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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火种始燔燃，风雨沧桑越百年。
枪炮撩开旧枷锁，锤镰绘就美诗篇。
纵情喜摘脱贫果，着意续航圆梦船。
万里晴明小康近，九州共享艳阳天。

《《红军长征出发地红军长征出发地》》张亮珍张亮珍//摄摄

《《毛泽东旧居毛泽东旧居》》崖虎崖虎//摄摄

一个多么熟悉的地名，
一个让人心仪已久的地方。
古田，是一座巍巍的丰碑，
那块红土地上的指路明灯。

是那古田精神，
忠于理想，坚定信念
国情出发，开辟新路，

调查研究，求真务实……

是那古田精神，
注重团结，顾全大局，
以民为本，鱼水情深

不屈不挠，艰辛创业……
激荡着神圣而深沉的情感

古田，这响亮的名字，
那不变的军魂啊！

走出山坳，走向世界
古田，这响亮的名字，

那伟人伏案疾书，
预见高潮到来的身影，

那伟人创新的活的灵魂，
那红四军将士用过的斑驳油灯……

古田，这响亮的名字，
穿越历史时空的烟尘，

成功从这里开始，胜利从这里开始……
彩眉岭的曙光，

映照着浩浩的风水林，
一轮喷薄的朝阳，

和着《国际歌》昂扬的旋律，
走进曙色，走向阳光……

古田，你用不沉的信念，
向后人昭示的是

永远诉说不尽的智慧
和光芒的理性，

永远永远无法穷尽的遐想……

马江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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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

在光辉七月的航线上

○德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组诗）

○一别音容

于 党 青 年
一百年前，一位喜欢留着两撇小

胡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的中年人，向
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要了两间屋子，当
时谁也不知，共产党的历史竟就从此
处开始。这位中年人，便是将一生都
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李大钊先生，
而这两间屋子，被称作“亢慕义斋”。
也就是“共产主义室”。

党的起源便是这般平平无奇，但
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带领中国从没
落走向繁华，带领人民从夜幕中迎来
光明。守常先生说，“吾愿吾亲爱之青
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
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
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当时社会，在他们的呼唤中，涌现了无
数有志之青年。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听起来何
其潇洒轻松，仿佛茶余饭后的一句闲
谈，读史不多，我们便感受不到历史的
沉重，感受不到先辈创业之艰难。先
辈看到中国之积贫积弱，上下求索救
国之路。他们奋力前行，从资本主义，
到无政府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再到共
产主义，课本之所书，虽不过轻描淡写
一句话，却是无数先辈不断探索，不断
流血牺牲，付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
之后，方才为当时的中国寻到的一条
真正的出路。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历史之必然，
即便没有陈李，没有前赴后继的伟人
们，中国也终将步入社会主义之中。
我们生于和平社会，不知伟人何以为
伟人，私以为，伟人之伟，在于他们在

自己所处的年代中，不知何处是中国
之归处，不知何路才是正途，前路漫
漫，前路茫茫，却依旧坚持自己的信
仰。共产主义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
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不知他们是否动
摇过，内心是否也曾经历过挣扎，但他
们坚持了下来，在那个黑暗动荡的年
代，在那个吃人的年代，在那个充满绝
望，麻木不仁的年代，他们觉醒了。他
们觉醒了，也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有
人守旧保皇，有人不愿觉醒，有人看不
到希望，自绝于革命。而先辈所做，则
是在无数思想的碰撞之中，生出共产
主义之绚烂火花。

陈李受俄国十月革命所触动，从
此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探索，他们作
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对当时人

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启发作用，毛
泽东同志也深受其影响，此后成为马
克思主义忠实的拥护者。他们影响了
一个时代，从一个新青年，到千万个新
青年。正是由于有着无数如毛泽东同
志般的新青年觉醒，方才有了后来的
共产党。

新青年，是敢于觉醒之青年，古语
说乱世出英雄，而如今天下太平，吾辈
青年该如何自处？是浑浑噩噩，每日
如行尸走肉般过活，每逢考试，便倚靠
作弊等手段蒙骗师长，不求学问之多
寡，惟争分数之高低，这般青年，日后
若是走向社会，便会耽误社会，走入政
界，则会贻误国家。何以乱世中人才
辈出，而如今却反倒不如。大抵是生
活日渐安逸，以至于惰性增长，终日只

图享乐，耽于形色之世界。然而真当
如此乎？

去年疫情来临之际，无数医护人
员、志愿人员毅然逆行直往一线而去，
他们之中，更大部分都是我辈青年，而
每当生死命悬一线，从他们之中挺身
而出的，又往往都是共产党员。我这
才恍然惊觉，我辈之青年，乃是中华未
来之希望，中国当代之脊梁，他们不比
任何一代青年差，中华上下五千年，盖
因有着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为国家
抛头颅洒热血，才得以不断传承至
今。中国之新青年，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定然会绽放出无与伦比的活力，中
国今日之青年，青年之后之青年，将为
了中国之未来，虽九死而无悔。

○孙新凯

红 军 渡春雨里来的毛主席
○崖虎

○锦秀七月首日，历史又在神州大地上
立下一座让全世界为之仰慕的丰碑。

就在这天，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
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庄严宣告：“经
过全党全国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可谓：千
年梦想，一朝圆梦。迈向伟大复兴，披
荆斩棘恰是风华正茂；回望来时路途，
百年砥砺再踏赶考之路。

历史潮涌，百年不过长河一浪。
然而，一百年峥嵘岁月，几代共产党人
筚路蓝缕、浴血奋斗，开天辟地成大
道；一百年历尽沧桑，无数炎黄子孙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改天换地创大业。
百年之前，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一群
觉醒的新青年在南湖红船写下了党
纲，它指引着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第
一、以人民为初心的“百年大党”，在不

同历史时期，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景和
创业需要，团结和带领人民一茬接着
一茬干，一棒连着一棒跑，铺展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画卷。

百年雄心铸伟业，青史如鉴耀千
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由兴业路到
复兴路，自任人宰割到奇迹迭出，书写
了人类发展史上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强起来前所未有的伟大飞跃，令
全世界为之刮目相看。实践证明，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
心骨。这个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
政70多年、拥有近亿名党员的世界上
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得到了14多亿
中国人民的鼎力支持和热烈拥护，用
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厚重的理论根基，
生动解析思想之惑、时代之问，揭开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的真实奥秘。
江河流淌着喜悦，山岳挡不住激

情。日夜奔腾的马江水，传递着百年
一遇的喜庆氛围。一波又一波欢腾的
浪花，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一道又一道
悦耳的涛声，表达着马尾人们的心
声。勇担新使命，激情再创业，今年，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新的发展
阶段、环境和条件，全区紧紧围绕新基
建、教育、医疗、养老、民生基础投资设
施等五大领域精准发力，确定了一批
重大项目，在数量和投资额上再创新
高。重点项目遴选注重民生改善，提
升城市品味；产业类项目注重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重点筛选技术含量高、
产出效益好的优质项目，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超越，为福州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际城市、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贡献马尾

力量。
百年弹指一挥间，江山世纪换新

颜。七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
州开幕，作为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
和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马尾，也迎来
了大展身手的好机遇。面对可圈可点
的建设进度，可喜可贺的骄人业绩，工
作和生活在马尾的宝岛台湾同胞林家
晖喜不自禁地说：“来马尾那么多年，
这里的点滴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底。现在，我由衷爱上并定居在了这
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好地方……”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国民族谋复兴、
为人类谋和平和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如此阐释这个百年大党的天下情怀
和发展。党在福建的浩荡历史，就是
一部在信仰的旗帜下，带领福建人民
出生入死、劈波斩浪的奋进史诗，一部

奠基伟业、击鼓催征的壮丽史诗，是党
在百年征程中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彩缩影。马尾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七月，开发
区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在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的鼓舞下，
铿锵雄浑的奋进旋律，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汇集成一曲曲出江入海、气势磅
礴的最美和声。

有人热情澎湃地写道：“中国有一
个伟大的课堂，七月是它的考卷；中国
有一部壮丽的史诗，七月是它的序言；
中国有一颗火热的初心，七月就是它
的温度；中国有一条奋进的道路，七月
是它的指南……”诚如斯，历史照耀未
来，征程未有穷期。读懂这些文字，我
们就会明白一个真理：七月，就是中国
永远的光辉航线！

锤镰赤帜经风雨，历百载沧桑。初心不改，为公豹变，
矢志鹰扬。金山绿水，城乡筑梦，齐步康庄。大书特色，兴
邦画卷，再赋华章。

南湖当日英贤聚，协力托初阳。百年高照，阴霾驱散，
赤帜飘扬。今朝崛起，民生安乐，世迈虞唐。中枢团结，频
颁惠政，再创辉煌。

○老甘

明时每忆红船火，慷慨话沧桑。历经风雨，崭新中国，
崛起东方。初心不改，为民造福，举世称扬。百年华诞，瑶
觞祝颂，再铸辉煌。

○樾童

南湖船上能贤聚，旗帜放光芒。摧枯拉朽，开天辟地，
斗志昂扬。拓宽思路，和谐发展，大道康庄。励精百载，繁
荣昌盛，铸就辉煌。

○南港一帆

百年奋斗今回首，功伟世无双。南湖举帜，中原逐鹿，
挫而弥强。鸿基既奠，艰辛创业，意气飞扬；复兴任重，宵
衣旰食，初志何忘！

○德新

如今幸福何时启，是党救衰亡。先锋觉起，工农唤醒，
赤帜高扬。百年奋战，富民强国，使命难忘。追思先烈，无
边感慨，热泪盈眶。

○老山

南湖火种耀星辰，砥砺前行十秩春。
赤帜锤镰摧腐朽，丹心热血见纯真。
光风霁月山河美，政肃人和气象新。
盛世中兴圆国梦，神州运泰福骈臻。

○兴东

蓝色的竹溪，静静地
静出十八里山峡
一曲 乃乃

呢喃在武夷山下

老船工的号子
喊晕了西岸的夕阳

东岸的杜鹃花

那把斧子，砍断
多少封锁线

和匪军的尾巴

那把橹儿，运送
多少香喷喷的军粮
和毛委员的兵马

而今风帆，桅灯
以及弹痕累累的船

都被竹篙撑进那幅油画

只有老船工的胸前
还挂着几枚

勋章一样的伤疤

○孙朝珊

那 古 田 的 曙 色

那年在春雨绵绵里，我们来到汀
州。我与同行作家开着玩笑：“我们比
毛主席早两天到达。”在八十八年前的
春天，毛主席与红军抵达长汀。时间
飞逝，人间正道是沧桑，而春天的个性
却没有改变，八十八年里，依然如故。

春雨是浪漫的，让万物复苏，生
根、发芽、茁壮。红军在春天到来，也
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因此，朱德称
长汀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近四千
人的红四军从井岗山上来，一路浴血
奋战，历经艰险，在 1929年 3月 14日
进入长汀县时已是破衣烂衫，疲惫不
堪。此时的春天对他们而言却不是浪
漫，而是考验，因在寒风冷雨里行动的
红军战士很容易感冒、发烧、闹肚子。

入汀后，红四军司令部和政治部
设在辛耕别墅，毛泽东、朱德就住在这
里。辛耕别墅在金沙河畔的小桥子
头，是一座典型的客家传统民居。夜
已经深了，主席没有一点睡意，他抬头
望着辛耕别墅天井上不停不歇的细细
雨丝，想起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
萧竹，疑是百姓疾苦声”，心里无法停
止对战士们的挂念：防雨保暖就是减
少病员，就是提升战斗力啊！必须解
决这个问题。好在有了从郭凤鸣混成
旅缴获的布匹，衣被可以立马着手解
决。长汀山多竹茂编制斗笠也不是问
题。想到红军终于能有统一的服装和
防雨工具，主席的心情一下子开阔了
起来。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整编，将
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建制，成立了三个
纵队，并成立了长汀赤卫队，而新成立
被服厂和斗笠厂，也日夜加班赶制了
四千套军服和斗笠，红军终于有了统
一的军装和防雨装备。

新军装的帽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

（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上缀一颗
布质红五星帽徽；军装为灰蓝色布质，
上衣为仿中山装式，开襟，衣前左右各
有一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领章边
缘绣一圈黑边（为纪念列宁逝世，缅怀
伟人丰功伟绩）；裤子则为半长的阔腿
样式。有了统一的军服后，部队在南
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接受
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毛
主席说，“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
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说：“灰蓝色代
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的大
地。”后来，朱德对美国著名作家史沫
特莱回忆说：“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
红军军装了”“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
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妙无
比了”。想想蒋介石当初为何骂红军
为“赤匪”，估计因为红军没有统一着
装引发了他的联想。后来，解放战争
未期，解放军则反过来剿老蒋的匪，怕
是他们躲在深山里也衣冠不整了。历
史有时也很幽默，却有其自身的轨迹
和脉动，号得准，才能乘势而为。

中国历史的这个脉毛主席早就开
始号了。在发动秋收起义之前，他就
到湖南开展了农民运动考察。如果说
红色苏维埃是有形的根据地，那么红
军与群众的心心相印就是一个无形的
根据地。烟雨中的长汀县城正在苏
醒，远处的古城郭与近处的炊烟，一静
一动。雨声松涛声，一唱一和，山野在
宁静中焕发着生机。刚到长汀，毛主
席就开始酝酿着红军、政权、人民一系
列问题，一个红色根据地的雏形正在
主席的心中成形。

深入群众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
风。从入汀之始，他就开始走群众路
线，因为共产党干革命的目的就是为

人民群众谋幸福，
走近群众，倾听群
众 ，解 决 群 众 关
心、焦心的问题是
共产党的持政基
础。为了了解长
汀的政治历史和
社会情况，毛主席
认真查阅了《汀州
府志》和《长汀县
志》，并在1929年3
月 16 日在辛耕别
墅大厅邀请阅历
丰富、有代表性的
老佃农、老裁缝工
人、老教书先生、
老钱粮师爷、老衙
役、老游民等“六
种老人”，主持招
开座谈会，进一步
深入了解长汀的
社会、政治、经济
状况，为红四军在
长 汀 进 行“ 打 土
豪、筹军饷”和开
展工作打下了基

础。
通过调查研究，准确地掌握了长

汀地方的阶级状况，正确制定打土豪、
筹款对象、政策及办法。在较短的时
间内筹集军款五万银元，红军的给养
基本得到解决。3月20日毛主席在辛
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代表
前委总结了红四军离开井岗山向赣南
闽西进军、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确定
了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共七次来
到长汀。1932年10月，毛主席从江西
宁都来到长汀养病，开始住在西门外
的罗汉寺，他每天早上或下午都到市
郊与农民谈心拉家常，和农民一起车
水浇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收
成情况，询问农民对地方政府有什么
意见和要求。后来，在福音医院院长
傅连 的再三要求和动员下，才搬到
位于卧龙山东麓老古井畔的修养所，
每天由傅连 医生陪同登山散步。

卧龙山曾被称为汀州八景之首,
位于长汀县城北，辛耕别墅西北面，相
距约一公里。《古今图书集成·州府山
川考》载：环城四面皆平田，就中突起
一山，不与群山相属，如龙盘屈卧，故
名。在采访中，我一路从辛耕别墅走
到福音医院，再到老古井，远远地便看
到了一红色门墙，上书“卧龙”二字，便
是卧龙山公园的入口。沿着起伏曲转
的山道，一路拾级登山。从山林的间
隙处俯瞰长汀县城，一带老城墙在远
处延绵，汀江逶迤南去，流向远山深
处。卧龙山在春雨里迷蒙着，风声雨
声，从各种树叶上滴落的声音，合奏在
空蒙的雾汽里，不辨时空。朦胧中，不
断地有雨水在各种鸟鸣声中滴落下

来，虽看不清树上的鸟，却可以静听鸟
语，有的轻脆，有的高吭，有的悠扬；有
的短促，有的绵长，有的婉转。从声音
分辨，可知卧龙山的鸟类品种特别多。

老古井是长汀城最古老的井之
一，据说是世界法医鼻祖、宋代长汀知
县宋慈建的。老古井不大，深四米，口
径约一米五，是一口石砌圆井，后来又
加了方形井栏。井水清沏，甘甜可口，
冬暖夏凉，四季不竭。毛主席每天早
上都和周围的群众一样，到老古井取
水刷牙、洗脸、洗衣服。他发现老古井
因长年没有清洗，长了许多青苔，淤积
了许多泥浆，不禁为群众的身体健康
担忧起来。于是，亲自带领警卫员下
井掏淤泥，清除青苔，把老古井清洗得
干干净净。

毛主席利用在老古井和群众在一
起的机会，与群众拉家常，还常常到群
众家里走走，了解社情民意。在休养
所期间，毛主席一面养病，一面深入汀
州进行社会调查。每天半天休息，半
天深入基层。毛泽东在休养所召开过
多次座谈会、调查会、积极分子活动
会，详细了解汀州市的经济建设情况，
同时还深入基层工会、商会、合作社、
公营工厂、机关等单位进行调查研
究。在省苏维埃政府，他不但向一般
干部询问情况，还向厨房工人了解干
部的生活情况。同时请省政府、省军
区通知前方的部分战士来开座谈会。
为解决工人、农民、战士反映的各类问
题。毛泽东经过两个多月的社会调
查，为后来写《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
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
工作方法》等文章收集了第一手材料。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一文中，他指出“比如以前一个时
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
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
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
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卖，有些群
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
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十分盼望我们去帮助他们解决。但是
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
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
100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议都只讨
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
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
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
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我们要
反对汀州市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反
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领导者。”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深入红军斗
笠厂召开座谈会，调查工人的生产情
况。他指示工人想办法多生产斗笠。
针对红军战士提出尖顶斗笠在行军急
停时，斗笠的尖顶会搁痛后面的战士
而竹板硬边又会搁痛自己而且还磨衣
服的意见，提出了改进斗笠式样的意
见：把夹边尖顶斗笠改为平顶缠边斗
笠，使斗笠既避免了搁人磨衣，又能
坐、能扇。新军装和新斗笠虽然不是
可以消灭敌人的武器，却是提高红军
战斗力的利器。有了它们，红军战士
精神焕发，再也不用担心在寒风冷雨
中着凉。

春天里来到长汀的毛主席，给红
军战士们带来了春天的浪漫，毛主席
的群众路线也象春风一般，给人民群
众带来了春天的温暖，苏维埃革命根
据地从这个春天开始，走向万紫千红，
日益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