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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飞万里，
盼归来，
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①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②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
思君夜夜，
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
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
会它千顷澄碧。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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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已去世多年，但是很多琐琐碎碎的细节，总是
或浓或淡勾兑着过往和今时、喧嚣和宁静，让我每每品
起，口角噙香，洋溢着温暖的感动。特别是给母亲洗脚
的每一次，两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的每一刹那，那种
不需要言说的情感的默契、心灵的宁静，总是让我珍若
拱璧、时在念中。

在记忆早已泛黄的上世纪 80 年代，那一段和病榻
上的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却是永远的光鲜和清晰。母
亲生病的消息从老家传来，久未探家的我一阵揪心和自
责，连忙请假带着妻小赶回去探望。临行前一天，8岁
的儿子问我要了两块钱，作何用处，我无心多问。等到
医院时，儿子一见到病床上的奶奶，就赶忙从书包里掏
出两包烤鱼片，一边送到奶奶怀里，一边小大人似地安
慰说，“奶奶，我来看你了，你还疼吗？”小小的两包烤

鱼片，湿润了母亲的眼睛，也模糊了我和妻子的视线。
因为工作缘故，妻子在确定母亲已无大碍后带着儿子先
返回了城里，我留在医院陪了母亲三天三夜。那一个傍
晚，见母亲精神不错，我突生一个念头，给母亲洗一洗
脚。母亲脸上泛出几分羞涩，“儿啊，妈年轻的时候没
有包过脚，末了就真长成了这双大脚，丑着咧！连你爸
都从来没碰过我的脚！”说着，母亲就把脚往被子里
缩，我一把拉住，故作嗔怪地嘟哝着，“妈，儿不嫌母
丑，这不是打小您就教我的理儿吗？再说了，谁说大脚
丑啊，现在是什么社会了，大脚才时髦呢！儿子平时不
在您身边，好不容易这回能多陪陪您，您就给儿子一个
机会，好好孝敬孝敬您吧！”不等母亲接话，我就半推
半搀地让母亲坐到了椅子上，用最快的速度打来洗脚
水，轻轻地脱下她的袜子，双手捧着她的脚小心翼翼放

到水中。母亲的脚没有下意识往回缩，我知道，水温应
该是合适的，母亲的心里也应该是舒服的。

正当我满心欢喜地享受着这份温馨，突然，摸到了
母亲凹凹凸凸的脚背，借着夕阳的余辉，我清晰地看
到，那紧绷的血管就像爬坡的蚯蚓，在皱巴巴的脚背上
凝固成标本，那扎手的老皮干了、硬了，裂出一道道口
子。就是这一双大脚，趟过多少河？爬过多少坡？在地
里踩种出多少瓜果粮谷？又在家里劳碌着多少柴米油
盐？我的嘴角禁不住抽搐起来，几滴眼泪重重地落在洗
脚水中，渗进母亲的脚背，也渗进母亲的心窝。当我抬
起头来，和母亲四目相对时，竟发现母亲的眼里同样闪
烁着泪花，只是她嘴角荡漾的，不再是苦涩辛酸，而是
由衷的幸福甜蜜。这一次洗脚，洗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我用手轻轻地揉搓，用刀小心地刮磨，一点一点，一遍
一遍，恨不得洗掉母亲脚下所有的坎坷，洗净母亲一路
所有的风尘。

从那以后，我每次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洗
脚，十几年下来，已经成了母子俩心照不宣的约定。每
一次洗脚，母亲仿佛都在静静聆听我的成长、我的喜
悦、我的烦扰，而我仿佛也在看着母亲奔波在田野、忙
碌在灶旁，为着一个八口之家，一点点驼背，一点点苍
老……

那一年，突然接到电话，说母亲去世了。顷刻之
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空了，头脑空了。迈进老家大门
的那一瞬间，我才仿佛恢复了几分意识，止不住的泪水
洒落在母亲冰冷的脸上。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母亲就
是我最真实的心灵皈依，在母亲面前，我永远都只是一
个孩子，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需要任何伪装，也不
在乎任何名利，所有世俗的诱惑在母子情深面前，都是
那样的脆弱和苍白。最后一次，我给母亲认认真真洗了
脚，修了指甲，虽然感受不到来自母亲身体的任何温
度，但是我相信，母亲知道，一定知道，她深爱的儿子
在送母亲最后一程，在祝愿母亲一路走好！

给 母 亲 洗 脚
李富胜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举办的南翔新作小说集 《绿
皮车》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南翔是一
位具有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家，坚持知识分子操守，
不媚俗，不媚雅，追求一种烛照良心的、内视的、内省
的写作。他具有追索平淡生活中的细屑的耐心，也有从
中探究人物精神质地、幽微情感与生存本相的超凡能
力。他的作品叙述娴熟，手法精到，形式感浑然天成；
叙事风格上，更多采取文雅的一脉，讲究书面语的传
统。他用一系列鲜活而感人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人性
的美好与温馨。

余艳报告文学 《板仓绝唱》、《杨开慧》 研讨会日前
在京举行。两部作品是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专题
项目和重点扶持项目。《板仓绝唱》 以杨开慧手稿为线
索，以历史为依据，试图深度解读杨开慧与毛泽东恩爱
十余年的曲折情感，探寻杨开慧舍小我成大我的思想成
长历程。《杨开慧》 讲述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从相识相恋、
相知相伴，直到两人分离永诀的一段历史。与会专家认
为，作家从爱情角度还原历史，以真情抒写大爱，以心
理描摹揭示人物精神，努力向深处开掘与向高度提升，
从而在报告文学如何进行红色题材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成
功尝试。

日前，《诗刊》社在京颁出年度“子曰”诗人奖 （诗
词奖） 和年度诗歌奖 （新诗） 两项大奖。吴小如以 《吴
小如诗词选》 获得年度子曰诗人奖，雷平阳以 《诗无
邪》 获得年度诗歌奖。获得年度“子曰”青年诗人奖的
是刘如姬、詹晓勇。获得年度青年诗歌奖的是离离、沈浩
波。《诗刊》在原来的年度奖基础上，着力打造了年度“子
曰”诗人奖，重点推出年度优秀诗词作品，引导和鼓励诗词
创作。《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说，“传统诗词和汉语新诗都
在最具体地体现着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诗刊》此举是为了
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上做出我们的努力”。 （杨一枫）

《诗刊》揭晓年度诗词和新诗大奖《诗刊》揭晓年度诗词和新诗大奖

南翔小说体现悲悯的人文关怀

余艳报告文学解读杨开慧

兰考县兰考县““焦桐焦桐””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注：①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如
今，兰考泡桐如海，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幼桐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叫
它“焦桐”。

②焦裕禄临终前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
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一九九〇·七·十五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张远晴书

优秀的民族产生优秀的民族文化，优秀
的民族文化培育永恒的民族精神。这种优秀
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一经产生与出现，
就超越时空，为全人类所吸收，成为人类共
同的文化瑰宝和精神财富。而同时，世界也
会向她送出感激的目光，并报以深情的微笑。

无疑，焦裕禄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时
代的民族记忆。焦裕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
族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坚忍不拔的精神符
号，在人民心中巍然屹立起永恒不倒的民族
精神长城。

这是我在读了习近平创作的《念奴娇·追
思焦裕禄》一词后的感想。

对“50后”、“60后”来说，焦裕禄是不
陌生的。他“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事迹，通过新
华社记者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如春风吹拂，迅速传遍
神州大地，真可谓老少皆知。焦裕禄的名字
深深地刻进时代的记忆里。焦裕禄的形象直
至今天仍然真切而清晰，亲切而温暖。

记住一个人，同时也就会记住一个时
代。焦裕禄是在1962年冬天上任豫东兰考县
委书记的。1962 年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份啊？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人民生活还没有从
极度贫困中解脱出来，生存的困境还重重地
写在中国人的脸上。这时候，民族特别需要
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精神。这时候，共产
党人理所当然地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地带，向
老百姓最困难、最需要的地方走去。

又不能不想起习总书记创作这首词的上
世纪90年代，那是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纵深
发展的年月。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
明正逐步取代农耕文明。国人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极为活跃。国门大开，

漂着油污的水，总是最先流进来。
追求物质享受，不劳

而 获

的投机心理，也开始
抬头，并有渐成气候
之势。但是社会并不
富 有 ， 国 家 并 不 强
大。作为从50年代60
年代一路走过来，深
知 民 情 国 情 的 习 近
平，最知道一个民族
最需要振作什么样的
精神。民族精神乃国
之神器，是不可坍塌
的。具有强烈的家国
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习
近平不能不为当时社
会的某些现象而深感
忧虑。1990 年他正在
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
任上。7 月 15 日，夜
已经很深了，皓月如
银，心地一片澄明，
这时候他正读着一篇

《人 民 呼 唤 焦 裕 禄》
的文章，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思绪如潮，
随即挥毫写下了这首
词。

字面上解读这首词是不难的。前三句，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这里
的“魂”是指焦裕禄，也指焦裕禄精神。他
多么希望焦裕禄归来，又回到祖国的山河大
地。因为今天的祖国山河大地和改革开放、
奋发作为的现实社会仍然十分需要焦裕禄精
神，来“治沙”“治水”，富民强国。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第
一句直接表达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理，当然
也是真理。老百姓谁不热爱像焦裕禄这样为
人民做好事的好官啊。第二句的焦桐需要作
点解释。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为治理

“三害”总结出“扎针、贴膏药”，治理风沙
的方法，带头植树造林，广栽泡

桐树。焦裕禄1963年亲手栽下的一棵，现在
仍然枝繁叶茂，被人们称为“焦桐”。“焦
桐”为何生长得好呢？是因为老百姓怀念焦
裕禄的泪水时时在浇灌它啊！也说明焦裕禄
仍然活在老百姓的心中。焦桐还有另一个
典故：东汉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曾
用烧焦的桐木做了一把琴，音色极好，称为

“焦尾琴”，泛指好琴。焦桐、焦尾琴、焦裕
禄，一字三关，都是状焦之美好。也特指焦
裕禄为人民做好事，留下了好的口碑。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沙丘是令兰考人头痛的自然生态，沙丘系着
兰考百姓的生与死，与百姓的生活、与百姓
的命运息息相关。治理好沙丘，把沙丘变成
良田，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里的

“沙丘”还可作这样的理解，即对当时某种社
会现象的一个“隐喻”。社会上存在着日渐滋

长的贪图享乐、安逸之风，不通过劳
动而获取财富的投机取巧心理。这种
东西有如民族精神的“毒瘤”，如不
及时有效治理，就会对党、国家和民
族造成极大的危害。我理解，此二句
似是词作的关键点，不可不细心体
会。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这
两句既是赞颂焦裕禄艰苦奋斗的英雄
气概，又是抒发作者改造山河、富民
强国的一种豪迈精神。

下片前三句，“依然月明如昔，
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作者回到
写作此词的时候，今夜的月，还如同
焦裕禄那时的月一样清明。我夜夜思
念你。月光如水。你的肝胆和我的肝
胆都像这月色洗过一样清澈，纤尘不
染。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
去。”前一句是屈原 《离骚》 中的
话，只把“兮”改成了“矣”，意思
都一样。这两句表达的是，既要像屈
原一样，对真理不断追求，对国家民
族前途命运深入思考，勇于承担责
任，敢于担当，又要像焦裕禄一样，
两袖清风，为国为民乐于奉献，完美
自己的人生。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
生意。” 这是焦裕禄把一生献给党献
给人民的生动写照，也体现了作者见
贤思齐的优良品格。既然做了一任地
方官，就要造福一方百姓，也要造福
一方山水，才能完成平生的意愿，也

才能安妥自己的
灵魂。

“ 绿 我 涓
滴，会它千顷澄
碧。”今夜我点
点 滴 滴 的 思 绪
啊，就像春天的草木一
样，全是绿的。而我的
思绪无遮无拦，浩浩荡
荡，已成为月光映照下
一碧万顷的湖水，澄澈
清明。

2014 年 3 月 18 日，
习总书记在兰考县委老
办公室举行的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上深情地说到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这首词：“我是有感而
发，直抒胸臆。”

这就又不能不说到
习总书记为何要在时隔
24 年后的今天重提这首
词。

党 的 “ 十 八 大 ”
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提出

“八不准”，并在全党深入开展以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内容
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就是
规范全党的行为，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建设一个为人民拥护的、信赖
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梦。这是中华民族对中
国共产党的时代期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崇
高的历史使命。而《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
词，在当下具有警示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的
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
到习总书记亲民爱民，与大地山川、人民百
姓相依为命的高尚情操，感受到习总书记关
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赤子情怀。

习总书记《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词从
艺术特色上讲做到了以情胜、以意胜、以气
胜。

情，是发自肺腑，饱含深情。是对焦裕
禄的深情怀念。心有所感，发而为诗，极为
真挚感人。作者通过与焦裕禄的灵魂对话，
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时空交替出现，默
默地表达了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切关
怀与忧虑。中国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家国情
怀，赤子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意，是意境开阔，通体透明。作者思绪
悠悠、视通万里。立意点全在国家、民族和
执政党。而最为一般诗人所不能企及的是，
作者和盘托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心境，可谓静
影沉璧，浮光跃金。这样的胸襟与心境足可
以温暖人心、温暖社会，引起读者的心灵回
响。

气，是正气流贯，天地动容。20世纪90
年代来追思焦裕禄，可谓没有投时代所好。
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似乎有违时令，文不对
题。但正是这一点，体现了习总书记的不同
凡响，目光远大，大处着墨，升腾起一种安
排山河、指点时令的天地浩然之气。

习总书记于此时重新发表这首词，对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对求正容变、继
承创新的中华诗词的繁荣与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给传统旧体诗词如何反映当下
生活、书写时代精神，提供了一个范例。

（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