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里，每当看到“朱德的扁
担”，我的心里就会像波涛一样翻腾不息。

论形状，这根扁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和别的
扁担一样，都是竹子做的，约摸三四尺长,中间稍宽，两头
略尖。但这又是一根极不平凡的扁担，是一根有着特殊
经历的扁担。

关于这根扁担的故事，我早在小学的课本里就读
过。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
带领的队伍会师了。红军要巩固井冈山根据地，打破敌
人的封锁，就必须储备更多的粮食，而井冈山产粮又不
多，这样就要组织红军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于是朱德
同志也戴着草帽，穿着草鞋，不顾山高路陡，同战士们一
起挑粮上山。战士看到他白天挑粮很累，晚上还要研究
怎样跟敌人打仗，怕他身体吃不消，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
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一根扁担，写上“朱德的扁
担”五个字。大家见了，就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我
记得当时读这个故事时，深为朱德同志的这种革命精神
所感动，不由对他满怀崇高的敬意。但由于年龄小和阅
历少，对“朱德的扁担”的内涵却不甚明了。

1973年，我有幸到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学校组
织到井冈山“开门办学”，才使我真正明白了“朱德的扁
担”所蕴含的不同寻常的意义。

那是我第一次上井冈山，不是坐车上去的，而是走路
上去的。我们全系同学先坐校车到永新县城，接着背负
行李，沿着毛主席当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过的小路，步
行向井冈山进发。一路上，我们经过了三湾、龙源口、砻
市、茅坪、黄洋界、双马石、大井等地，最后一站是茨坪。
每到一地，我们都要住下，参观革命旧址，重温当年历史，
学习革命传统，畅谈心得体会。开始时，大家觉得自己年
纪轻，对走路爬山不当一回事，一个个都信心满满。但走
了几天后，有些人就感到支持不住了。有时路程较长，一
天要走好几十里路，有些同学一到住地，就坐下来不想动
了。特别是从茅坪到黄洋界，十几里的高山陡坡，空着手
登山都会累得气喘吁吁，何况背上还背着东西。有些同
学上山没走多久，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重又痛，
只好走一会歇一会，体力好的同学主动帮把东西背上，照
顾着一起往上攀登。幸亏那时的井冈山，树木稀少，红军
小道也很通畅，如是像现在这样森林茂密，绿海茫茫，路
被掩没，那登起来就更艰难了。我边走不由边回想，当年
毛委员和朱军长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粮食上山，那需要多
大的体力，又需要吃多大的苦啊！肯定汗水湿透了衣衫，
脚底磨起了水泡，肩上火辣辣地痛。但即使累成这样，他
们也只在黄洋界上的荷树下歇一歇，又弯下身子挑起沉
重的担子继续往前走去。

可见，小小的扁担，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脚力，更是
一种意志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时期，用陈
毅的话说，“那是一段苦到了极点的日子”。物资奇缺，饥
寒交织，从军长到伙夫，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金，吃的
是南瓜和野菜，盖的是稻草被子，穿的是单衣单裤。毛委
员桌上的油灯，三根灯芯只点燃一根，过的是同普通战士
一样的生活。朱德说，我们就是要和士兵“有盐同咸，无
盐同淡”。更为严峻的是，敌人先后多次对井冈山根据地
进行“会剿”，所到之处，“茅草要过刀，石头要过火”，企图
把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扼杀在襁褓之中。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和危险境地下，井冈山根据地不仅
没有被敌人打垮，反而在敌人的炮火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革命的红旗更加高高飘扬在巍峨的井冈山上。

我们到达茨坪时，首先参观了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
馆，正当大家在“朱德的扁担”前久久凝视时，从博物馆外
飘来了一阵《挑粮歌》：

一根扁担两头弯，井冈山下把粮担。
军民同心反封锁，革命斗争不怕难。
这昂扬激越的歌声，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当年红军挑

粮的现场，也使我们真正理解了“朱德的扁担”的深刻含
义。这条扁担，挑的不仅是粮食，挑的是革命根据地的重
担。井冈山时期的官兵，正是用这根扁担，挑出了官兵一
致、同甘共苦精神，挑出了不畏艰难、克敌制胜的英雄气
概，挑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星星之火。

二

倘若我们再放开来看，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可以说
是用扁担挑出来的。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和红军能够迅速发展，日益红
火，扁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春耕时节，红军战士们用扁
担为老百姓挑秧担肥。秋收时节，红军战士们用扁担为
老百姓挑粮担谷。平时就更不用说了，红军战士用扁担
为老百姓挑水担柴，挑石挑土，只要老百姓有什么要挑的
东西，红军战士们都主动拿起扁担全力相助。小小扁担，
架起了红军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使红军获得了人民
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获得了扎根生长的深厚土壤。

在红军长征途中，扁担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敌军堵截，红军只能在山野
乡间的小道上行进。他们用扁担挑着日常生活用品和军
用物资，爬山涉水，历尽艰辛，环境险恶极了。尽管如此，
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坚持用扁担帮助老百姓挑担做事。
在邛崃市长征纪念馆里，保存着这样一根特殊的扁担。
1934年底，红军长征经过这里。由于时值严冬，天气寒冷，
很多战士得了伤寒。当地一位姓张的老中医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于是天天挑着担子上山采集草药给战士们治病。
不久，战士们的病情渐渐好转并痊愈了。红军离开时，因
为没有钱给这位老中医支付治疗费用，就留下了一根扁担
作为信物，说：“如果将来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根扁担
找政府要医药费。”以后，这根扁担就一直被老中医全家视
为传家宝，一直保存着。2005年，老中医的孙子将这根扁
担捐给了邛崃市长征纪念馆。

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封
锁，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于是，在
旅长王震的带领下，三五九旅挺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拿
起锄头和扁担，开荒种地打粮，把个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

“好江南”。小小的扁担，彰显着自力更生的无穷威力，闪
烁着排难而进的锐利锋芒。最终，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在战胜重重困难中不断发展壮大，同全国人民一道，把日
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华大地，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

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有一根刻满了地名的扁
担特别醒目。它记载着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在淮海战
役决战的紧急关头，支前农民唐和恩用这根扁担挑着一
百多斤重的粮食，走过山东、江苏、河南的 88个村庄，把
粮食送到了战场的最前线。这根扁担，与其说挑的是粮
食，不如说是淮海战役老百姓踊跃支前的生动缩影，唐和
恩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我从一则资料中读到，在
整个淮海战役中，五百多万民工挑着箩筐、推着小车向前
线运送粮食和物资，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运送的物力
之巨，均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这是淮海战役中
最动人最壮观的场面，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击败国
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淮海战役以少
胜多的奇迹，是老百姓用扁担和手推车创造的。

由此可见，扁担就是民心，扁担就是力量，扁担就是
使命，扁担就是奉献。扁担，不似武器，却胜似武器。没
有扁担，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就没有五星红旗在
天安门广场的冉冉升起。

扁担，中国人民担当精神的象征，中国人民革命胜利
的功臣。

三

如果说革命时期需要扁担，那么，建设时期同样需要
扁担。

解放初期的中国，我们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
烂摊子，到处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城乡破烂，经济凋敝。
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拿起扁
担，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壮志，顶着日月星辰，冒着风风雨
雨，担起了江河大地，担起了希望憧憬。

人们不会忘记，无论在大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广
大人民群众掀起了一个个修建公路和铁路的热潮。他们
用扁担挑土筑基，一条条公路和铁路，在平原上、在山岭
里、在城乡间，不断延伸开来。

人们不会忘记，针对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国计民
生的状况，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场水利大会战。一座座
水库、一条条水渠，一条条河堤，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

肩挑担扛中诞生了。
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全

国广大干部群众挑砖挑瓦，奋力拼搏，盖起了一座座厂
房、一座座学校、一座座医院、一座座科研院所、一座座车
站码头，用扁担扛起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柱石。

人们不会忘记，在全国各地的原野上，农民们用锄头
和扁担平整土地，造出了一片片高产稳产农田。到了秋
收时节，他们又挑着一担担粮食和棉花来到收购站，一斤
不少地交给国家，让全国人民吃饱穿暖，以充沛的精力建
设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

值得自豪的是，我年轻时也曾是这挑担大军中的一
员。我和乡亲们一起挑泥，一起挑石，一起挑粪，一起挑
肥，一起挑谷，一起挑薯，一起挑禾草，一起挑土坝，一起
挑着难忘岁月，一起挑着满满收获。

其实，人们挑的何止是这些。在祖国的各个领域，都
可以听到扁担发出的“咿呀咿呀”声音，都可以看到人们
挑着担子挥汗前行的身影。扁担，肩负着人民生产生活
的重任，肩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可以说，祖国的贫
穷落后面貌是用扁担挑走的，人民群众的新生活是用扁
担挑来的。

倘若再往深处看，我们伟大祖国的辉煌历史何尝不是
祖先们挑出来的？他们用扁担挑出了村庄、挑出了城市，挑
出了良田沃野，挑出了美丽家园，挑出了长城故宫，挑出了
灿烂文明。

四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掀起了一场改革开放的大

潮，短短四十余年，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今许多劳动工具被机械化和自动
化所替代。特别是近些年来，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像雨
后春笋，层出不穷，整个世界在朝着网络化、智能化、即时
化、便捷化、一体化方向迅猛发展，地球变为了“地球
村”。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许多本应人工来做的事情
不再用人工了，使得许多本应扁担来挑的活儿不再用扁
担来挑了。这样，昔日大有用场、须臾不可离开的扁担，
如今变得可有可无，甚至成为过时的物件了。

于是，有不少人认为再也不需要扁担了，不再去理会
扁担了，甚至把扁担当柴火烧了。

今天，扁担真的是过时了么？我们真的是再也不需
要扁担了么？

当然，对于扁担自身来说，根本就不会去计较人们的
这种态度。可不是么？在人们眼里，扁担不过就是一件
简单普通的劳动工具而已。人们要挑东西，就把它用
上。东西一挑完，便把它往墙角里随便一丢。一旦又要
挑东西了，再把它拿出来，用完了又往墙角里一丢。唯一
能让人有点印象的，就是不少扁担由于在人的肩上磨久
了，被汗水浸透了，变得滑溜溜光亮亮，呈现出一种特有
的色彩。

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今天看似过时无用的东西，
从长远来看恰恰是不能也不会被淘汰的。人类不仅过去
离不开扁担，将来也一定离不开扁担。即使科技再发达，
现代化再普及，扁担的功能在有些方面是永远代替不了
的。你看，在乡村的羊肠小道上，一些农民兄弟姐妹正用
扁担挑着东西在艰难行走；在城市建筑工地上，一些中青
年农民工正用扁担把旮旯里的垃圾挑出来倒在环卫车
上；在名山风景区，一些高山挑夫正在用扁担把东西挑往
山顶；在高山茶园，茶农们正在用扁担把采摘下来的新茶
挑下山来；在扶贫攻坚的战场上，许多乡村干部正在用扁
担为贫困户挑货担物。总之，在一切使用不了现代机械
的地方，都需要扁担。

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声，扁担永远不会过
时。只要人类存在，扁担就会存在。只要我们在路上，扁
担就不会废弃，更何况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潜移默化在人
们心头的“扁担精神”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将会永远放射出
灿烂光芒，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
上奋勇前进，去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小的扁担，一头挑着艰辛，一头挑着幸福；一头挑着
回忆，一头挑着希望；一头挑着过去，一头挑着未来。

让我们一起为小小的扁担高唱一首热烈深情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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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随笔

怡情
诗笺 一片金色的云层，波浪一样

推动着另一片，为了获得片刻的喘息

黄昏时分，我骑行在郊外的乡村小路上
桂花的香气牵着我的鼻息
一丛开得凌乱的牵牛花，爬出栅栏外

妇人正在举着网兜采摘柿子。从任何一扇
窗子望出去，木梓排的乡民
在田地或菜垄躬身耕作

云还在他们的头顶滚淌
空气中，开始飘荡着稻梗燃烧的气味

流坑行记
喜鹊向乌鸦问安

黄狗趴在古巷中间，静静地晒着春天的太阳
乌江有凉意，沁入古樟老朽的身子里去
斑驳的日影，一头扎进蕨草的罅隙

我在水洗过一样的天空下
摸着寂寞得发光的窗框，毛玻璃映出鸟影
马的嘶鸣，滑过拴马桩上的凿孔与壁藓

大公祠废墟上的毛茛，开得像
董府养在深闺里的女儿

在覆满松针的山径上攀爬
偶尔有松果坠落山林，向山底滚落
我们列队集体向山顶进发
紫页岩镶嵌在蓊郁的松林间
一枝白茶花，伸向一堵防护墙的残垣断壁

石上的枪眼，以及深蓝天空上的云团
溅落呜咽的山风中。我的小女儿

迎风站在石龟背上，捡起一颗松果
向脚下的山崖，扔去郊

外

（
外
二
首
）

扁担颂扁担颂
□□ 刘上洋刘上洋

□□ 周周 簌簌

我坐在客厅里读《安娜·卡列尼娜》，正读到书中的男主角之
一、农场主列文在去农场的路上，农民用水招待列文：

“嘿，我这特制克瓦斯！怎么样，还好喝吗？”那农夫眨着眼
睛问。

的确，列文从没有喝过这种饮料：有绿草叶子漂浮其中的热
水，因为用铁罐子盛着，有股铁锈味——老人把撕碎的面包放在
碗里，用勺柄把面包碾细，从铁皮罐里把水倒在碗里，又切了面
包，撒上盐，面向东方祷告。

“好啦，老爷，我做的面包渣汤。”
面包渣汤味道好得很，列文改变了主意，不回家吃午饭了。
…………
对于食物，我有着很好的感应能力。那勾引得列文连中饭

也不回家吃的面包渣汤，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不禁冥想了半天，
却没有办法得到准确体验。

这一段却读得我肚子有点饿起来。于是起身去开冰箱。冰
箱里满满当当排的都是鸡蛋。我随手拿几个，做水煮蛋吃。

水咕嘟咕嘟冒着泡，小小的土鸡蛋在沸水里边一弹一弹，仿
佛水太烫了它受不了要跳起来了。

蛋熟了，可是蛋壳烫得不敢挨。又拿一杯冷水，把鸡蛋坐到
里面去。不一会儿，我就手拿一个已剥好的鸡蛋，一小口一小口
地吃起来。

我吃鸡蛋向来都是喜欢这样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品，因为鸡
蛋特有的那种香气，只有自己的味蕾能够体会。文字简直无法描
述。

是这样的。在闲暇无事的时候，就着一本书，慢慢地吃一只
小小的鸡蛋，是一种小小的幸福。

家里人都爱吃鸡蛋。储藏最多的食品之一，就是鸡蛋了。
冰箱里，收纳盒子里，都是。有时看着排列得像满坑满谷的士兵
一样的鸡蛋，总有一种“丰衣足食”的感觉。

曾经为此打算养鸡。但是城市的院子里不许养。有一年春
节前，乡下朋友送了一只母鸡，我们偷偷把它拴在院子角落的一
棵树上。不时提心吊胆地去看一下有没有被人牵走做了他人的
案上肉，或者被看门人给捉住。这样过了几天，母鸡也没有下一
只蛋。我们总觉得它在这里有着强烈的生存心理阴影。蛋是很
难生下来的了。于是只好把它送了亲戚。

我曾经问过不少人，鸡蛋喜欢吃哪种做法的。
西红柿炒鸡蛋——不少人这样首选。
蛋羹。另一部分人这样回答。“蒸的时候一定要加‘桂林腐

乳’哦。”还不忘记添这一句。
可是我更爱吃的是另一样：白水煮蛋。吃了几十年了，从来

没有吃厌倦过。估计到八十岁我爱吃的也还是白煮蛋。如果临
死前我还能吃得动一只完整的白水煮蛋的话，我会心满意足地
闭上眼睛。

白白的、光光的、圆圆的。这样类似的形容词，我向来是禁
忌自己使用的。因为觉得说了跟没说一样。但是，这几个词，用
在水煮蛋身上，却是一点也不俗气。刚刚好。

我还见过一只特别的白煮蛋。
说它特别，是因为它躺在雪水里。所以，除了白白的、光光

的、圆圆的，还要加上一个形容词，泥泥的。
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头几天下过一场大暴雪。现在到处

都是融化得极其缓慢的雪水，和着泥，和着石块。路面脏乱不
堪。人人都裹在棉大衣与厚大围巾里，小心翼翼地捡着路走。

一个流浪汉在我前面慢悠悠走着。他穿着极单薄的一件破
毛衣，裤子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他整个人已丧失了生气，
与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根缓慢、麻木、惯
性地移动的“电线杆”罢了。

突然，我看见他向前面冲过去。他给我的印象原本是以为
他一丝力气也没有了的。现在仿佛他被注射了一针针剂，使他
陡然增添了力量与光彩。

在我与他之间的路边台阶前，地上泥泞的雪水里躺着一只
白煮蛋。那蛋虽然是半掩半藏在浑黄的液体里，却看得出是一
只完完整整的剥了壳的白煮蛋。

那流浪的人，一个箭步就过去了。他抓起鸡蛋，往嘴里塞。
他根本没想到要擦拭一下。

他的嘴巴一秒也没有鼓起来。因为他完全没有吞咽，蛋已
经下到了他的食道里。仿佛他吞咽的不是一只小孩拳头大小的
蛋，而只是一只小虾米或小银鱼。

我眨了眨眼。要不是眼睛一秒也没有错开，我不相信他已
经吃下一只鸡蛋。

吞下那只鸡蛋后，那流浪的人呆站在银行台阶旁，他的样子
依然是麻木太久的无表情。却又因为一只白煮蛋进入他的体内
而发生了难以形容的化学反应——那反应只有目睹这一幕的人
才能体会：他的样子仿佛是在回味蛋的清香，就像求婚成功的男
人在回味女人答应他的那一瞬间的甜蜜；他的样子又仿佛陋室
平民偶然一尝皇室御用羹汤。除了咂嘴，唯一可做的只有赞美。

那白白的、光光的、圆圆的、又佐以雪水与泥泞的蛋。至高
无上的美味啊！

他的样子就那样久久保持不变……
他有多久没有吃到像样子的食物呢？除了破损的快餐盒，

馊腐的米饭，或咬得稀烂只剩下骨与刺的鱼头，他还尝过些别的
什么呢？

是这只小鸡蛋，等在这里，等着安抚一个空虚已久的胃。安
抚一个麻木已久的躯体。

该怎样感谢那只躺在泥水与雪水里的小鸡蛋呢？或者说，
该怎样感谢那遗弃鸡蛋的人，那也许是个颤巍巍的老者，一不小
心，鸡蛋从他手里滑落；也许是挑食的少年，背着母亲扔掉这种
他最不喜欢的食物；也许是个讲究健康生活的女主人，这放了数
天的蛋，头天夜里已从她家楼上的窗口飞出……

由一只被遗弃的小鸡蛋去安抚一个被遗弃的人。世界安排
何其巧妙。何其悲凉。

我曾问过家里人，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里写面包渣汤、克
瓦斯酒。曹雪芹写酸笋鸡皮汤、糟鹅掌鸭舌，都是活色生香的
典范——但是，你读到过哪部文学作品里，有描写鸡蛋的好情节
的么？

他认真地想了一想，说，真的，还从没读到过呢。
真的，那带给流浪汉、带给我、带给无数人安抚与依赖的美

味小鸡蛋，为什么没有人描写呢？是它太常见了么？还是从价
格上而言，太便宜了？

可是，最常见的、便宜的，却往往是生活中最有价值的所在
啊。

人们提到“天堂”，常常说，那是“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仿佛
是说天堂里有牛奶与蜂蜜就够了。

不，在我看来，这是人们忘记鸡蛋的恩惠了。仅仅“流着奶
与蜜的”天堂还是有稍许不完美的——

如果那里连一颗小小的温暖的鸡蛋也没有的话。

假如连一颗鸡蛋
也没有

□□ 王晓莉王晓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