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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气
劳作播种，踏青寻春

胡书强抓起一把地里的黄土，用手指捻了捻，眼睛便
眯成了一条线：“墒很足，今年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对于这位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胡家庄的农民而言，种
了几十年庄稼，清明总是一个好兆头。一过清明，霜冻散
去，气温回升，地会变“酥”。变“酥”意味着泥土松软湿润，
正是播种好时节。

过去，胡书强只有一亩多春地。播种时，用锄头轻轻挖
个窝，丢粒花生籽，用土掩上。“腰一弯就是半天”，再挺起
脊梁骨时，便感到一阵酸痛袭来。到中午时分，只能耕完三
分左右的地。

这两年，胡书强买了播种机，机器开进地里，化肥撒在
前，种子播于后，开过的地方隆起埂。今年，胡书强流转了
十几亩春地，过完清明一星期，他就要播种上花生、芝麻，
栽上红薯。机械解放了他的时间与身体，完成这些，比过去
种一亩春地还轻松些。

河南信阳九华山地区是张万的家乡，在那里，忙碌的
采茶季从清明前的一场春雨开始。

“下雨后发的嫩芽最珍贵，将叶子拨开，轻轻用手指掐
断中间的一根嫩芽，就成为完整的一芽一叶或一芽两
叶。”明前茶在绿茶中价值最高，产量也最少。这两天，天
刚蒙蒙亮，张万就要和家人走三里山路去采茶。

采摘、摊晾、杀青、揉捻、理条、烘干、风选、提香、包装，
茶农们要赶在清明前后一个月内完成所有工序。

在张万儿时记忆中，最“熬”人的是炒茶。父母拿着大
扫把在一口大铁锅里来回翻动，一炒就是大半夜，烟熏味
弥漫在屋中，呛得人眼泪直流。长大后，那口锅退役了，取

而代之的是杀青机、揉捻机、理条机、烘干机，机器带来了
高效率和清洁化的规模生产。不再需要费力完成晾晒后的
诸多工序，一天的采茶后，张万和父母终于可以早早入梦。

清明时节，有人日出而作，在辛勤劳动中完成与自然
的对话；也有人吟咏而归，在春日夜晚里重新感悟自然。

“10分钟后，大家小西门见。”清明节前一晚，导师王老
师突然在微信群里发来这条消息。彼时北京师范大学研究
生吴悦正对着电脑眉头紧锁，尝试读懂一篇关于胡塞尔现
象学的论文。

那天的出行有些匆忙和随意，没有提前规划。只因恰逢
清明，老师一时兴起，便叫上了学生去郊外踏青。正是刺槐开
花的时节，一阵风吹过，漫天花瓣飘飘洒洒，伴着槐花香。

“这些树画成工笔画一定很好看。”循着木栈道前行，
一大片高耸挺拔的水杉林出现在眼前。酷爱书法、绘画的
王老师，经常带着学生出游写生，太行山、峨眉山……在中
国的山山水水留下足迹。

天色渐晚，一行人走到了植物园深处的退谷，谷旁有
座古刹。再往沟谷深处，可下到乱石嶙峋的沟底，两侧茂林
修竹，安谧清静。

吴悦觉得自己好像第一次这样静静地感受自然，那晚
回去，她作了一首诗：

“《游退谷归晚》
孤灯惊朱雀，翠竹疏掩影。
路尽心更阔，虫鸣人愈醒。”

一次对话
思念逝者，传承家风

“孝顺是两个字，要孝，更要顺。”
这个道理，是黄慧在父亲去世后才明白的。父亲因胃

癌过世，今年是他过世后的第十个清明节。每到这个时候，
她心里就特别不好受。

“我爸脾气倔，我也倔，觉得他不对的地方就要呲儿，
从来不让着他。”在外人眼里，几乎每周都回家陪父母的黄
慧，是个不折不扣的孝顺女儿。可她心里，一直后悔、有愧。

“老人很多习惯都改不过来了，做儿女的要顺着，脾气
要好。我现在都顺着我妈，她也高兴。”今年去扫墓时，她准
备给父亲带点炸带鱼和凉粉儿。作为地地道道的老青岛

人，这两样都是父亲生前最爱。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

样的遗憾总会在一些儿女心里隐隐作痛。
“妈，六十六大寿，祝你在那边祥和快乐。”

2月21日，璐璐在微博上写下了第1539封给妈
妈的“信”。

2012年6月2日，璐璐的妈妈离开人世。10
天后，她在微博上写了第一封“信”。截至今年4
月 1 日，2129 天过去后，她已经给天堂的妈妈

写了1555封“信”，每封都以“妈”开头，
就像妈妈还在身边时那样，唠唠家常，
说说心事，回忆从前的美好时光。

现在，她的微博“@璐璐给妈妈的
信”已有超过10万粉丝，不再只是璐璐
和妈妈说心里话的“树洞”，也成了万千
网友的心灵港湾。评论里有人安慰鼓
励，有人感同身受，还有人会写下自己
的故事与思念。

“我收到的评论和私信不计其数，
好多都是亲人或朋友去世过不去心里
那道坎儿，还有表示自己以后要多孝顺

父母的。能让大家更珍惜母亲，珍惜身边人，我挺欣慰的。”
璐璐告诉本报，自己和妈妈之间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故
事，彼此也会有不解和争吵。“有时候不是父母不理解你，
而是你没有给他们机会。他们只是你手机背面的那两个
人，而你却是他们的全世界。”

生命也许很长，相处却可能很短。
刘海洋的姨父曾是吉林四平电视台的主任播音员。

“他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小学就跟着他学习播音，参加演讲
比赛。”刘海洋记得，每次自己比赛前，姨父都像要上战场
似的，一字一句帮他琢磨讲稿，设计动作，练习、纠正的次
数更是不下百遍。“既然是比赛，就是要争第一。争第一要
有态度，更要有努力。”

“争第一的劲儿”深深影响着刘海洋。小学六年级时，他
就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高考自主招生时，他以面试满分
的成绩，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刘海洋是
姨父的骄傲，而他的梦想是成为像姨父那样的播音员。

谁料，在刘海洋大三最后一门期末考试的时候，姨父
因肺癌离开人世。

“姨父是全家的顶梁柱，没有姨父，就不会有我的现
在。”今年清明，在加拿大读研究生的他不能回家扫墓。刘
海洋决定，带着姨父生前爱不释手的单反相机，出去拍樱
花和大海，暑假回国时把照片放在墓前。

一种纪念
祭奠英烈，不忘初心

春日渐深，南京气温稍有回暖，松柏苍翠，雨花台烈士
陵园里来了26名“95后”大学生。

这群大学生是南京林业大学水杉剧社成员，此行是来
参观学习烈士事迹。清明节当天，他们将在雨花台演出情
景剧《热血初心雨花魂》，该剧以恽代英、孙津川、李耘生、
郭纲琳四位英烈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他们为革命抛头颅、
洒热血的故事。

这一次演出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天会有一群特殊观众
前来——英烈们的后代家属。

“恽代英烈士说过，未来的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我们
走过的这条崎岖艰难的道路，但我们吃了苦中苦，才能让
他们享受福中福。排练的过程中，我也渐渐明白他为何能

‘舍小我，为大家’。”刘新雨是一名大一新生，在剧里扮演
恽代英烈士。他在手机相册里保存了恽代英的照片，还通
读了这位烈士生前写过的诗歌和文章。

“清明节是一个节日，同样也是一个庄重的仪式，可以
让孩子们铭记历史，反思过去。”柏昱是水杉剧社的指导老
师，也是此剧的编剧兼导演。“前天彩排时，一位老教授说，
没想到 20岁出头的大学生能将英雄战士的形象刻画得这
么深刻！”

对有些家属来说，烈士不只是个崇高的词汇，还是曾
经山盟海誓的爱人。

“但愿他还活着。当我们相见时，我会把《守望南海
——离开王伟的日子》这本书送给他；当他读到这本书的
时候，知道我一直在等他，等他回到我们的家……”

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军侦察机侵犯我南海领空，我
军随后派出两架飞机跟踪拦截。突然，美军飞机撞向我
歼-8Ⅱ战机，33岁的飞行员王伟再也没有返航，以身殉国。

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妻子阮国琴把对丈夫的无尽思念
写成了一本书。时光不负人，这位坚强的女性已独自把儿
子抚养成人，儿子继承父亲遗志，成了一名海军军官。

“此生唯有飞行和你左右我。你能给我最大的幸福和
快乐，飞行也能。我爱飞行事业，同样爱你。”曾经，王伟在

成为海军航空兵后，在信里这样向妻子倾诉衷肠。带着这
份爱，她始终知足。

17年前，阮国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伟会回来
的，我会等他回来。”

17 年后，她把想对丈夫说的话写成了歌词《等你回
家》——“记得那年春暖花烂漫/你匆匆离家没顾上给我说
再见/都说你还在南海的云涛中飞翔/那漫漫的航程总有
一天会飞回家园……等你回家，是所有中华儿女的祈盼，
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期盼！”

回家，是英烈最好的归宿。
3月28日，辽宁沈阳，中国空军专机护送着第五批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从2014年至今，先后五批共569
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
葬。英灵终归故里，忠魂得以安息。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一场仪式
祭祖怀先，贵在其心

每年清明，何海燕都会从广东佛山回到家乡广西玉林
陆川县，陪家人一起“拜山”。岭南地区的墓园多在山上，故
此，给祖先扫墓也称作“拜山”。

从她记事起，清明拜山是家里“第二大热闹隆重”的
仪式，仅次于春节祭拜祠堂。清明这天，整个何家宗族 100
多人从邻近村庄赶来，抬上一只烤乳猪，带上备好的食物、
香纸，走上几里山路，来到山顶的家族墓园祭拜祖先。

锄草、摆盘、祭酒、挂纸烧钱、祭拜，整个过程要持续一
个上午。

祭祀的食物非常丰富，每座墓碑前会摆上三碗米饭、
三碗粉丝、三小杯茶、五杯酒、三双筷子以及一只完整的
鸡。祭酒时，长辈会让晚辈将一杯酒撒成一个“三”字。之
后，双手合十，面向墓碑鞠躬。

近两年，由于外出打工等原因，整个宗族一起拜山的
情形越来越少见。这让何海燕有些怀念儿时 100多人同去
祭祀时的热闹场景。“小时候懵懵懂懂，只觉得热闹，现在
觉得这种仪式感还是很有必要的。”

而对在美国留学的李聪来说，连续两年缺席清明节给
奶奶扫墓的仪式，让她内心有些愧疚。网上祭奠成为一种
新选择。去年清明节，李聪就在朋友圈发了一首奶奶生前
最爱听的京剧《贵妃醉酒》，并留下这样的文字：“来了曾经
最想去的地方，却不能亲口告诉您，好遗憾，您在那边还好
吗？我时常想您，很想很想。”

清明祭扫，是中国人对先人特殊的缅怀方式。北京师范
大学民俗学教授萧放告诉本报，这种方式与中国人特别强
调“伦理性”的内涵有关。“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传承延绵
几千年，离不开中国人重视历史感和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

时代变迁，祭祀方式也有所变化。除了网上扫墓，近几
年，不少地方还出现家庭追思会等新的祭祀方式。

2014年清明前夕，一位70岁的老人一大早便从重庆渝
中区安乐堂的骨灰存放处，取出父亲的骨灰盒，默哀、鞠
躬、献花。他是台儿庄大战中“独目虎将”李宗岱的儿子李
大淮。当天，这里举行了一场大型家庭追思会。

“在祖先亡灵面前，表达对他们的追思和怀念时，其实
是在和历史对话，也是一种感恩。这种和亡人交流的观念，
合乎伦理德性，合乎当下时代。”萧放说道。

萧放觉得，任何民俗文化的传承，最根本之处在于心
意和精神的传承。外在形式可以变化，但其内核——感恩
之心、礼敬之心、伦理之心——是不能变的。

清明前夕，陪伴八十老母，给逝去的亲
人扫墓。因正值周末，路人如织，所见所
闻，有哭声，有笑声，更有歌声，还有佳
作，正是：“半日墓园，阅尽人生百态。”不
禁感慨系之，写下此文。

当日清晨，正在给亲人祭奠，不远处，
忽然传来伤心的哭声，如怨如哀，如泣如
诉。断续的哭诉和简短的碑文，告诉人们，
这是一个让人伤心欲绝的往事，意外的事故
如同晴天霹雳，让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分
外沉痛。

在另一处墓地，传来笑声，一位大妈为
告慰先人，历数子孙繁盛，笑语欢言，不时
传来。只是说到高兴处，忽又哽咽难言，语

带哭腔：哎，您们没福，要是多活几年，就
能看见了。

还有歌声，一位五六岁的小女孩在为太
奶奶演唱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
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
鹂。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
湖水的倒影里，映出红的花呀映出绿的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稚气的童声驱散

了墓园的伤悲，让人感到春天的力量——这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

我还在一座墓碑的背面读到一首逝者写
作的好词《长相思》：“书一程，画一程，四
宝文房抒我情，夜深常对灯；寒一更，暑一
更，创意佳思梦里生，觉来笑有声。”逝者
一生对书画的挚爱，灵感闪现的一刻，生前
最美妙的感受，记录在词中，留了下来。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的一生，

哪怕只是留下一首好诗，也不枉此生。我
又联想到，家父严瑞瑄生前做了一辈子研
究化工的科学家，留下了许多化工学方面
的专著，晚年忽然又写起诗来。他在实现
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的目标后，留下这样的诗句：“回忆像
脱缰的野马纵横驰骋，多少往事已烟飞云
散，多少故人已天人永隔，只留下爱长驻
人间。”如今，这饱含着对未来无限眷恋的

诗句也被我们镌刻在墓碑的背面，更镌刻
在儿孙的心中。

小小墓园，折射百态人生。
杨柳青时忆故人！清明，总是一个让人

悲喜交加的日子。8年前的2010年清明，我
曾以此为题著文祭奠先人。几千年来，中国
人总是把最伤痛的生离死别想象成暂时的别
离，把逝去视为长眠，期待着含笑九泉，想
象着在天有灵，盼望着与逝去的亲人终有团
圆的一天。

我没有比较过，中外生命观的不同。
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珍惜当下，厚
养薄葬，孝老敬亲，慎终追远，总是人类
的共识。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
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在 14

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

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全体中华儿

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抵御外

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感天

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涌现出杨

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

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英

烈和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

“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及

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

体。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

论是直接参战还是后方支援，所有投

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

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在座很多人

都是抗战的亲历者、见证者，经历了战

火洗礼，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人类和

平事业。
——摘自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2015年9月2日）

背景资料:

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是指 1941年 9

月，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狼牙

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 5 位英

雄。为了让大部队能安全转移，班长马宝玉

带领其他 4 位战士留下，把日伪军引向悬

崖。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面对步步逼

近的敌人，他们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

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

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

幸免于难。

新四军“刘老庄连”：1943 年 3 月，为掩

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第 3师

第 7 旅第 19 团第 4 连 82 名官兵主动在江苏

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阻击 1000多名日

军，先后打退敌 5 次冲锋，毙伤日军 170 余

人。最后，弹尽援绝，就与敌进行白刃格斗。

政治指导员李云鹏、连长白思才等全部壮烈

殉国。战后，第 7 旅重新组建第 4 连，并命名

该连为“刘老庄连”。

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1938 年 10 月，

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 5 军妇女团

8 名女官兵，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

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迅速撤退，但

却被敌军围困河边。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

况下，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奴隶们

起来”的国际歌，集体沉江殉国，史称“八女

投江”。

国民党军“八百壮士”：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役进行到最后阶

段，10月26日晚，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

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为迷惑敌人，对外

宣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

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
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四昼夜。战至30日，接
到撤退命令后，他们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
困守。1941 年，谢晋元被汪伪特务暗杀。同
年 12月，日军突入英租界，将困守在此手无
寸铁的“八百壮士”余部俘获押走，部分人被
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

杨柳青时忆故人
严 冰

清明，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概念。
对阡陌纵横的农业中国来说，清明是“浸种耕田莫延迟”的节气，人们勤劳耕作，播种希望；对

借景抒怀的文化中国来说，清明是“游子寻春半出城”的季节，草长莺飞之时，“风乎舞雩，咏而
归”；对仁义孝悌的道德中国来说，清明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节日，扫墓、祭祖昭示着血脉的延
续，包含着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深切情思。

中国人的清明时刻，融合了天时与人时，交织着冷暖与悲欢，也诉说着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

中国人的清明时刻
刘少华 侯 颗 柴雅欣

中国人的清明时刻
刘少华 侯 颗 柴雅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