合族仝造”。
假日里，回到久别的井沿。细细端详古井，和井

壁上凿刻的字迹。
公元 1772 年，岁次乾隆壬辰。248 年的光阴隐

遁，折叠了多少人间沉浮、世事兴废？古井默然不
语。唯有井壁上凿下的纪年提示后人，过去的时光
仍在今日的时光内部回响。

水声先于人声泠泠响起。祖先们筚路蓝缕几经
迁徙，于乾隆年间辗转到此，意外掘得一眼旺泉，泉
水清悠四季不涸宜于安身立命，遂在此地扎根。

一口井的出现，为周边一带地方赐名。“井沿”，
演变成青砖黛瓦连绵不绝，演变成今天上饶市广丰
区东关社区的一个村组。

水井，见证了繁衍生息瓜瓞绵绵。
环顾四周，记忆中的老屋已然倒的倒，拆的拆，

蜿蜒其间的青石路被杂草吞没，气象衰减。距古井
东边50多米处，却矗立着一座老四合院，保存完好如
同异数。四合院建于清道光年间，三进三开大天井
设计，门匾上“羽丰递翠”四字意为“渐入佳境”，寄托
了祖宗对子孙的殷殷期望。听老人说，最热闹时这
儿同时居住了六家人，我的祖父母便是六家之一。

祖父当年是个匠人，他的吃饭手艺正是凿刻。
当下，凝视井壁上的刻字，仿佛在铿锵四溅的火星
中，见诸一个个方块字缓缓成形。不免联想起祖父，
无数次凿刀高举，轻敲或重锤，在留给后世的诸多印
记里，完成了他的一生。

年深日久，井边的苔藓浓成墨绿的毯子。
一只雀鸟扑棱棱从瓦檐飞上树枝。老拐的身影

划过四合院的木门槛，腿一颠，肩跟着一耸。老拐幼
时患小儿麻痹，命途多舛，未婚配。他父母死后，一
兄一妹自顾不暇，先后搬离，剩了他数十年如一日地
守着老屋，似乎与命运倔强地赌着一口气。

老拐走近，神情倒释然。他指着水井内壁，一根
雪白的PVC水管攀缘而上，径直伸向青石巷的尽头，
直达柏油路连通的外部世界。一次水质检测中竟发
现井水富含多种有益元素。社区索性办起矿泉水
厂，将老祖宗掘得的清甜井水汩汩汲起，送入千家万
户。而老拐，作为贫困户被矿泉水厂优先招了工，负
责维护水泵安全、管理水井卫生。

“料得到四脚猪，料不到两脚侬，更料不到有靠
水吃水的一天。”微风轻掠，井水的葱茂气息在空气
里洇开，老拐眉眼舒展。我心头怅然也化了。

儿时家门口的水井是游子的精神原乡，它连着
故里，连着生命的来处。往上溯源，想起母亲命中连
着的另一口井。

母亲嫁入井沿前，家住县城鸟林街，此间商铺林
立，人流如织，距老县政府近在咫尺。时常听母亲讲
童年旧闻，言必提“丰溪第一泉”。“丰溪第一泉”是一
口水井。此井名头响亮，幼时，母亲与舅舅、大姨轮
番到井边挑水，看车水马龙，闻鼎沸人声。长街数百
米上千人口全仗它的润泽，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
流，乏了，渴了，也到这井边喝一口水。

新千年滚滚而来，摧枯拉朽。鸟林街被夷为平
地，新街横空出世。

“井，还在吗？”彼时外婆垂垂老矣，母亲也两鬓
飞霜，两代人不约而同将心头的惦念托出。幸好，街
已改，井仍在。“丰溪第一泉”的井壁随路面加高，被
修筑成六边形，其中五面分别书刻“豐、溪、第、一、
泉”五字，第六面镌刻铭文如下：

“据广丰县志记载，此井历史悠久，井水清澈冬
暖夏凉，堪称丰溪第一，古井圈镌有‘丰溪第一泉’五
字，于公元一九四三年。二零零二年元月重修。”

今天，“丰溪第一泉”仍立于鸟林街社区路口，不
再承担供养之责。从润泽一方百姓到赓续地方记
忆，已然演化为一枚印鉴，镌刻进小城的脉络里。

这些年因工作常常下乡，在大大小小的村子见
过形形色色的水井。圆的，方的，高的，平的……水
井如大地的穴位活泛了百姓水汽淋漓的日子。当中
最别具一格的，要数东阳乡龙溪村的木勺井。

村史馆展厅里显示，明朝任提举官职的祝氏绍
文公，于永乐年间宦游至广丰龙溪时，爱其山清水
秀，更有七泉清冽甘甜，久旱不枯，乃携家由江郎山
徙居龙溪。

祝绍文公因地制宜建造了一系列方便生产、生
活的基础设施和建筑，计有“一桥、二阁、三碓、四庙、
五祠、六厅、七井、八塘、九坝、十亭”。

往昔风流至今有迹可循。尤其是七井（分别为
木勺井、鱼塘阍井、新屋里井、四角井、安塘顶井、祠
堂后井、大屋北井），布局暗合北斗七星，符合古人营
建的风水学。其中木勺井最为古老，从开族之初掘
建，已近600年历史。因形似大勺而得名。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木勺井安然嵌
于一口池塘内，体量约普通水井两倍，井水与塘水持
平却互不相犯。历经时光打磨，周身溢着岁月的包
浆。沿着麻纹条石砌成的“勺柄”，村人们走近它，从
新生儿洗浴、到日常浆洗饮谒，直至为临终者送行

“买水”……木勺井装下一个村落的源远流长、根深
实遂。

背景的池塘新近整饬过，太湖石犬牙差互，观音
竹灵动飘逸，愈发衬得木勺井拙朴清明。井底隐约
可见石灰沉淀，古老的洗井法子得以延续。一名村
妇抬眼四瞅，又顾自低头洗起菜蔬，水声淅沥。临
了，烂叶一片片捡起，不留一丝脏污。旁人眼里的美
学，于她，不过是寻常日子。

盯着水井看久了，倏然明白，那里盛着清水悠
悠，也淌着涓涓流年。时间和水交织流动，汇成乡愁
记忆，化育风土人情。

井水里的流年
□□ 姜丽敏姜丽敏

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首能
背诵的唐诗就是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记得
当时的课文里还有插图，有天，
有地，有禾苗还有农人如雨的汗
滴。就是这样一首诗为我们古
老的农耕文明打上了一个注脚：
感恩土地，珍惜粮食。“民以食为
天。”每一个从这个国度走出去
的人都从小就懂得：土地和粮食
是“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每一
个生命都是一颗颗米粒和一滴
滴汗水滋养起来的。没有多少
大道理可说，万物生长离不开太
阳，太阳照耀着大地，大地上生
出禾苗，汗水浇灌禾苗，禾苗长
成粮食养活人类。我生长在农
村，对于生命的认识是朴素的，
朴素到就是锅里的饭和撒落在
桌上的饭粒。

小时候生活在南京八卦洲，
这是一个肥沃得只要撒下种子
就能长出果实的地方，在这个岛
上，我见过无边的麦浪和金黄的
油菜花，收获过沉甸甸的稻穗和
红薯，当玉米成熟的时候，玉米
地里的瓜和豆带给了我无数生
活的甘甜。是的，那时候我对于
粮食的概念是多元的，凡是能填
饱肚子的，我都觉得那是天地的
恩赐，都是可以享用和需要感激
的。父亲那时在外地工作，起初
母亲靠着一点工分领回我们两
人的口粮，再后来，乡村搞起了
分田包产到户，在亲戚邻居的帮
忙下，家里每年把公粮上交以
后，余下的就是我们的口粮了。

那会儿地里长什么我们就
吃什么，常常是几个月都是麦面
和玉米。四处寻找食物成了那
个年月最大的快乐，我时常跟着
大一些的孩子去挖红薯、胡萝卜
和荸荠，去河边摘菱角和茭瓜，
到小水沟里捉小鱼小虾，到水田
里钓黄鳝。这些东西充填了我
的食谱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
我最喜欢去外婆家吃饭，外婆家
人多，食物总是很多样，让我最
难忘的是有一次我看到外婆在
米缸里舀米，那个米缸很深，而
外婆几乎把半个身子都探进去
了，我知道缸里的米已经到底

了，我当时就想而且至今也没想
明白，外婆是个一辈子不向人家
借粮的人，外婆一大家人明天吃
什么呢。当然，大家都没有挨
饿，而且过得还算体面。这其中
有我永远都想不清楚的事和学
不来的智慧。

我怀念那些乡居的日子，虽
然那时早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最苦的年份，可粮食的短缺还是
无法回避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日
子里，我们学会了如何跟自然相
处。我们向自然界索取食物，我
们也得到了大自然的呵护。我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自由地呼
吸健康地成长，同时也像那块土
地上的动植物一样，那么容易成
活并且有许多办法让自己活得
好一些。大地生生不息，我们也
生生不息。乾隆皇帝 1751 年来
到燕子矶，他为江中间我的家乡
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

“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村耕凿久
相安。”几百年前，我的祖辈就在
这块绿野上繁衍生息，并且丰衣
足食了。

老家种稻子不多，要吃大米
就得用麦子或玉米去换，也可以
拿钱和粮票去买。在很小的时
候，我就常去粮站背十斤米回
家，那几条弯弯的田埂也留下了
我不少汗水。记得有一次，米袋
子的边角不知怎的破了一个洞，
白花花的大米一粒粒地泄了出
来，我赶紧用手紧紧攥住，要知
道一小把米如果和玉米面一起
煮，那会好吃许多，大米是那么
难得，浸透在其中的不只是汗
水，更是对生活的美好向往的寄
托啊。就这样，我一手攥着袋
口，一手攥着破洞，把一袋米抱
回了家，汗水把米都弄湿了，泪
水也早已流满了腮帮。

上小学的时候，拾穗子是我
们每年都要做几次的事，每次学
校组织拾穗子都是我们最喜欢的
劳动。我们有说有笑地冲进收割
后的田里，拾起散落的谷秆和谷
穗。每次我都觉得没有其他孩子
泼辣，每次都没有他们拣得多，过
秤登记的时候总是有些羞愧。虽
然好多年没有像那时一样去拾穗
子，可当时拾到的几斤谷穗却清

晰地留在了记忆里，那是一个年
幼的孩子所能够做到的一件农
活，那是我最直接把谷穗亲手变
成粮食的一件事，有什么能比它
更刻骨铭心呢？

《诗经·小雅·大田》里有这
么一段：“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
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
妇之利。”意思是收粮的时候，田
里还有些没割下来的嫩棵子和
没收起来的稻谷草，那里还有落
下的麦子和遗漏的禾穗子，这些
都是为照顾没劳力的孤寡人去
拣拾的。每次读到这里心里总
是涌起无限的温暖。我们的先
民在收割的时候会故意遗漏一
些谷子在田里，让那些没劳力的
人也有尊严地收获一些粮食，让
他们也体体面面地生活。尽管
我们小时候拾穗子并没有这些
个内涵，但我也从中懂得了，每
一粒谷子都经过许多人的种植，
它们身上既浸透了农民的汗水，
也承载了劳动的尊严，它们在善
待人类的同时也应该被善待，所
有的谷物不都满含着天地对于
人、满含着人对于人的仁爱吗？
那么，珍惜粮食也就等同于珍惜
爱了。

后来我们迁居到了江西上
饶，这是一个产大米的地方，我
们也吃上了商品粮，渐渐远离了
种粮的日子。吃着别人种的粮
食和吃着自家种的粮食感觉是
不一样的，可我知道每一粒米所
含的种粮人的辛苦是一样的，于
是我也开始告诉孩子“粒粒皆辛
苦”的道理，也很多次和他一起
把掉落在桌上的饭粒一粒粒捡
起来吃掉，同时也告诉他要好好
读书。以前乡下大人们总是告
诫我们，不读书就只有回家种
田，还拿一句老话来佐证：“富家
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种粟。”
是的，读书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境况，以及很多东西。而我认
为，读了书把田种得更好，打出
更多的粮食，让天下种粮人无饥
荒之苦，让百姓家家有余粮，这
样的读书才有意义。如此，当我
们捧起饭碗，那粮食的清香就仿
佛融入了自己生命的气息，吃起
来当然更可口、更有滋味了。

粮 事
□□ 夏夏 磊磊

清晨6：30的城区街道，只有寥寥几位晨练者，还算清静。而萍乡
火车站后侧的番鸭育种专业合作社，已熙熙攘攘，进出场拉禽苗的大
小车子多了起来。

我开着车在门口碰到合作社理事长谭新国。他马上要去火车站
发批禽苗到外地，也没有时间详谈，只急匆匆说道：“两箱鸭苗留好了，
请帮我带给她，要她好好养着，有什么问题电话联系。”车子开进出苗
车间，川籍的游技师利索地搬了两箱刚出壳、打完疫苗的黄澄澄番鸭
苗，放妥在后备厢，交代我：“路上慢点开！”

我掉转车头，驶上320国道，驰向青福公路。
两箱番鸭苗足足200只。
谭新国父辈是萍矿巨源煤矿的老矿工，他在东桥乡下长大，创业

的过程中摸索着办起了孵化场，至今已近20年。孵化事业得以顺利发
展壮大，已于 2016年成功跨入全国番鸭孵化合作社 300强，每年都要
捐献一批禽苗去扶贫。因为通过我了解到驻村贫困户的情况，今天他
指定我把这批鸭苗给温盘村的黄付兰送去。

黄付兰，50岁，建档立卡贫困户。初次见她时，感觉比实际年龄要
老，后来在村干部的介绍和个人档案资料中得知，生活于她，实在过于
冷酷。

当年从上栗长坪乡平基村嫁到青山温盘来，按说日子应该不错，
丈夫生龙活虎，家里的顶梁柱，拿得起杀猪刀握得了方向盘。谁知外
出打工回家后，竟一病数年撒手人寰，剩下年迈多病的家婆、年少无知
的大儿子，还有言语肢体残障的小儿子……多年之后，回顾那年的冬
天，她平静地说道：“眼泪流干了，但生活还得过下去，前些年还没扶
贫，我也身体不好，家里没有任何收入，地里的红薯叶和河边的水芹
菜，就是一家老小的下饭菜，一吃几个月。”

脱贫攻坚战全面铺开以来，温盘村作为“十三五”省级贫困村，这
片5.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热闹了起来。省国资委和萍乡市安源区都
派出精兵强将来温盘村包户扶贫。

黄付兰家凭借多方汇聚的温暖和爱心，出现了起色。现在的家里，
整洁的瓷砖贴上了墙，收拾得干干净净，菜地里丰富起来了，鸡鸭舍用
水泥砖头砌好，防风实用又干爽，屋后挖了口小池塘，投放的鱼苗会吃
肯长，还方便了鸭和鹅去消暑嬉玩。更多熟悉的人在为这个坚强不屈
又勤奋努力的女人喝彩点赞，村里的红榜，常会出现她的模样。

有了大家的帮扶，黄付兰的种养劲头日益高涨。去年养了100多
只鸭子和60多只鸡，热情诚挚的帮扶干部们爱心消费购买，包括温哥
土鸡负责人温玉新搭建的“惠农选”扶贫农副产品营销平台也热心地
帮助推销，年前的鸡鸭肥硕健壮，如期出栏，卖了个好价钱。此后还领
到了产业扶持政策每只20元的奖补金。菜地里红薯种了百把篼，黄付
兰手工制作的红薯丝放在“惠农选”上卖，10元一斤，竟然卖到脱销，卖
了1000多块钱。算一算去年在种养方面，着实妥妥地赚了近万元。大
儿子也成年懂事，外出务工省吃俭用，为家里还着建房借款，儿媳妇还
为黄付兰连生了两个宝贝孙子。

昔日屋漏夜雨彻骨寒，如今白墙彩瓦炉火旺。希望和梦想变得触
手可及。

思绪时远时近，不觉车已到了村里停在了农院。黄付兰看到我抱
下的两箱番鸭苗，既感激也担忧：“王书记，真感谢你的朋友，可批量大
了我又担心没有头本（饲料费用），养大了又怕不好卖。”

我擦把汗，认真地告诉她：“我的朋友们说了，饲料费用我们一起
凑，养大了的鸭我们一起帮你卖，萍矿这些单位的食堂帮你销，你就负
责养好就行了。捐赠鸭苗的谭总还说了，如果你的养殖条件好，技术
成熟，番鸭这个品种耐粗养、效益好，他希望你能长期主打这个品种，
把番鸭养殖当成长期致富路子！”黄付兰开心地笑了起来。

两岁半的小孙子懵懂地看着两大箱金黄可爱的小鸭苗，兴奋得蹦
蹦跳跳，还顺势在地上打了两个滚，被黄付兰笑着斥责两句，也顾不得
那么多了，她赶紧进里屋收拾场地，200只番鸭，素未谋面的爱心携手，
托起了崭新的希望。

年代，是人类记忆历史的数字刻度，
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却让我们永远
怀念。

保家卫国多壮志。走进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宛若走进一条时光隧道，
带领人们拨开撼人心魄的历史烽烟，重
回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驻足在志愿军
英勇战斗的历史图片前，耳边似乎回荡
他们振聋发聩的誓言和视死如归的足
音；徜徉在馆内，仿佛听见历史的遥远回
响。

“抗美援朝战争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都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历史上，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
上最值得骄傲、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场
伟大战争。”讲解员激昂的介绍，将我的
思绪拉回到了 70 年前。1950 年 6 月，朝
鲜内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由 16个国
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全面投入战争，把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泰山压顶何所惧。面对美国侵略，
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为维护正
义，保卫中国领土安全，捍卫和平，中共
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作出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把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往，把思绪汇
入历史的长河，人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毛
泽东主席对出兵朝鲜有思想准备，但是
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
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这个决心
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胡乔木在回忆
毛泽东时说过：“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
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
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
战，再一件是 1946 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
彻底决裂。”

遥想70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战略决策，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生
中“最难”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它难就
难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
复。刚刚成立一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经百余年动荡，一穷二白。从军事上

来看，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军
队。美国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还有原
子弹，从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将海空军投
入了作战。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
空军还在组建过程中，没有形成战斗
力。地面部队，美军一个师的装备大大
强于解放军一个军的装备。

和平与尊严是需要代价的。我们热
爱和平，但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给我们
的时候，必须奋起迎战，以战止战。1950
年 10月 19日，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踏
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疆场，与英雄
的朝鲜军民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战。
10月 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
一枪，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
役。

正义之师必胜。在讲解员关于抗美
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讲述中，我仿佛
穿越时空，回到了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最可爱的人”的鲜
活面孔，响起一首首荡气回肠的英雄赞
歌。1950年 12月 24日，抗美援朝战争第
二次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歼敌3.6万余人，
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联合国军”退至
三八线以南，由进攻转入防御。第二次
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略意义最为重
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主席获知胜利的
消息后，异常兴奋，想到不久前柳亚子曾
送来一词，于是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一首
和词：“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
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我驻足沉思，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
着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守得顽强，寸土不
失；攻得勇猛，无坚不摧；牺牲流血，在所
不惜？无论从哪个方面比，交战双方武
器装备水平相差都如此悬殊，我们为什
么能打赢这场仗？此时，毛泽东主席的
精辟总结在我耳际响起：“敌人是钢多气
少，我们是钢少气多！”勇者胜在一股
气。 这股气，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
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
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
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
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
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
神。我由衷地赞叹，这就是伟大的抗美
援朝精神的核心内涵！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伟大的抗美
援朝战争锻造形成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志愿军将士肩负民族的希望，在武
器装备极为落后、战场环境极为艰难的
条件下，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创造出惊
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迹，战胜了世界头
号强敌，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
队的军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
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世界和平和
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和平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
我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 70周年，就是希望我们在和平的岁
月中，不要忘记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尊
严和荣耀而奋斗和牺牲的英烈们。

“不书英雄榜，便涂烈士碑。”我想起
了黄继光，正是他以胸膛堵住敌人机枪
射孔，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
前进的道路；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我想起了邱少云，正是他严守战场纪律，
忍受烈火烧身 30多分钟，用自己的生命
换取了战斗胜利；宇宙浩瀚，星汉灿烂。
我想起了毛岸英烈士。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
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
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
牲，年仅28岁……

“辉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
身。”没有“最可爱的人”用血肉之躯构筑
起钢铁长城，怎能换来今天的山河无恙、
国泰民安？在这场正义之战中，志愿军
19 万多名烈士用鲜血染红了金达莱花。
以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

体为代表的 290万志愿军将士以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的钢铁斗志，塑造出“最可
爱的人”的伟岸形象。

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在军事博物
馆陈列的一个已经破旧的竹筒前，讲解
员充满感情地介绍：当年已经 76岁的湖
南省湘潭市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8块
钱的收入，为了给志愿军捐钱买武器，他
每天用工余时间担水，把卖水的钱放进
竹筒里一点点积存起来，最后全部捐献
了出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馆里一
件件展品，让我想起了当年全国人民掀
起参军、参战、支前、捐款捐物、为志愿军
炒面等热气腾腾的感人场面。在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志愿军总部
的具体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
和朝鲜人民的有力配合下，英勇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一道，历经两年
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将几十万所谓“联
合国军”打得丢盔弃甲，取得了举世公认
的伟大胜利。

我来到彭德怀元帅在朝鲜停战协定
上正式签字的图片前，耳际不时萦回他
签字后说的那句令举世华人为之一振的
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
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
不复返了！”我想起了多年后“联合国军”
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在自己
的回忆录中留下的一段话：“我成了历史
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
的美国司令官……”

彭德怀元帅的自豪之言和马克·克
拉克上将的沮丧之言，令我遐思悠悠。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
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换来了国家和
人民70年的和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中，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必胜的
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不懈奋斗。

妙香山上战旗妍妙香山上战旗妍
□□ 宋海峰宋海峰

乡村映象

携手携手的力量的力量
□□ 王王 涛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