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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酿米酒的“手艺”是祖父教的，
属“正宗祖传”。

父亲酿的米酒香甜可口 ，尝一口
就想喝一碗。父亲酿米酒很讲究；“酒
药”是专门从江阴老家“老字号”店定
购，每一粒“小汤圆”那么大的酒药可
做 5斤米的酒，酿酒用的米选优质香
梗糯米。

每次酿米酒，父亲先称米、淘洗、然
后浸泡一天一夜。酿酒时，母亲在大灶
上烧米饭，父亲则在一旁把酒药碾成粉
末。不到一个时辰，满屋热汽蒸腾，糯米
的香气飘散在整个屋子。米饭烧好后，
母亲把米饭盛在一个早就洗干净的竹匾
里，父亲便在竹匾里一手撒酒药，一手用
筷子搅拌米饭。我们兄妹几个则围着父
亲“团团转”，不是想学父亲酿酒的手艺，
而是想吃刚出锅的糯米饭。蒸好的糯米
很好吃，父亲却不愿多给，只给我们每人
捏一个“小饭团”，母亲这时便拿平时舍

不得吃的红糖，将小饭团“和”着红糖，再
捏成一个“饭团”，吃在嘴里，糯柔香甜，
真是“打巴掌不松口”。

父亲把米饭搅拌均匀后趁热盛进一
只预先洗干净的小缸内，米饭盛满小缸
后，父亲用手在缸中间掏出一个直径 6-8
公分左右的酒窝；父亲说，酿出的酒液会
慢慢渗到酒窝里，酒窝里酒液取掉一点，
就会渗出一点，始终是满满的。

随后，父亲将缸放进一个专门酿酒
用的草窝里，小缸上盖一个草盖，再用棉
被（专供酿酒用）在上面盖严实。父亲嘱
咐我，刚酿好的酒，不能动盖头的，动了
要“走气”，如“走气”了，满缸酒会发酸！

24小时后掀开草窝、棉被、草盖，只
见小缸中间潭里早已满潭酒水，一股浓
浓酒香扑鼻而来。

3天后，父亲就把酒中的米粒用白纱
布将其中的酒拧干，拧干的米粒俗称“酒
糟”。酒糟是烧菜的好佐料，烧鱼、烧肉、
烧青菜、萝卜均能放，加酒糟后的菜有几
许淡淡的酒香味，爽口。父亲每次酿酒
一般是 10斤米，拧干酒糟后的“酒”，按每

斤米兑 6斤冷开水的比例兑水，然后换一
只稍大一点的缸装酒，稍稍搅拌后把缸
口封好。一个星期后，满满的一坛子正
宗“祖传米酒”即酿成；打开“封口”浓郁
的酒香飘满整个屋子。

父亲酿的米酒，虽比不上茅台、五粮
液、孔府家酒，但甘醇、绵软、温厚，一口
喝下去，清甜爽口，顿觉一股涓涓暖流传
遍周身，舒坦、惬意；用如今流行的话，可
谓“舌尖上的享受”。

父亲酿的米酒，美名“醉不倒”。我
结婚那年，婚宴上喝的就是父亲酿的米
酒；有几位自称“酒鬼”的喝了也连连称
好。婚宴上有几位“小兄弟”想灌醉我，
酒量不大的我喝了三大碗，竟然亦没醉
倒。

父亲酿的米酒，醇厚、甜润、可口，
“味道好极了”，是我们全家都喜欢的“家
酒”……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已 10多年，
可父亲酿的米酒却铭记在我们心里，
每逢过年、过节；亲朋好友相聚，总会
提起……

父亲酿的米酒
徐森宝

天之大，能容银河星汉，地之大，能养万物生灵，而民族
气节之大，则能顶起天、立于地。在我心中，铭记着一位顶
天立地的巾帼英雄——赵一曼同志。

赵一曼，生于 1905年，四川宜宾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她的故乡宜宾市建有赵一曼纪念馆，并为她题诗一
首：“誓为民族求解放，白山黑水战凶狂。国难当头赴国难，
山河破碎铸铜墙。红枪飒飒杀倭寇，白马萧萧驱豺狼。铮
铮巾帼英雄骨，熏得青史阵阵香。”诗里写到的“白山黑水”，
也就是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黑龙江，她的故事就是从这
里开始。“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
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
派往黑龙江省珠河县抗日，并担任政委职务，战友们都称她

“红枪白马女政委”。战斗中，她头戴兔皮帽子，身穿短皮大
衣，跨着白马，手持双枪，威风凛凛，敌人惊恐地称她是“红
枪白马的密林之王”。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1935年 11月，在
一次战斗中，赵一曼身负重伤而被俘。为了获取情报，敌人
对她施尽了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酷刑。赵一曼的鲜血染
红了她的衣服，但她仍然滔滔不绝地痛斥着日军的罪行，日
军终究一无所获。

1936年 8月，赵一曼被押送登上了去往珠河的火车，她
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多
年不见的儿子却是她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她含着热泪，一
字一句地写下遗书。“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
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
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她从容就义，年仅31岁。

赵一曼将她一生的信仰，融入她的诗篇《滨江抒怀》中：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
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
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正是先烈们的热血才换来今天的旌旗如花。在历史的
长河中，赵一曼舍身报国的故事，成为一段动人的佳话，将
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在斗争岁月里，正是无数英雄们
的热血，才点染出今天的江山如画。现如今，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的我们，不仅要缅怀先烈，更要将他们的民族气
节和坚强品质发扬光大，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不惧挑战、不懈斗争！

1965年底，放寒假后的我
第一次来到上海父亲租住处。
这个家里，只有一张床加几样
日用品，墙上都是报纸糊的，
透过天花板的缝隙，可以看到
油毛毡的踪迹。在一个可称
镜台的旧桌上，放着一些书。
我拿起其中的看了起来，一本
卷边了的《共产党宣言》，深深
地吸引了我。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
灵，在欧洲游荡……”读到这，
我当时就很惊讶，一本百年前
的共产主义宣言书，竟然是以
这种诗般的方式表达共产主义
在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并用豪
迈的语言宣告：“让统治阶级在
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
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
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
世界。”一口气读完《共产党宣
言》，我逐渐意识到共产主义真
的是不可战胜的。这本书已经
翻到卷边，可见我父亲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
与追求。作为支部书记兼车间
主任，他认真做好党交给他的
每一项任务，为国家多生产一
个机械部件就是他对党最忠诚
的体现。

我参军后，在服役的部队
里曾担任图书管理员。那里有
很多书籍可供阅读，我在值班
时，就经常拿出《资本论》看一
下，刚接触时感觉内容较深，有
的地方读不懂，曾打算就此放
弃，后来突然发现在书目最后，
马克思写的一句话：“在科学的
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
只有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
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
辉的顶点。”就是这句话使我再
次捧起了《资本论》。

后来，我陆续还看了许多
伟人的著作。毛主席在中国
革命非常艰难的 1930年 1月
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
尾用诗一样的语言预见革命
的光辉前途：“它是站在海岸
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
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
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
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
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
的一个婴儿。”1949年 9月 21
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的著名讲话。“让那些
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
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
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
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
到自己的目的。”1989年，邓小
平就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
动摇不了》中更是发出了铮铮
铁骨般的宣言：“世界上最不怕
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
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将千疮
百孔的旧中国治理一新。这些
充满智慧与力量的话语，无时
无刻不在影响着我。

我对党的感情一部分来自
父亲的以身作则，一部分就来
自党组织的教育及这些党的理
论书籍。在入伍后，我写了入
党志愿书，在 18年的军事科研
过程中，埋头工作，不断接受党
组织的考验。当我举起自己的
右手，向党旗宣誓的那一刻，我
相信自己会为此努力一生。目
前，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党员，践
行着自己的入党初心。面对这
民富国强的盛世，我为祖国感
到自豪，为我们能生于这个伟
大的时代而歌唱。

“新疆，你还去过新疆呢，好玩吗？嗯……除了远，没什
么别的缺点了!”以前大美新疆在我心中只是影视作品和新
闻里介绍的那样，直到今年 9月赴阿合奇县短期柔性援疆
工作，新疆才在我眼前揭开生动真实的一面！

阿合奇县属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下辖县，
县城海拔高于 2千米，面积有3个半无锡大。全县4.6万人，
比无锡很多街道人口都要少。“阿合奇”是柯尔克孜语，意为白
芨芨草，这就是荒漠上植被的真实写照，自然生态十分脆弱。
阿合奇“九山半水半分田”，其中“九山”绝大部分都是寸草不
生的荒山，“半分田”里有九成是戈壁滩，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站在阿合奇巍峨壮阔的群山之中，白雪皑皑的山顶返照着金
色的光辉，一种沧桑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就在这里，柯尔克
孜族、汉族、维吾尔族等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传承善良、淳
朴、坚毅、勇敢的性格，以血肉之躯，终年固守着千里边疆，
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巍然屹立在边境线上。

自 2007年起，无锡市近二百名援疆干部人才肩负家乡
重托，先后来到阿合奇，不断书写着援疆工作的精彩篇章，
如今阿合奇县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生了质的变化提升。
从太湖之滨，到托河之畔，横跨九千里，我在阿合奇县充实
快乐的两个月倏忽而过，但是全县领导干部工作的奉献精
神、强烈的政治觉悟、对待援疆人员的热情真诚令我感动。
由张跃跃书记带领的无锡援疆前方工作组，科学的领导管
理、完善的组织协调、团结的工作氛围让我尽快地融入集体
和适应岗位，更好地完成组织交付的各项任务，同时也收获
了特别又美好的人生体验。

“没有不行，迎难而上。”这里的工作很不一样。阿合奇
县地处边境，地广人稀，从县城到偏远的乡村农场，3—4小
时车程很正常，县里尤其是乡镇场工作的硬件条件也比较
艰苦，专业人员匮乏，交流培训少。我到现场调研时必须准
备充分，抓住机会深入了解。完成调研后，邀请全县相关单
位分五批参加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培训交流会议，对国有资
产管理相关政策、资产管理与处置、国企会计准则、审计或
巡视要点等作实务培训。在日常工作中，强调资产出租合
规性，帮助理顺国资管理流程，明确国资台账机制。抓住每
一次当面交流的机会，交流工作难点处理方法，把无锡财政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带到阿合奇。我完成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阿合奇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对国资管理组织
架构、工作机制、监督办法、国企改革、历史遗留问题作一系
列建议，为全县国有资产下一步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础。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里的党课很不一样。在阿合
奇县，党员教育从来不仅仅在会议室里，也不仅仅是每月的
某一天。参加教室里的党课，每周三五，我在县财政局参加
全局党员培训，晚上回援疆楼参加前方工作组召集的党课
活动。政治学习不间断，学习党的最新理论知识及文件精
神，增强党员素养。参加村田埂、老乡家里的“党课”，和财
政局领导同事一起，参加结对认亲等日常下沉，到乡村的田
地里，帮老乡一起收苞谷，见亲戚解困难讲政策，把党的群
众路线落到实处，深切地领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参加边防上的“党课”，参加领导慰问边防连，最可爱的人告
诉我们好汉墙的故事。不管风沙还是雪雨，坚强勇敢地保
卫着祖国的边疆。

“民族团结一家亲、携手共筑中国梦。”这里日常生活很
不一样。我在阿合塔拉村参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
动，在雪山下、托河畔、草原上共同歌唱祖国歌颂党，各民族
兄弟姐妹像往常一样，开心地载歌载舞。我也参加了赴阿
依尼克喀克尔村、凯利特别克村等下沉务农及结亲宣讲工
作，慰问脱贫户，了解生活工作情况，帮助增加牛羊养殖，提
高稳定的家庭收入，防止返贫。在援疆楼里，援疆老师加班
做课件，援疆医生经常半夜凌晨赶去出急诊，前方工作组因
为白天在县里都有具体职务，很多时候要到晚上回来开会
商量组织下一阶段工作，每一个援疆工作人员都在为富民
固边尽自己每一分力量。在阿合奇，“胡杨精神”和“四千四
万精神”交相辉映。

援疆是一份锻炼、一份使命、一份光荣，我将传承好援
疆干部不畏困难、直面挑战的责任担当和服从大局，奉献边
疆的高贵品质，守好初心，担起使命，立足本职，踏实工作。

深秋时节，有幸到中犊山醉乐堂一
游，那简直是如赴一场精神与文化的饕餮
盛宴，眉宇间尽是怡悦之色。

位于无锡太湖与蠡湖之间的中犊山，
自古以来是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和隐居之
处，可品茗畅叙，可把酒临风，“或古或律，
歌咏并赋”，不亦乐乎。登上中犊山西南
面，这里有民族工商业者荣鄂生建于
1928年秋的“小蓬莱山馆”，山馆围墙门
头中西合璧，均为老式城砖所砌，壁上藤
蔓缠绕，随风飘拂，由署名“蠡湖散人”所
书的“小蓬莱山馆”门额，书法尽显汉隶风
采，深具古典道骨，心下叫一声好。

沿山馆门头拾级而上，前者呼，后者
应，只见来来往往的履痕，天长日久，竟把
一条山路打磨得明亮光滑。至西中峰，迎
面是历经沧桑的醉乐堂，西邻“养心苑”，
满目层林尽染，叠翠流金，风景如画。而
堂旁旧时有清末新安乡绅孙莲叔所建的

“红叶读书楼”，其楼有三折，时人称其为
“曲尺楼”。曲园居士俞樾当年曾为此楼
书一联：“仙到应迷，有帘幕几重，栏杆几
曲；客来不速，看落叶满屋，奇书满床。”有
趣的是，上联极写书楼之盛之美，连神仙
都要为之迷到；下联点明主题，与楼名关
合，落叶满屋，奇书满床，乃红叶读书楼之
特色。而曲尺楼旁有小楼，名曰“观旭
楼”，因可观日出而得名。

醉乐堂妙在古色古香，石墙黛瓦，木

雕空格，是一座难得而又典型的民国建
筑，匾额“醉乐堂”三字由书法家刘铁平题
写，遒劲有力，十分醒目。堂前撑着一块
木匾，介绍了蒋介石、宋美龄在 1948年 5
月17日游中犊山，曾在此歇息。

醉乐堂两侧各有一个厢房对称分布，
厢房的门框上分别嵌着“枕流”和“漱石”两
块小匾，斯为雅室，蕴涵着人们丰富的审美
情趣和精神寄托。“枕流”“潄石”出自南朝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话说孙子荆
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
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
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
砺其齿。”可见当时人士在交往中是多么讲
究机智和善于应付，也道尽隐逸山林之乐。

醉乐堂前有露台，树木茂盛，且多桂

树。每到九十月份，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
甜香，沁人肺腑，尤其是堂前的两棵百年
桂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落英缤纷，金
黄一片，是岛上香气最浓郁的地方。天高
云淡，透过树荫，眺望太湖，三山岛、鼋头
渚、大箕山、锦园等诸景，历历在目，波光
粼粼，鸟语声声，恍如仙境。闲来，邀上三
五好友来此品茗聊天，在袅袅的茶香中，
右顾蠡湖，左临震泽，尽情饱览湖光山色，
映带左右，而品读着无锡书法家史可风行
草题写的楹联：“苍茫溢彩万顷烟波连吴
越，帆影贴天满怀壮志驰乾坤”，诗意与眼
前的景色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洗涤尘怀，
乐而忘返，可谓是“坐卧高堂，究尽泉壑”。

当夜入梦，境与心会；旭日临窗，特予
记之。

从太湖之滨，到托河之畔
周骥远

我有些旧物，始终没有丢弃。
一张早已发黄的黑白照。那是 20世

纪 60年代至 70年代，我上山下乡至荒凉
的黄海滩屯垦戍边时在田头农作时的留
影。照片中，我头戴军帽，军帽上沾着片
片雪花。我身披厚厚的棉大衣，端坐在
一土墩上，身旁插着一把木柄大铁锹。
身后是白茫茫一片的盐碱地，以及一排
排挥锹开渠挖沟，热火朝天进行着水利
大会战的人。这张照片见证了我们知青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双手工制作的黑布白底布鞋。“文
革”期间，我蒙冤在农场窑厂“就地改
造”，挚友君豪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冒称
表哥，从百里之外的响水县赶来安慰我，
送给我的礼物就是这双鞋。这是他母亲
一针一线缝制给他的老式圆口布鞋。当
时，他见我数九寒冬还穿着土制的稻草

鞋，就把脚上那双没穿几天的新布鞋换
给了我，还说也让他体验体验穿草鞋的
味道。啥味道？倒是君豪让我深深体会
到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深情
厚谊。

一本剪报。这是 1964—1966年间发
表在《无锡日报》《盐阜大众报》上的文
稿，写的是反映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生活、
成长的诗文。字里行间，有我成长的足
迹和对未来的梦想。

一只文件袋。袋中保存着我返城后
以知青生活素材创作的电视文学剧本

《为了爱》的手稿，杂志副总编王澍先
生用毛笔书写的稿子录用信，以及经
他精心修改过的清样稿。电视文学剧
本《为了爱》，是我借住在房东老屋梯
下仅五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花了两
天三夜，抽了 20包当时 2毛 3分钱一
包 的 玫 瑰 牌 香 烟 ，创 作 而 成 的“ 处 女
作”。作品中有我刻骨铭心的初恋情
节。虽然那段恋情没有美满结局，但

也没留下什么遗憾——我的初恋成了
我人生中唯一的红颜知己。后来，我
由文友牵线搭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也就是凭着一本刊有拙作《为了爱》的
杂 志 样 刊 ，双 方 一 见 钟 情 ，定 情 亭 子
间，成了我的终身伴侣。

这些旧物，都是我生命的印记，像电
影里的特写镜头，时而在脑海里亮相，给
我快乐，给我感悟，激励着余生!

近年来，儿子有点发福，换下半新的
时装、品牌球鞋等。我试穿后合身合脚，
也就懒得添购新衣新鞋了。这一穿似乎
还沾上了年轻人的精气神，感觉自己都
年轻了。

平常的餐食，偶尔有点剩菜，便放入
冰箱，隔日用微波炉加热后，继续消费掉
了。总觉得老子所言“万物莫与朴素争
美”，说的极是。

所以，我珍惜那些旧物，积淀了过往
岁月的美好。旧物不旧，物尽其用，也是
酿造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

旧物不旧
廖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