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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巴林左旗林东镇白音高洛村谷家营子，面对
“无腿硬汉”于海江，实实在在地震撼了。这是一位勇
敢面对生活挑战的强者，他用顽强和勤奋对生活做出令
人叹服的诠释。尽管他没有双腿，但他站立得更稳，行
走得有力，用两个板凳划出人生一道优美的弧线。内蒙
古巴林左旗开展“感动左旗十大最美脱贫户”活动，于
海江家毫无争议当选。一个失去双腿的人尚且如此，而
身体健全的人没有再贫困的理由。

土地钟情于勤劳的主人，回报也是慷慨的。从林东
镇往西到凤凰山脚下，是一川黄色的厚土，养育着几千
户朴实的庄户人家。这片土地曾被战争的硝烟熏染过，
当年强悍的大辽帝国首都就建在离这里十几里的地方。
马背民族以养畜为主，征服了大宋的疆土，之后提出不
同的劳动分工：农民耕其田，契丹人狩猎放牧。于海江
祖辈居住的这趟川，便是大辽帝国最大的粮仓。历经朝
代更迭，巴林左旗向来保持半农半牧的传统业态结构。
1976年出生的于海江，祖祖辈辈都以种地为生，农作物
以谷子为主，这里因此称作谷家营子。

夏至过后，欣然来到谷家营子，很想知道这位“无
腿硬汉”究竟怎样耕田，如何进行田间管理，从一个赤
贫户到富裕户。据说他能驾驶农用机械在田野中穿梭，
他怎样给车加油，踩刹车？他有驾照吗？

艳阳高照，持续的高温席卷了绿油油的田野，于海
江正忙于浇灌他家的责任田，清澈的井水顺着黑色的胶
管流向田间，饥渴的土地发出“滋滋”的声响。

于海江今年种植了120亩地，一半种了玉米，另一
半种的是笤帚苗子。玉米和笤帚苗子都长到没膝高，见
到于海江时，他刚好驾驶农用拖拉机在田间走个来回。

“我虽然比别人少两条腿，但我不想过得比别人
差，既然活着，就想活得精彩点儿。”说话间他娴熟地
把四轮车停在地头，我倏然发现他一只手加油、踩刹
车，另一只手摆弄方向盘，上下忙活，竟然有条不紊，紧
张而有序。这流畅自然的动作背后，是怎样的艰辛？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2003年，在外打工的于海江听闻家乡有史以来第一
次发生了地震，匆匆忙忙往回赶。始料不及的是，他的
人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
故，醒来时，于海江躺在医院里，手还能动，可双腿如
铅、没有知觉。医生的诊断让人绝望，要活下来只能截
肢。原本幸福的小家一下被飞来横祸击中，摇摇欲坠。
妻子承受不住打击，含泪离他而去，留下 3 岁的儿子、
聋哑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彼时，于海江的两个姐姐已
经出嫁，其中一个姐姐也是聋哑人。他想过轻生，死和
活只在一瞬间，可是他不能一了百了，儿子喊爸爸的声
音，还有年迈老父叮咛的话语，像针扎一样刺痛他的
心，他还是选择活下来。

可是，面对残破的家庭和失去双腿的困境，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沉重地砸向这个残破的家庭，怎么活？如
何活？年仅 27 岁的他一度茫然，新生活的入口在哪
里，归宿又在何方？家庭条件本就不富足，医疗费又用
尽了全部积蓄，还欠下外债。无奈，他住院3天就出院
了。一年后，余留两寸多的腿部基本痊愈。在有些人看
来，于海江家遭此横祸几乎活不下去了，可那是怯懦的
认知。面对困境，他总有克服的办法。没了腿，就用手。于
海江自制了一个长宽 60 厘米的木板托在腿的底部，用
手撑起板凳替代了脚，行走时很像是在划旱船。从此，
他走上了漫长而崎岖的人生“路”，真的走得好苦。

热心的乡亲帮助他家种上地，可庄稼出苗后的薅草
和间苗就是他的事了。也是6月，当母亲第一次用毛驴
车把他拉到地头“卸”下来，于海江看着地里的杂草哭
了，现实多么残酷！薅草对普通人轻而易举，而对于海
江却难比登天。他咬紧牙关，靠双手撑着木板，挪动着
薅完了一条垄，身后留下的是木板拖地的深沟和残存的
腿部磨出的血迹。左邻右舍看不下去了，扔下自家地里
的活，帮助他把杂草除尽。可是，靠别人助力终归不能
长久，生活的路还是要自己走。翻地、播种、薅草、收
割仅靠一双手是无法实现的，第二年他四处借钱买了一
台手扶拖拉机，把需要用脚的功能全部改为用手操作。
当他把拖拉机开到地里时，乡亲们跟在后面，他们用异
样的目光看着他，饶有兴趣地想见识一下没有腿的于海
江怎可开拖拉机。

他用手按下油门，拖拉机“突突突”冒出白烟，另
一只手把方向打直，挂在拖拉机后头的翻转犁开始作业
了，田野翻成一条条垄，一片欢呼声骤然响起，人们的
钦佩和感动之情溢于言表。于海江无疑是最好的示范，
他终于找到了生活的入口。接着，在农用机械的使用
上，他不断攻坚克难，从播种机到收割机、从三轮子到
四轮子，就连绑笤帚的机器他也改装成手用的。能自如
地操作机械了，于海江的生活也渐渐步入正轨。

2017年，脱贫攻坚战役在华夏农村全面铺开，不少
人享受到低保和其他政策优惠，于海江也被列为贫困户。
出人意料的是，于海江拒绝了。他说，没人愿意当贫困户，
我要靠自力更生摆脱贫困，理直气壮地自己走下去。

一年春夏秋三季，他没有一天停下来，冬天应该
“猫冬”了，可他开始绑起了笤帚。

绑笤帚是一个手艺活，手脚脑并用。可对他来说，
他只有手和脑。怎么办？把用脚的工艺改为用手。于海
江思维灵活，他绑出来的笤帚平添了艺术品味，既美观
又实用。为了多卖几个钱，他自己到市场摆地摊销售。
寒风刺骨，在路边一卖就是几个小时。用他的话说，一
切为了生计。

他失去双腿那年 27 岁，而他走出人生的沼泽又用
了27年。如今，他家每年净收入稳定在5万元左右。每
年开学最闹心的是交不上学费，即便是这样，于海江还
是义无反顾供儿子上学，儿子从中获得了发奋读书的动
力，并成功走进了高等学府。母亲尽管聋哑，可眼睛看
得真切，每次看着儿子于海江拄着板凳进进出出，母亲
抑不住流泪。父亲年迈多病，于海江经常开着三轮车把
老父亲送到医院。27年来，他坚持着每月拿出200多元
给父母亲买药。

于海江是在大家的注视下，成长为硬汉，最后稳稳
地“站”了起来。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他从种3亩地
到现在承包种植100多亩地；从一无所有变成了一处砖
瓦房子一处院，院里大小拖拉机5台。他说，种地的时
候，好侍弄的都自己完成，不能完成的就换个工。宁可
自己吃点亏，也让大家闹个乐呵。

于海江靠着手撑板凳行走 27 年，手掌磨坏了 10 多
条板凳，走路、修机械，他的一双手摊开后茧子有铜钱
那么厚。从中，他感受到了打拼创业带给他的尊严和满
足感。“人家喊我老于，有时还喊我于老板。现在的我
很自豪，腰杆都直起来了，虽然没了腿，我感觉自己一
直在站着。”于海江很健谈，我们吃着他亲手种的柿子
和黄瓜，感受着全世界最美的味道。

“有一句话叫做忘我。你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哪还
有痛苦？外面的人看你觉得好像你很痛苦，很焦虑。可
实际上，我是幸福的。”

这话像土地一样朴实，说出他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自
信。没了双腿，于海江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能不能换双假肢？”
本以为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却被他微笑着婉拒

了。他说，这么多年，已经习惯靠板凳走路，换一种方
式还得适应。看着那对板凳，扶手已经被他的手掌打磨
得圆润光滑，像一件艺术品。

每一个生命有注定存在的理由，只是存在的方式不
同。于海江一直在“站”立行走，用他的方式不断校正
着人生的坐标。

映山红
起先是一朵，接着是一片
又一片。一座大山被点燃
蜿蜒家乡的河流被点燃
行走在天空中的长云被点燃
春风一次次拂过簇拥的烈火
发出遥远而高亢的历史回音
我听见邓玉华在歌唱
我听见列宁小学在歌唱
我听见红军的队伍在歌唱
我听见自己的身体在歌唱
我听见整个世界都在歌唱
我们歌唱的，不仅仅是一朵花
一座山，一条河流，一片白云
而是一面面用鲜血染红的旗帜
一处处用生命和牺牲筑造的沃土

淠史杭灌区
这是用三条河流命名的崭新土地
这是老区人民汗水筑造的人间乐园
她有一个水利学称号：长藤结瓜
那一条条人工开凿的河流
宛如春风吹拂的绿色藤蔓
沿着皖西大地急切地行走
那一座座波光粼粼的水库
仿佛时光结出的甘甜瓜果
向世人发出诚挚的邀请
当端午的麦芒刺痛我的眼睛
我看见河流在心底激起的浪花
当中秋的收获堆满谷仓
我听到大地上的瓜果轻声歌唱
此时此刻，我在都市写下这首诗
每一个文字都深感谦卑、鞠躬致谢
向着那里的河流、土地、夜空
以及长眠于此和生生不息的亲人

10 年前在西安求学，那时古城还
没有地铁，据说怕修地铁会破坏地下
文物。学生党，出行主要靠公交。偌
大一个城，人口比南京还多，没有地
铁，公交车该挤成什么样？校园在离
主城很远的长安大学城，坐得最多的
车是从西安南门到长安区的 311 路、
321路和 600路，印象中那也是西安最
挤的几条公交线。

无论寒暑，南门外公交站牌下总
是乌压压一片人，全是等311路的，远
远来了一辆车，大家便密切关注；车
近了，人群先跟随车快速跑动；待车
停稳、门打开，一个电影快镜头，2分
钟内，车里已经塞得密不透风，像个
沙丁鱼罐头。然后车子缓慢走、站站
停，每站都有一群人前门投币、后门上车——前门早已
上不去了，几乎没有下车的，而车里站着的人早就挤成
相片了。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用关中话朝司机喊：“不要
再上咧，你是汽车，不是火车。”车里一片窃笑声。

司机自然是不为所动的，仍然每站停，车里的人挤
得胸腔变形、呼吸都困难了。有人一边重复着“对不
起，借过”，一边像个穿山甲一样一点点往车厢后部拱，
人们艰难地挪动身体、无奈地给他让出一条缝。一个高
个子忍无可忍，劈面一句：“你钻啥？”“穿山甲”一愣，
语气里满是歉意和讨好：“您总要给我下车呀。”高个子
不屑地努了努嘴：“门在前面，你钻过了。”

我的室友娟儿是西安土著、挤公交比我伶俐得多，
她告诉我上了公交要努力往后走，车厢后部两边都是双
座位，中间窄过道，相对来说站的少坐的多，坐上位子
的概率大大提高。有天我好容易从后门上了车已经被挤
懵掉了，娟儿一边努力拨开人群往后挪一边低声训我：

“别杵那儿，杵那儿没前途。”我这才从呆头鹅的状态里
反应过来，忍笑攥着她的手跟着她往里钻。

车进入郊区，道路渐渐空旷，站台等车的人也少
了，司机便会提前问：“有下的没有？”意思没人下就不
停了，有位仁兄热情地答：“没有，下下站有下的。”司
机又问：“下一站有下的没有？”那人又答：“没有。”司
机大声说：“没有 （不下车的） 不要吭声，下一站有下的
没有？”那人也大声答：“没有，下下站有下的。”司机噤
声，大概已经无语。

后来毕业来了南京，工作了，开车了，但去不认识

的地方还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再也没有
见过像西安311路那么挤的公交车。地
铁线路一条条地开，从最开始只有蓝色
的 1 号线，到玫红的 2 号线、绿色的 3
号线、紫色的4号线，现在据说已经有
10 多条线路了。在我看来，坐地铁比
坐公交舒服多了，虽然不能看街景，但
地铁平稳，可以看书啊，站着也不晃；
最关键的，车子够大、乘客密度小，没
那么挤。

可是这只是我一个外地人的观感，
南京人还是觉得地铁挤。因为有这么一
个段子流传：地铁上，一男一女因为谁
推搡了谁而吵起来，女的不忿，抄起坤
包猛砸向男的，结果包拉链没拉上，钱
包、纸巾、口红、钥匙散落一地。男的

见状叹了口气，蹲下来帮女的捡拾地上的东西。我听了
第一反应是江南男子真“暖”，真够怜香惜玉，以及这情
节可以作为一个爱情小说的开头。然后便觉得，这要在
西安的公交上压根儿就不可能发生：就算关中糙老爷们
能够为女士弯下腰来，在公交车上，人也蹲不下去；并
且，首先，女士想砸人，她就抽不出包来。

其实在我离开西安后的几年里，古城也终于有了地
铁，这么说，等下次我再回大学城的时候，311路一定不
会再像从前那样挤了。

大别山下
□ 李训喜

大别山下
□ 李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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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腿硬汉”
□ 沙 柳 邱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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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缙云，我喜欢仰面看
天空的云。这里多山，朵朵
白云围绕山峰，缠绵不走。
虽然我知道缙云的地名不关
云 的 事 ， 它 是 轩 辕 黄 帝 的
号。史记记载，黄帝又曰缙
云氏。当年黄帝氏族从西北
高原迁移到古越族聚集的浙
江中部，建立了以缙云为名
的方国。唐武周时代，即公元
696年，县名改为缙云。但是地
名有云，来客难免要往天空张
望。这几天雨歇，天上一派好
云。白云似城垣，如马队，
浩浩荡荡地川流而过。它们
在地上的随从则是迂回奔走
的好溪。好溪也是一个好名
字，在江河前面直接加一个
好字，恐怕只有缙云。水利
万物而莫争，当然好。

前面说黄帝在这里建立
了缙云国，是传说。而史书
记载，三国时期，公元 239 年，缙云人在海拔 1200 多米
的古方山上修建了一口方塘，即水库，距今已有1700多
年，是浙江最早的山区水利工程。你没法想象，在那么
高的地方，人们穿过陡峭的山路去修一个水库。

缙云人崇拜山，当地方言把山称作山娘，他们把崇
山峻岭看做母亲。乡间秋收，农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
祭山娘。筑路造屋，开工之前也要祭山娘。缙云人认
为，山上的鸟兽草木是山娘的子孙，土地是山娘的皮
肉，不得随意毁伤。这真是可爱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
叫做环保，实为共生。在这里，哪家人屋里如果爬进了
蛇，当地人不会把蛇打死，而要点上熏香把它熏跑。缙
云人上山垦田，人站高处，锄头放在下面，由下往上
挖；而不能对着山头举起锄头，以兹表达对于山娘乃至
大地的崇敬。

说到缙云的山，自然要说鼎湖峰。传说轩辕黄帝当
年来此地，相中的就是这座鼎湖峰，于是定居于此，并
把这座山命名为缙云山，也就是黄帝山。黄帝在鼎湖峰
顶上铸鼎炼丹，最后驾龙升天去也。之后，缙云成为古
时江南祭祀轩辕黄帝的中心。

鼎湖峰拔地而起，上下同圆。它固然是一座山，但

把它叫做石柱更合宜。在苍翠的山峦之中，在好溪的喧
哗声里，突兀而立的鼎湖峰引人遐想。我第一眼看到鼎
湖峰，便觉人类的渺小，只能站在地面上仰之望之，如
果环绕此峰观察一下该有多好。再一想，飞鸟幸福啊，
它们可以围着鼎湖峰飞无数圈，累了在上面栖息。

期望环峰飞翔的人，不光我一个。宋代诗人柳绅初
到缙云时，惊叹于鼎湖峰的雄奇，留下一首诗：“独出诸
峰表，周围百丈圆。千寻雄镇地，万仞上摩天。湖浪动
星际，莲花生日边。终当驾云鹤，绝顶会群仙。”他想象
自己骑着云中的仙鹤，到达鼎湖峰绝顶，去拜会群仙。
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也曾为鼎湖峰所倾倒。南朝宋
永初三年，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他赴任路上经过缙
云，改乘竹筏，走好溪水路。他在 《归途赋》 中叹曰：

“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历古今而常在，经盛衰
而不易。”在 《游名山志》 中，谢灵运再度写到鼎湖峰

“缙云山孤石干云，可高三百丈，黄帝炼丹于此”。好风
景经过谢灵运的夸赞，传播士林，咏叹缙云的诗篇越来
越多。李白在长诗 《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的开篇写
道“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
端”。神往鼎湖峰的大诗人还有白居易。唐长庆二年，出
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来缙云一游。他听说鼎湖峰顶有黄
帝置鼎而塌陷形成的湖，湖上生莲。他想，倘若劲风吹
过，峰顶的湖水会不会随风而落，形成高天散雨的奇观
呢？白居易为此留下一首诗：“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
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我做不
出这样的好诗，但比古贤幸运的是可以坐缆车观望鼎湖
峰。缆车在山峰后方，一路攀升到山顶，可窥见鼎湖峰
顶全貌。放眼望去，几近梦幻。

鼎湖峰边上的苍龙峡口，东晋时即建有祭祀黄帝的
缙云堂，它是有史记载以来江南最早祭祀黄帝的建筑。
唐乾元间，经缙云县第一任太守李阳冰奏准，缙云堂改
名黄帝祠宇，李阳冰题写篆额。李阳冰的篆书与李斯并
称“小篆二李”。这些年，逢清明节与重阳节，当地都要
举办规模宏大的祭祀。重阳节由地方政府主持公祭，清
明节则是民祭黄帝的节日。

我喜欢考究方言，尽管并没有语言学的基础。我十
分崇拜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他同时又
是音乐家与作家。他写的自述，让人百读不厌。赵元任
通33种汉语方言，可以用口技的方法，模仿一个人从北
京出发，周游全国，从东北返回的经历，用各地方言表
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特产。方言实为历史的活化石。我
跟缙云人聊天，发现这里的方言遗存着明清之前的古
语，或许还有古越国的语言。比如他们把“人”称之为

“丁”，一如汉代的称呼。小伙子，他们称“后生丁”。
“大丁”指成年人，“老髯丁”是老人。称“女孩子”为
“婉转尼”，过门的新媳妇叫“新妇”，与《陌上桑》的称
谓一样。唐宋时期的词语也保留在当地农民的言谈中。

“走过去”这句话，当地人发音“往过克”。“去”的读音
为“克”，这是明代以前的发音。明清之后的汉语，名词
后面爱加“子”字，比如桌子，椅子。而缙云只叫桌、
椅，不加“子”，保留明代以前的读法。从他们语言的古
朴，想到缙云的百姓把山称之为山娘，认为鼎湖峰是黄
帝炼丹的道场；而他们的语言中又保留着好多古音，
这就是文化，文化应该源远流长，有山水和人的血脉
气息。

缙
云
的
古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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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 4篇作品。沙柳、邱静 《“无腿硬汉”》 讲述“无
腿硬汉”于海江凭借顽强意志，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脱贫的感人故事。鲍尔吉·
原野《缙云的古风》通过浙江缙云的云、水、山和方言，勾勒出小城浓浓的
古意。邹世奇《行走双城》讲述了作者在西安、南京不同的出行体验与感受
到的城市性格。李训喜 《大别山下》 歌唱那片革命热土响起的红色历史回
音，表达出作者对祖国和家乡深沉的爱。

——编 者

《仙掌峰》 李 钟绘《仙掌峰》 李 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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