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五的傍晚，忙里偷得半日，
骑上电车，沿着公路，一路往西
“放风”去。

 路旁的绿树红花，在飒爽的秋
风中，频频点头。田野里的玉米熟
了，胳膊粗的玉米棒子，换上了黄
袍。农民大哥也在墨绿色的红薯地
里，视察红薯蔓下的裂缝，裂缝越
大，说明结的红薯就越大越多。公
路右边的茵陈蒿，绿中泛黄，一大
片。这可是好东西，嫩时入药，有
解热、降血压、抗菌、消炎等作用，
现在用它拧火绳，晒干，点燃，味
道清香，可以驱蚊子的。小河里，
水清凌凌的，泛着微波，不急不慢
地悠闲东去。

 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小石河水
库，一个穿红上衣和一个穿蓝上衣
的年轻妈妈，在湖边洗衣服。几个
学生模样的大男孩，在湖边钓鱼。

黑色的野鸭，在湖里忽上忽下，忽
远忽近，表演着捉鱼游戏。青石块
铺成的堤坝，缝隙间长出了鹅绒藤，
三角形的绿叶间，还开着小小的五
瓣叶白花。湖面的上空，偶尔有飞
鸟盘旋，唧唧啾啾地在谈论着什么。
远处的太行山脉，连绵起伏，山如
眉黛。我喜欢植物们的绿色，也喜
欢平静如镜的湖水。这里虽然没有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热闹，却也
有鸟鸣山更幽的宁静。

 这时，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小
哥，把钓线猛的一抛，噗的一声，
远了，简直抛到了湖中心！我不禁
感叹，钓线竟然还可以这么抛。攀
谈几句，才知道，他是吃完晚饭，
开车过来的，夜里十一、二点才回
去。想想在黑黑的夜晚，他一个人，
坐在湖边，等鱼上钩，应该是怎样
的一种境地？

 美景中，我坐在堤坝上，吃着
路边买来的，刚出锅蛋糕，欣赏着
湖光山色，远离了生活中的一地鸡
毛，在此起彼伏的鸟鸣虫叫声中，
享受大自然安闲的漫时光，真有点
“乐不思蜀”了。有李清照“常记溪
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滋味，
也有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
乎山水之间也。”的味道。山水之
美，真真的让我流连忘返，沉醉不
知归路了。

 喜欢木心先生的那首 《从前
慢》。从前是慢的，岁月慢，物件
慢，人也慢。流年似水，现在的人
们却慢不下来。上班匆匆，上学匆
匆，回家还是加班、补课，内卷让
人累弯了腰，操碎了心。浮躁中，
能来小石河水库，这样一个幽静去
处，与远山交流一下目光，和近水
谈谈心灵深处的美好，听听大自然
里的鸟虫大合唱，在快节奏的社会
中，偶尔按一下暂停键，不是很好
吗？

 太阳慢慢地隐身在山后了。牧
羊人赶着一大群，肚子吃得溜圆的
绵羊，沿着公路，咩咩地往村里走
去。

寻一段安闲时光
张坤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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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我做完核酸，前往
河北新河县董振堂事迹陈列馆瞻仰
采访。在公共汽上有位新河县的乘
客，听说后，下车后用自己车接我
送我管我吃住，临走还赠我一把雨
伞。我在饭店还有一对新河陌生人
硬给我结算了一顿饭费，我追着问
他姓名或加他个微信，他们摆摆手
就走了。当时正下雨，雨不大，也
能淋湿衣服，事不大，也能温暖心
肠。这使我真正感受到新河人民
“忠诚坦当奉献”的董将军精神正
在他的家乡发扬广大。

董振堂 1895年 12月 21日出
生在邢台市新河县西李家庄农民家
庭。自幼跟随父亲习武，由于家里
穷，13岁才上小学，后在冀县中学
读书，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
校，1923年毕业。董振堂去了冯玉
祥的西北军当兵，从见习排长升到
连长、工兵团长、师长。

西北军被蒋介石改编后，董振
堂作为高级军官军饷提升不少，他
却把自己大部分军饷用来接济困难
的官兵，在军中他因此得了“不爱
财将军”“傻司令”的绰号。

宁都起义

1931年初，董振堂所在的第
26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宁都参

与对红军的“围剿”。董振堂受早
期共产党党员刘伯坚革命思想的影
响，向蒋介石虚报军情，避而不
战，坚决不与红军交火。蒋介石以
停发军饷逼迫董振堂部队和红军作
战。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
东三省沦陷。董振堂率部北上抗
日，部队刚走了 30公里就被蒋介
石的中央军堵了回来。

眼看蒋介石一心内战，却置国
士沦丧不管不顾。董振堂心中苦
闷，内心深处产生了加入红军的念
头。当时 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早
已秘密入党，在他的鼓励下董振堂
发动了宁都起义。

1931 年 12月 14日，26路军
1.7万官兵在董振堂赵博生的指挥
下，驱逐了反动军官，报纸上登了
《宁都起义宣言》。举行了震惊中外
的宁都起义，董振堂率部投奔苏
区，成了光荣红军的一部分。

1932 年董振堂任中国工农红
军第 5军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
以后九个月时间内，董振堂率部参
加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
役。董振堂还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
反“围剿”作战，屡立战功。

特殊党费

1932 年 4 月董振堂加入中国
共产党。入党后，董振堂把自己多
年来存下的 3000多块大洋全部上
缴给组织做党费。毛主席得知后，
劝他留些自己用。然而董振堂却坚
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
人的一切都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
么？”

铁血后卫

1934 年 10 月，长征路上林

彪、彭德怀负责在前开路。董振堂
则率部殿后，担负全军的安全转移
的后卫掩护任务。多次完成阻击国
民党军的任务。红 5军团约 1.1万
人，在湘江岸边为阻击敌人，战死
了 5000 余人。一时间湘江之水，
尽皆变赤。5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荣膺为“铁血后卫”之称，董振堂
荣获最高荣誉奖章 --“红旗勋
章”。

光照千秋

长征结束后董振堂的红 5军据
守河西走廓中部、南靠祁连山的高
台。他们填沙筑城，泼水结冰与八
倍于己的敌军反复较量。高台的攻
防战极其激烈，守城将士前仆后
继，浴血奋战，最后弹尽粮绝，仍
用石头、瓦块与马家军进行生死博
杀。

1937年 1月 20日，敌人在飞
机大炮的掩护下全力攻城。这已是
第八天八夜的激战了，后因收编的
守护高台西北角城墙的民团动摇
了，叛变了，打开城门里应外合，
马步芳部突入城内。敌人一齐欢呼
“活捉董振堂”。在这千钧一发的危
机关头，无援军，援军已被阻挡住
了。董振堂在万般无奈之下，用手
枪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
己的脑袋，壮烈牺牲，年仅 42岁。
残忍的马家军卸下董振堂的胳

博，锯下董振堂的头颅，引绳穿
耳，悬挂在高台县城的城楼上暴
晒，数日后又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
请功。红五军 3000官兵全部壮烈
牺牲。敌人把官兵遗体打包运往南
京邀功请赏。
在延安宝塔山下董振堂烈士追

悼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路遥
知马力，董振堂是‘最坚决革命的
同志’。”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在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甘肃省
高台县烈士陵园中建立了董振堂纪
念碑亭。
离开董振堂事迹纪念馆，天正

下雨，好心人义务开车送我到汽车
站，我心里百感交集：董振堂是新
河人民的骄傲，新河人民正为自己
的家乡，为董振堂的家乡增添新的
光荣。

邢台人民的骄傲
--记董振堂将军

刘振新

跟随着时光老人的脚步，
你慢慢地，走进了冬。

村旁、街头，
社区、公园，

处处可见，你挺拔的身影。

曾几何时，你的叶子
还是

青黄相间、一树斑斓，
转眼之间，你就
改换了装束，

叶片都染成了金黄，
枝间，还挂着银色的杏。

风吹，你枝头的黄叶，
泛着熠熠的光亮；
雨打，你的枯叶归根，
撒向地面片片金。
这个时节，

那些个银杏树，
就是一道最美最靓的景！

初冬银杏树
张集中

太行脚下，京广路旁，七彩虹
幼儿园，绚丽辉煌。这里，物华天
宝，培家国栋梁之摇蓝，人杰地灵，
育幼童未来之殿堂。

七彩虹园，地处县城东郊，美
名早已远扬。建园十多年来，集教
学之经验，树教育之风貌。园如其
名，耀眼敞亮。院落整洁，国旗飘
扬。地面如茵，踏之舒畅。青柳绿
槐，随风飘荡，红花碧叶，映日弄
影。枝头莺歌燕舞，花间蝶飞蜂忙。
楼宇庭堂，布局井然。小睡房温馨
安逸，窗明几静，床洁被整。小厨
房科学配餐，满足幼儿需求营养。
文化专栏，丰富多彩。文体器材，
安全环保。手工室，剪纸泥塑栩栩
如生，绘画展，字画书法翰墨飘香。
教室里教学互动，童声琅琅，练歌
房此起彼伏，声乐悠扬。美术室，
图书馆，多功能厅等设施，一应俱
全，是孩子们实践活动之天堂。

教室寓乾坤，任尔驰骋，校园

寄日月，个性张扬。名师荟萃，桃
李芬芳。办学理念，务实前卫。假
如我是孩子，诚属幼教之策，假如
是我孩子，实乃人文之章。寓教于
乐，在于提高学生兴趣，形式多样，
注重激发幼儿潜能。班级以花命名，
彰显个性，课堂贯穿德智体艺，教
乐兼备。教师因材施教，儿童茁壮
成长。尊重，优育，平等，欣赏，
引起社会关注，赢得家长赞扬。

培华夏文明之根，从娃娃
抓起，铸民族精神之魂，赖幼
教发端。纵观七彩，解惑于兴
趣，传递于书香。童蒙读诵，
琅琅悦耳，举手问答循循入
心，剪纸贴画，艺心张扬。d
选读练习，好学而不倦，园内
嬉戏，明理而通达。幼儿之
教，在于呵护，儿童天性，源
于纯真，厚植基础，广启慧
根。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妙
哉，七彩虹，此如家般温馨之

所，怎不令幼童留恋向往。
描绘幼园锦绣，笔蘸七彩，书

写幼儿新篇，墨洒一章。今日七彩，
园长精明，理念超前。教师团结，
协作担当。幼儿活泼，快乐成长。
童蒙纯真宛如白玉，精雕细琢方成
大器，愿孩子们幻想连篇，于故事
中茁壮成长，愿七彩虹百尺竿头，
在创新中更加辉煌。

七彩虹幼儿园赋
刘全贞

今朝盛会运筹谋，报告精神蕴大遒。
华夏喜盈披异彩，九州福满越高楼。
飞船探秘亮风采，北斗巡天任自游。
雄略宏图圆夙梦，功镶史册壮春秋。

学习二十大报告感怀
马永红

 本报讯（吉书根）邢台市
内丘县南赛乡大和庄村党支部
书记和志勇自 2015 年上任后，
带领“两委”班子大战荒山秃
岭，仅两年半时间就栽种杏树
10000 多株；号召村民种植薄
皮核桃 1000 余亩；建成酸枣产
业基地 2000 亩；在村西荒山上
利用雨季栽植柏树 50000 株，
使荒山全部绿化起来。2020 年
从县政府获得 130 多万元的扶
贫项目资金，在村东的七里河
东坡修建了 3000 多平方米的两
个养猪场，现已将存栏 1000 头
的养猪场对外出租、集体年收
人可达 10万元。

 在新农村建设中、拆除

脏、乱、差的厕所和猪圈牛舍
35 处，房产 4 处，新建成 800
平方米的大广场和公厕，并配
套了照明和健身设施。大和庄
村经过 8 年多时间，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街道水泥路面
干净整洁，广场美化明亮，全
村群众吃上自来水，20 岁以上
的青年都成了家，过上甜蜜生
活。有群众编顺口溜:“大和庄
村变新颜,大街小巷真平坦。街
道整洁环境美,现在生活比蜜
甜。日常用品家备齐、村有超
市户有钱。小车摩托家家有，
从此没了光棍汉。

 来源：燕赵农村报

内丘县大和庄村支书和志勇:

誓让穷村变新样

振兴路上的当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