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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初也，沿水草而行，
水乃生命
之 源 ，草 有 籽 实 ，可 食 可 药 ，功 莫 大
焉！自此，野草成为人类生命基因，
亦
为人类文明发端之一。野草摇曳也，
摇曳古往今来，
“南 有 乔 木 ，不 可 休
思。翘翘错薪，言刈其蒌。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蒌，蒌嵩也，其为苦草一
族乎？”待考。
《诗经》多草木，诗从草木
中出矣，人从草木中生矣。然后有农
耕，有植物之选择驯化，
吾邑野草有千
百，惟苦草伴万家。初夏时节，枝干修
长，嫰叶碧翠，大块芬芳于崇明乡野，
田边地角。为茶也，一杯碧绿；为菜
也，清香沁人；一点仁者意，千里快哉
风！苦草，青蒿之一属，也有秋蒿、盐

嵩、黄花嵩称之的，
唯崇明乡人迭代相
传，
而独爱苦草之名，
何哉？崇明古志
有记并称“邑产最佳”，又：
“ 苦草，味
苦，
芳香，
性破血，
白露清晨收藏之，
产
后煎汤饮”云云。破血者，排恶露也，
所谓最佳，乃产妇养生滋补之佳品。
关乎生命，关乎子孙繁衍。忆得小儿
时，田边地头，苦草茂盛，待秋后收割
成 捆 ，置 于 茅 舍 ，芳 香 绕 梁 ，蚊 蝇 却
步。其为农家至宝也，却不嫌穷村僻
圵，
不计方寸一角，
不需浇水施肥。无
引蝶花艳，无玉立之姿，无娇羞作态。
日月之下，织机声中，野虫为之歌，清
风为之抚，日以照之，露以湿之，平常
野草也。余喜庾信文，少小读《枯树
赋》，至今不忘：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
无归。未能釆葛，还成食薇。沉沦穷
巷，
弥嗟变衰……木叶落，
长年悲。
”
余
音缭绕者其结语也：
“昔年种树，依依
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
此，
人何以堪。
”
庾信为枯树赋，
徐刚为
苦草赋，草木传世而境遇各异。自南
北朝至今，树犹树也而枯老难免；
草犹
草也却苦味流传。苦草不求“将雏集
凤，
比翼巢鸳。熊彪顾盼，
鱼龙起伏。
”
只是淡泊宁静，与野草为伍，有籽落，
大地为之藏又为之涌出，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也。岁岁年年回乡时，到
老宅，访邻里，
问苦草今安在？寻寻觅
觅至上海玉海棠园区，
大片丛生，
大块
芬芳，从零星野草精心栽培抚育，
又与
上海中医药大学通力合作，苦草今成
吾邑仙草矣！赞曰：
筚路蓝褛，
玉汝于
成。为苦草祝，
为天下母亲祝。

文化沙龙

当年，张乐平创作《崇明大围垦》
□ 周惠斌

崇明位于长江和东海交汇处，因
江海潮流的冲积，
上世纪中叶，岛的北
部和西北部已然形成了一大片江滩海
涂。这些由淤泥冲积而成的滩涂，水
流纵横，土质肥沃，然而它们要变为熟
地，必须先筑防护堤、建大坝，
割芦苇、
刈水草，经开河挖沟、引淡去咸后，方
可翻土种植。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
和市人民委员会为解决当时国民经济
所面临的严峻困难，组织全市 10 个区
和高教局等 11 个单位数万人开赴崇
明岛，修筑堤坝，围垦滩涂，翻耕荒地，
变崇明芦滩、草滩为城市副食品生产
和供应基地。1960 年 9 月，中共上海
市委印发《关于 1961 年开垦工作的意
见》，成立上海市围垦总指挥部，举全
市之力，支援崇明大围垦。10 月，围
垦大军在崇明北部、西北部的新安沙
和跃进沙（今跃进农场）、合隆沙（今长
征农场）、百万沙（今长江农场）计十余
万亩滩涂上，披星戴月，踔厉风发，先
后筑长堤，挡江潮，披荆斩棘，垦拓开
荒，终于变沧海为绿洲。
12 月 3 日，
《解放日报》刊发通讯
《市区三万大军围垦崇明芦滩》，
报道围
垦大军在崇明北部和西北部与江海争
地、
向滩涂要粮，
拓荒一月有余，
初步筑
成长堤 62 公里，围起滩涂 7.3 万亩，在
这片原为野草丛生、野鸟栖息的芦滩、
草滩上，
翻耕种植了 1700 多亩大麦、
蚕
豆和蔬菜。
《解放日报》同日还刊发《给
崇明围垦前线的一封信》，对围垦大军
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坚强斗志，
以及取
得的成绩，
致以慰问和祝贺。
期间，有“三毛之父”美誉的著名
编印单位：中共崇明区委宣传部

漫画家张乐平紧随围垦人员，欣然踏
上崇明，深入生活，采风写生，精心绘
制了一幅速写长卷《崇明大围垦》。整
幅作品采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平远
法构图，以极为简洁、流畅的白描手
法，从四个维度，真实描绘了惊涛骇
浪、筑堤建坝、垦荒耕种、农田村舍等
当年围垦崇明时的壮阔场景。画面构
图和表现内容看似简单平淡，但平中
见奇——堤坝外，
江海波涛翻滚，
浪花
卷曲，苍苍蒹葭，
草木丰茂；
堤坝内，大
军日夜奋战，
炊烟袅袅，
充满生机，
气势
之雄壮，
境界之阔大，
令人精神振奋。
1982 年 5 月，当年围垦总指挥、分
管农业的副市长宋日昌，
在画作卷首亲
笔补写了题词：
“一九六〇年冬，
由于三
年自然灾害的原因，
上海市副食品供应
颇为紧张……市政府及各区的干部和
广大的人民，
成千上万，
组织起来，
先后
奔赴崇明海边围垦区，
同心协力，
手持
铁搭，与大海争地，
与天斗争……在不
长的时间里，
就围出数十万亩土地……
当时群众声势之大，
创业的热情之高，
实非笔墨所能尽述。漫画家张乐平同
志，
以他的大手笔，
在崇明以两个月的
时间，制成此大幅长卷，
以纪此壮举盛
事，
实属极为宝贵，
至感敬佩。
”
语句朴
实，
笔墨酣畅，
客观真实地回顾并介绍
了《崇明大围垦》的创作背景和经过，
对
画家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誉。
60 年 后 的 今 天 ，当 我 们 重 新 翻
检、细细回味《崇明大围垦》，当年数万
大军在崇明战天斗地、围垦滩涂时的
恢弘和艰辛场景，如电影镜头般生动
而艺术地再现眼前，委实让人激情满
怀，
豪情迸发……
发送对象：各乡镇、委局、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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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人民的胸怀
——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观后感

□ 齐吉人
□ 郭树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
惠，
得到更科学的照顾，
拥有更美好
期间专门提到“三千孤儿入内蒙”
的
的未来。
历史佳话。这段在特殊时期发生的
都贵玛以慈母般无私无畏的精
故事感人至深，所蕴含的精神财富
神，
放弃自己美好的理想、追求和前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上海人民感恩
途，
呕心沥血，
倾尽全力地为养育国
于心、铭记在心。都贵玛老人把意
家孩子而奉献青春，
奉献智慧，
奉献
气风发的最好时光、美丽灿烂的最
一切，并以自己的一言一行，
认真细
美年华献给了“国家孩子”，不愧为
致和体贴入微的责任担当，用心用
伟大的草原母亲，是当之无愧的人
情滋润和抚育朝鲁、通嘎、阿藤花、
民楷模。
韩若水等来自不同家庭、不同性格、
在央视首播的电视剧《国家孩
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国家孩子们，
子》全景式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从迷惘沮丧和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
初，上海、江苏、安徽等地三千孤儿
中，明确方向，明辨是非，最终确立
入内蒙，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被
了人生信念，实现了人生价值。他
抚育长大的故事，向观众展示了以
们在艰苦的岁月里，
生活虽简朴，
却
都贵玛为代表的内蒙古人民用真
在内蒙人民的关爱和呵护下，日子
实、真情、真诚书写大爱的崇高精神
过得单纯而充实，处处洋溢着幸福
和高尚品格。该剧播出后，在广大
而温馨的气氛，
尽享天伦之乐，
健康
观众中一时成为美谈。我被剧中那
成长，成家立业并回报社会，
走上了
一桩桩、一幕幕充满情感和温馨的
成才之路。
场面、情节深深打动，并在去年 4 月
从《国家孩子》的剧情中再次证
首播时看完第一遍后，又在今年重
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
播时看了第二遍，
真是激动人心，
催
荣的党，
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国家，
人泪下。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坚强的民
三千孤儿入内蒙，充分体现了
族，
各族人民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
党对人民的关心、关爱，各族人民
民，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面前，
放弃个
亲如一家的深情厚意、内蒙人民的
人得失，营造了心连心、手拉手，民
大爱无疆。当年，在新中国物资最
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氛围，筑牢了
困难的时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
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责任担当，
用
的福利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
纯洁的爱心、情怀和智慧、坚毅谱写
倍的孤儿，他们因粮食不足随时面
了时代最壮丽的篇章和英雄史诗，
临生命的威胁，从内蒙古紧急调拨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身上所凝聚、所
的奶粉又难以维持。时任内蒙古
激发出来的精神动力，这更是内蒙
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提议，将这些地
人民大爱无疆的真实写照。
方的孤儿接到草原来，分散到蒙古
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记录着
族人家寄养。于是，3000 多名南方
那传奇的故事，
体现了浓厚的情结，
孤儿来到草原，从孤儿到“国家孩
刻印着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忆。都贵
玛，
您是草原上一朵最美的花，
您以
子”，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呵
火一样的热烈，火一样的奔放和草
护和关爱。此后，草原上也多了许
原一样广阔无垠的胸怀，关爱国家
多“伟大的额吉”。当时，年仅 19 岁
孩子。都贵玛，您是上海人民最亲
的共产党员，风华正茂的内蒙古姑
近的家人，您是上海人民最尊敬的
娘都贵玛，主动承担了 28 名婴幼儿
额吉，您的名字连同伟大母亲的形
的养育任务，用一颗纯洁的心和真
象和感人的故事将永远牢记在人们
情付出，诠释了草原母亲的博大胸
的心中。
怀，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
往事悠悠，
当年“三千孤儿入内
了重大贡献。
蒙”的历史早已时随境迁，但是，那
在当时的艰苦环境里，以都贵
段事，那段情，
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玛为代表的内蒙人民克服重重困
难，冲破层层压力，历尽千辛万苦， 暖意尚存。如今，都贵玛老人也已
用善良与爱的感人故事和朴实无华
年近八旬，她身体硬朗，精神矍铄，
慈眉善目，乐观平和，近日，被授予
的品德，
用一双双勤劳的手，
含辛茹
苦，
付出真情和爱心，
想方设法提升 “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我们祝愿
老人家健康长寿，
生活幸福，
好人一
孩子们的生活、教育和医疗水平，
让
生平安。
国家孩子们享受更多的关爱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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骋望东溟，
鸟返江洲，
浪抹紫霞。
渐云遮晚照，汐拥海角。烟开翠
渚，
鹭起平沙。
树雀栖枝，
天鹅卧水，
苇荡层叠见
雁鸭。
风忽至，
揽排云鹳鹤，
舞雪芦花。
人生鹬掠蒹葭。
归复去，
夕阳几度斜。
念芳荪浥露，荣名逝水。遗鸥过
尽，
旧故天涯。
聚散浮生，
沙洲并岸，
碧海桑田寄
汉家。
潮难止，
且明合沚坻，
暗换年华。

往事悠悠

小老师

□ 黄发明

1949 年，上海解放那年，我在老
家读书，当时 14 岁，读初中二年级，
解放军一个连队驻扎在我们村里，平
日里军民相处融洽，如同鱼水之情。
由于战士们大都来自农村山区，不少
战士没上过学，最多上过小学，但为
了提高战士们的文化水平，上级部队
布置开展学文化运动，我们村里的部
队积极响应，为了寻找老师，连长居
然看中了我这个村里唯一一个初中
生，让我去当文化老师，连长还把这
件事，对我父母亲说了，又来征求我
的意见，我很害怕，自己是个孩子，初
中未毕业，就当“老师”了，父亲却鼓
励我说：
“ 首长看中了你，不要怕，试
试看！”
我当时又小又矮，连长给我一本
文化课本好让我备课，还特地为我做
了一只大大的、高高的踏脚板，好让我
在讲台上“居高临下”看到战士们，也
好让战士们能看到我，而且便于我在
黑板上写字。
开学了，上课在晚上，真是“初生
牛犊不怕虎”，我开始壮着胆，像模像
样地在讲台上讲课了，我刚走上“讲
台”
，下面就哄堂大笑，我说：
“叔叔、大
哥们，不要笑，你们一笑，吓得我讲不
下去了。
”这才安静下来了。开课第一
天，连长、排长、班长、我父母，甚至连
乡亲们都来听课，盛况空前哩！
为了备好课，
我拿了识字课本，去
请教学校语文老师，老师一方面鼓励
我，
一方面教我怎样备课、讲课。
在教战士们识字、写字的过程中，
实际上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有的
字，
我也不识，
不会解释；
有的字，写的
时候笔顺不规范，我就请教字典和语
文老师，
一个星期下来，
连长和战士们
的反应良好，战士们的学习积极性很
高，
我的信心也更足了。
除识字、写字外，课本中另外一个
内容，就是如何写信和写日记，是实用
文体。我虽然也写过信，
写过日记，但
为了更“正规”些，父亲特地去书店给
我买了一本《怎样写信写日记》的书，
对我帮助很大。
战士们刚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就
纷纷开始练习给家里写信，人人都把
写 好 的 信 给 我 修 改 ，好 像 是 批 改 作
文。战士们亲切地叫我“小老师”，我
说：
“大哥哥们，还是叫我‘小黄’
吧。”
那时，县里的报纸，
还报道了我的
事迹，并配发了我站在高高的踏脚板
上讲课的照片。
上了两个学期的文化课，上级来
了命令，
部队调防“南下”
，乡亲们依依
不舍为部队送行，并送给每个战士一
个“大红包”——有花生、糖糕、鸡蛋，
连长送给我一个黄色军用挎包和五支
铅笔、五本练习本。这么“贵重”的礼
物，
让我这个买不起书包，从未用过书
包的穷学生心里乐开了花。这个书包
我一直用到了高中毕业，
进了大学，才
换了个大书包。
啊！往事的回忆，快乐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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