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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作家洛南采风作品选

在洛南音乐小镇，跟随第四届
商洛作家记者再进军采风采访组参
观完露天音乐广场，听到音乐广场
方向传来悠扬的歌声，一听就是音
乐发烧友在唱歌。同行的老侯是个
老作家，原在文工团工作，歌儿唱得
好，笛子和二胡更是拿手。在一些
文友聚会上，他时不时地给大家来
上一段，让文友们煞是羡慕。我对
老侯说，你听听这人唱得咋样？老
侯听了一会儿说，总体感觉还行，音
调跟得也差不多，就是他的嗓音没
有经过专业训练，不懂得放和收。

一路谈笑间，不觉就到了音乐
广场。一个男子在那里轻摇着身子
唱着歌，一副很陶醉的样子。男子
约四十岁，中等个子，脸庞消瘦，身

着藏青色夹
克 ，手 里 握
着 话 筒 ，看
着 手 机 屏
幕 ，唱 得 很

投入。他的身边围拢了些看热闹的
群众，两只大音箱放在小轿车旁。
老侯看了看男子的音箱，走过来笑
着对我们说，现在人不差钱，这音箱
要上万块钱呢，放在20世纪80年代
能顶一个星球牌音箱。这音响拟
音、混音、低音等混合效果特别好，
立体声很有穿透力，值！

一首歌唱完，大家一起鼓掌喝
彩。老侯走了过去，问男子喜欢唱
啥歌，男子说他喜欢唱老歌，老侯就
提出两人合唱一首。他们商量了一
下，找到伴音，两人一起合唱了《山
丹丹花开红艳艳》，一曲结束，周围
掌声“噼里啪啦”响起来，人聚拢得
越来越多，大家都喊着再来一个。
老侯是性情中人，当即唱了段商洛

花鼓，喝彩声不断。老侯对男子就
节奏的把握和用气做了指导，男子
非常感激，说遇到专业老师了，要拜
老侯为师。老侯笑着说，爱好就是
老师，你要是真喜欢就好好练，功到
自然成，拜师就不必了。

大家还有集体活动，就先走
了。我留下来和男子攀谈起来。从
爱好音乐到他们一家人的幸福生
活，男子越说越有兴致。男子叫温
仲武，今年42岁，洛南巡检人，中学
毕业后到西安打工，干过瓦工，搞过
装修，还承包小工程，挣了钱，在县
城买了房。妻子在超市上班兼管两
个孩子，他在外做点生意，还在老家
租地种了近100亩中药材。他小时
候就喜欢唱歌，但为了生计，他没有
时间和心思唱歌，经过多年打拼，经
济上摆脱了困难，才有了唱唱歌的
想法。他花1万多元买了这套音响
设备，可连接手机屏幕同期播放音
乐，也可点歌。他说，音乐小镇环境

好气氛也好，没事了来唱唱歌，心里
特别惬意。

说到他喜欢的歌曲，温仲武有
点激动。他说：“红色经典歌曲旋律
优美，催人奋进，满满的正能量，其
他歌曲没法比。脱贫攻坚那几年，
父母有病，把我挣的钱基本花光了，
家里面临困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
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在包村干部的
帮助下，父母享受到国家惠民政策，
孩子也能在县城里上学，要不是有
党的好政策，放在过去真是想都不
敢想的。”温仲武说，因为爱唱歌，他
还认识了许多和他一样的朋友，他
积极参加民间文艺团体演出，免费
提供音响。

不知不觉间，夜幕已悄悄降临，
我和温仲武的交谈结束了。夜色中
的音乐小镇流光溢彩，舒伯特的《小
夜曲》和温仲武的歌声叠加着，在广
场上弥漫开来。音乐小镇的冬夜，
温馨而又迷人。

音 乐 小 镇 放 歌音 乐 小 镇 放 歌
贾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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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杨 鑫商洛山商洛山

南方人喜欢雪，毛泽东就是个典型！
也许是好奇吧，作为南方人的毛泽东，笔下竟然有那么

多的雪景。让人惊奇的是，在陕北袁家沟一个小山村邂逅的
那场雪，一定是毛泽东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一场雪。

那是怎样奇妙而难忘的一场雪呢？

雪花飘飘，天地一片苍茫

1936年的2月5日，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三立春日这天，
毛泽东带领红军抗日先锋队行程三十多公里，于下午到达清
涧县袁家沟，同行的有周恩来等领导人，随后东征红军总部
一百多人到达这里。此行是为了指挥红军抗日先锋队强渡
黄河，取道山西，开赴河北及察哈尔抗日前线，以推动全国人
民的抗日斗争。

毛泽东住在白育才家的五孔窑洞里，到达的当晚下了一
场大雪。第二天毛泽东等踏雪到毗邻黄河的高家洼察看地
形，站在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极目远望，千山披雪、万里层
云，一片苍茫。毛泽东诗兴油然而生。2月7日正月十五元
宵节晚上，红灯映雪，瞬间点燃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挚爱
激情和对民族救亡大业的希望之光。就在窑洞的小炕桌上，
浮想联翩，创作了《沁园春·雪》，随后还起草了《东征宣言》

《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2月20日晚，红军抗日先锋队在高
家洼塬下的辛关渡口强渡黄河成功。23日早，毛泽东、周恩
来等先后乘坐木船渡过黄河，踏上抗日东征的路程。

雪是富有诗意的自然景物，它孕于天地间，飘落人间
来，历代诗人赏雪咏雪、望雪烹雪，对雪都赞美有加。南
北朝诗人吴均吟咏的是“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的江
南庭院雪；唐太宗李世民欣赏的是“入牖千重碎，迎风一
半斜。不妆空散粉，无树独飘花”的天女散花；李白吟哦
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应是天仙狂
醉，乱把白云揉碎。”是自己眼目中的狂雪、醉雪；高适以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话别雪中；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是以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韩愈的“云
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悲壮之雪；柳宗元看
到的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孤独雪；苏轼的

“鹅毛垂马骏，自怪骑白凤”描述的是弥漫天际、空灵孤傲
之雪；朱元璋的“翩翻飞舞布田垓，似絮还疑玉蕊梅。一
夜扑窗春蝶戏，好风吹去又推来”晾晒的是农民皇帝的喜
悦之雪。唯有毛泽东的雪作，纵横捭阖，古今时空交错，
网罗千年英雄，大气磅礴，格调高亢，充满了热爱祖国河
山、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站在雪原之巅，面对内战炮火、日寇入侵的艰难困局，作

为红军领袖，毛泽东拥有着怎样惊人的洞察？又进行着怎样
深刻的思考？

从诗句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般的昂扬
与自信，是指点江山、主宰大地沉浮的阔大胸襟。

他深邃的目光从连绵的高原越过。他看到黄河，黄河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奔腾咆哮着滚滚向前，无私哺育着华
夏文明，流淌见证着悠悠五千年的荣辱兴衰。他眺见长城，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屹立在中华大地的辽阔北疆，代
表着中华儿女的顽强不屈，作为中原的万里防线曾无数次阻
挡了外族的入侵。

在广阔浩荡的长城黄河之畔，又是一场生死搏杀。国民
党集结了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几十万军队围攻陕甘宁苏
区。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足未稳，粮弹奇缺。但置身于毛
泽东描绘的冰雪世界，你不但毫无寒冷之意，而且会油然而
生壮美之感。

词的开篇起笔不凡，“千里”“万里”气势何等壮大，让人
眼前顿现一片被大雪覆盖的苍茫河山。接着一个“望”字总
领，对雪景大笔铺陈。上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纵横千万
里，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抒发了对祖国壮丽河
山的热爱。

他的思绪翻阅着千年历史。华夏大地上演的王朝故事
是如此的清晰。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国；汉武帝开疆扩
土，驱除匈奴；唐太宗以史为镜，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平
定五代十国动乱，以文治国；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但
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些英雄人物都已随风而逝，“俱往矣，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强盛
中华民族，还得要看今天的人们！

撷取的5位最具代表性的帝王，都是历史朝代的开创者。
他们为后世奠定了这样的基调：任何时候，面对外族入侵，中
华民族都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都要保持国家的统一。

恰到妙处的点评，蕴含着很深的用意，有赞美、有评价、
有警示。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扛
起救亡图存大旗、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一方面侧面提醒国
民党统治者，“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怎样顺应时代发展的大
潮，才能在历史记录簿上留下值得肯定的东西。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来带领。“今朝”是一个新的
时代，“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
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这
是他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
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那一刻豪情万
丈，那一刻傲视古今，那一刻洞悉历史，那一刻烛照未来。

早在1925年，毛泽东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
沙重游橘子洲。当年，国内大革命形势
高涨，群众运动风起云涌。1 月中共

“四大”在上海召开，9月毛泽东在广州
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0 月
被推选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33岁
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在《沁园春·长沙》
中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
湘江畔之问，没想到十年后的一场瑞
雪，激发了他的才思睿智，让他得出了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袁家沟之
答。两首词牌相同，结构相似，主旨相
连，一问一答，遥相呼应，妙趣横生。

毛泽东赏雪爱雪懂雪。他经常借
雪言志，抒发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乐观的
革命情怀。

1930年2月7日，红军攻打占领吉
安后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当
时红军还未攻占过这么大的县市。在
毛泽东率军从广昌向吉安进发的路
上，他满怀豪情吟诵《减字木兰花·广
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词中的雪景，将红军行军作战的情状跃然纸上。
1935年9月，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

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
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作为红军的领
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感到曙光在前，胜利在
望，他心潮澎湃，激情豪迈地先后写下了《七律·长征》《念奴
娇·昆仑》两首壮丽的诗篇。前首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
过后尽开颜”赞扬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
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彰显的是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忠诚
信仰和必胜信念。后篇中“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
彻”以丰富想象和极度的夸张，表达抒发改造旧世界、创立新
世界，实现世界大同的宏伟理想。

诗言心声。从这几首诗词里都可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毛泽东以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博大
胸怀，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其站位之高，胸襟之博大，革命浪
漫主义色彩之浓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6年的那场雪注定是一场瑞雪，它飘在43岁的毛泽
东的眼前，诗化成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雪。这场雪促成
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也帮助后来的许许多多
中国人找到了认识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1936年7月，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蒋介石总有一
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
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仅仅5个月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
了国共再次合作。

事实证明，历史把机会给了毛泽东，中国选择了毛泽东。

大雪无痕，雪落有声

如果说1936年的这场雪让毛泽东诗兴大发的话，那么，
毛泽东笔下的这场雪则让蒋介石发烧发火，让文化界的诗人
们发疯。

谁也没想到的是，描写这场雪的这首词，如同一对掀起
飓风的蝴蝶翅膀，9年后，竟然在重庆卷起了惊涛骇浪，引发
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重庆“雪战”。

对垒的双方汇聚了国共两党的顶尖才子，开撕的结果
是，众多的文人国手搜索枯肠也好、绞尽脑汁也罢，和毛泽东
的雪词一比，没有人能望其项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取“假和平、真内战”的策略，一方
面调兵遣将准备内战，一方面又三次邀请毛泽东去谈判。那
是地地道道的鸿门宴，但为了谋求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
危，决定深入虎穴。

1945 年 8 月 27 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出
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发难：“中国不能有两个太
阳！”暗示了剿共的决心。毛泽东笑答：“两个太阳应该由人
民选择一个！”巧妙双关，要和，可以“全民选举”；要打，自有

“人民战争”。
幸而，毛泽东早已看穿了蒋介石。他一到重庆，就大张

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在文艺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假
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
生？”毛泽东幽默地说：“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头上
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我的毛字可不是毛
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
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是易
如反掌。”

在谈判期间，应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先生请求，毛泽东
书赠了《沁园春·雪》，柳亚子看后欣喜若狂，直呼“大作”。毛
泽东回到延安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原
词也因被爱好者传抄，不久被重庆的两家报纸发表，在山城
引起轰动，被各大报刊竞相刊登，《沁园春·雪》一时成为人们

议论的话题。
眼看着这首词不断地为毛泽东加分涨粉，蒋介石心中恼

火着急，立即召开会议，命令国民党的文人都要照毛泽东咏
雪词原韵写词，来对抗《沁园春·雪》，断不能输了气势。

1945年11月下旬，以易君左、王新命、吴诚等为代表的
国民党御用文人，先后发表和词近30首，文章十余篇，对毛泽
东的词意思想极尽扭曲攻讦。

易君左等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大泼污水，把毛泽
东比作“黄巢”，视为妖魔，甚至说是共产党将中国拉入了黑
夜，只能等待明天的到来。

时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的王
新命，化名“东鲁词人”写出的《沁园春·次毛润之》，极尽
歪曲诋毁。

国民党的行径引起了文化界的纷纷不满，进步文人们纷
纷应战。新诗领袖郭沫若发表和词支持毛泽东，远在齐鲁的
陈毅、晋察冀边区的邓拓，也纷纷和词，表达对共产党、对毛
泽东的颂扬。这一场重庆“雪战”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雪战”撕拼反而使毛泽东的这首词更加出名，赢得
人们的啧啧称赞，共产党更加深得人心，蒋介石反倒搬起
石头砸疼了自己的脚。据说蒋介石当时翻看完征集来的
诗词后，不由得感叹了一句：“我全党文人竟写不过毛泽
东一人！”

其实，不是国府无人，是因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清廉，毛
泽东深爱百姓、深得民心。蒋介石的谋士陈布雷曾说：“共产
党势大，国民党力大。”国民党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
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他们都说对了、
怕对了，可就是无法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到1947年
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
的任务》发表后，蒋介石不禁感慨，尽管这份报告是针对他蒋
某人的，但报告通俗易懂，字字珠玑，让他这个敌对者看了都
深感佩服。

有史料记载，蒋介石生气地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拍，对陈
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多好！”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是蒋介石的“笔杆子”，曾
写出过不少气势恢宏、激励民众抗日热情的文章，被称作“领
袖文胆”“总裁智囊”。面对老蒋的指责，陈布雷弱弱地表示：

“人家的文章可是自己写的！”可见强如陈布雷这样的“笔杆
子”，也十分推崇毛泽东的写作功力。

从湘潭到长沙，从长沙到北京，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
东一路接触最多的是基层的贫苦百姓。接触得多了，他的文
章总带着“群众腔”“百姓味”。

中国有个毛泽东，何其有幸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今我们仍在读着毛泽东的这
首词，还在为其磅礴的气势、高远的胸襟而动容。难怪有
学者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气壮山河，脍炙人口。诗词
中充满了傲视山川的夺人之气，凸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
健、大气。这是真正的指点江山，这是真正的激扬文字，
这是真正的神来之笔。这是诗中极品，只能梦寻遇见、妙
手偶得，绝非刻意雕琢；这是千古绝唱，源于灵感喷发，可
遇而不可求。如果说李白的《将进酒》可比作昆仑，苏轼
的《水调歌头》可喻为太行，那么，《沁园春·雪》就是当之
无愧的珠穆朗玛！毛泽东的书法、诗词、政论文章（当然
也包括新闻），早已被人们誉为“当代三绝”，是近当文化
艺术的巅峰之作。

数英雄论成败，海雨天风独往来。新世纪新时代，生活
更加幸福美满的人民群众依然铭记着毛泽东。毛泽东是“中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伟大的变革
者，中国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奠基者，中华民族命运
由衰到盛的扭转者，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伟大飞跃的推动和实
现者”的历史定位，是众望所归、深得民心！

1936年的那场雪，不仅融入了历史，也融入了未来！直
到今天仍然飞舞在中国的天空，飘飘洒洒、飞飞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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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有良赵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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