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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是父亲的生日。父亲 1949
年生人，今年整七十岁。活了七十岁的父
亲默默无闻。随弟弟一家移居苏州，除了
家门口邻居，认得的也没几个人。这是一
个个最寻常的农民，看似平淡的生命历程，
也与共和国的命运同频共振。

父亲一生有几件事搁在心里。
他做的最后悔的事是为弟弟买户口。

1991年县城户口开始松动，可以出售。父
亲花8500元为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弟弟买
了城市户口，期望在考学、招工上得到照
顾。找人买，再找人把户口安下来。

这个城市户口没有给弟弟带来一星半
点好处。因为户口迁出，名下的一亩三分
地也被划走，技校出来的弟弟退路都没了，
只好自己创业，这是后话。农村越来越好，

父亲又辗转再托人，将弟弟的户口从城里
迁回乡下。失而复得，他还是满足得很。
户籍变动，从乡到城，从城到乡，实际上父
亲经历的是“三农”政策在一个农民家庭的
投影。

投资理财是父亲做得最大意的一件
事。1985年，村里来了个承包水面养鱼养
蟹的，叫彭金发，是隔壁村渔业大队的人。
这人场子铺得大，扩水面要钱垫资，先是银
行贷款，后来等不及就找村民借，三分利
息，1 万块钱一年 3000 块钱利钱，够诱人
的。刚开始守信用得很，到时兑付。越来
越多的人投进越来越多的钱。有一天，人
们发现彭金发那只气派的桐油大船不见
了，鱼啊蟹的都不要了。大家一扒拉，邻近
两个村有六七十万元被彭金发卷走，都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钱。

父亲也投了两万块钱，陆陆续续拿回
七八千块钱利息，剩下的都送给跑路的彭
金发了。父亲还指望这个投资用来养老。
父亲说没想到熟人彭金发这么没良心，连
老祖宗都不要了。果真，20 多年了，彭金
发没敢回过家。

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是儿女成人。
我虽没多大出息，在父亲眼里，我是骄傲
的，大王庄屈指可数考学跳龙门的人。不
过，这些年父亲常在我面前夸弟弟。弟弟
没上大学曾是父亲的痛，前几年创业不景
气，父亲一直放心不下。这两年苏州经济
发展好，弟弟的公司也迎来了春天，业务不
愁做，还换了大房子，与孙子孙女一个房间
多年的父母，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庄上
人羡慕父亲，说他想孙子有孙子，想车子有
车子，想房子有房子，所谓心想事成，天遂
人愿。父亲只是笑呵呵地说儿子儿媳妇
孝顺。

父亲说，再穷都要让子女读书，哪怕职
业学校都要读，像你弟，不读书只能做木
匠，读了书就可以开公司。与读书相比，成
人比成才更重要，这也是他坚持一辈子的
理论。父亲说有一年我和弟弟同时开学，
学费还差三五千块钱，只好出去借。先在
脑子里过一过庄上哪家可能有，再想一想
去哪家能借到，还要考虑去的时间：去早
了，人家没回来；去迟了吧，人家又睡了，前
后都难。最后不得已，父亲扒了家里的稻

结子（稻囤），卖了稻子，给我们交了学费。
父亲说，没有粮食他有办法，娃娃读书过了
这村没这店。

父亲以大半辈子的经历告诉我们生存
之道：别走捷径，世上可能有，但你不会那
么幸运；别贪便宜，一分钱八瓣汗，不掉汗
珠的钱攒不住，不会在你手里长久；要想晚
年幸福，就得在娃儿们该下肥的时候下肥，
该打枝的时候打枝，丰收的果实总在辛勤
劳作后。把子女教育上正路，也许不优秀，
知道感恩，懂得上进，就可以放飞了。这样
的父亲，虽不识几个字，已然才华横溢。他
没有辜负自己，没有辜负时代。七十年岁
月长河，历经风雨沧桑，所幸岁月饱满、光
阴芬芳。

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不论是购买城
市户口迁出迁进、投资理财想把一点血汗
钱保值增值，还是对子女教育培养的重视，
个人生活的每一点变化，都是祖国发展进
程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投影，都能看到时代
风云在最基层农民心里的动荡。父亲，就
是共和国发展的一名普通见证人、代言人，
就是这个国家最广大的农民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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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晶

这个国庆前夕，有一则消息深深吸引
了我，就是首次集中颁授共和国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

70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诞生了许
多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模范人物，他们为
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做出不平凡的业
绩，成为普通人学习追赶的标杆。

群雁南飞靠头雁，有了模范引领，才
有了共和国百废待兴，才有了挺起中国人
的脊梁，才有了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江山代有才人出，树模范、学模范、
培模范很有必要，完全应该！

模范是时代真正的精英，他们或是一
个人，或是几个人，抑或是群体，但都以身
许国许党，不谋名利，只讲奉献，不怕牺
牲，只为大我。他们得到的未必比别人
多，有时甚至只是一张奖状这般精神
鼓励。

王进喜、雷锋、钱学森……这些各行
各业的模范聚集了多少人气，感动了无数
人心，虽淡出视线，走进记忆，但精神屹立
不倒，丰碑永驻心间。

这些年，国人认识了 60 多年深藏功

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张富清；
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
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空白，为氢弹突破
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一生致力杂交水稻
技术研究、应用与推广，端稳中国饭碗、造
福世界人民的袁隆平；60多年致力中医药
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
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
呦呦……作为模范，他们勇于担当，屡建
奇勋。

这些年，国人认识了57载寒来暑往，
硬将“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高原荒
丘，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成为北方生态
屏障的塞罕坝机械林场三代务林人；义无
反顾挺进八步沙，38年来以联产承包形式
组建集体林场，承包治理7.5万亩流沙的

“六老汉”……作为模范，他们自甘平凡，

默默坚守。
有人又会问，就算是我想学模范，可

身边并没有响当当、高大上的人物，叫我
如何学？其实，只要睁大双眼，身边有的
是可学的平民英雄、草根模范。

就拿本人家乡江西省遂川县来说吧，
9月才过几天，就佳音不断。教师节前夕，
主动扎根山区 20 余载，爱生如子的教师
薛开明，荣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救2人出火海、被烧成重伤的大坑农民李
左辉，授予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执着守护野生动植物和古树名木，为候鸟
迁徙通道生态保护的林业局长肖卫前，喜
获“ 全 国 生 态 建 设 突 出 贡 献 先 进 个
人”……

近年来，遂川让“好人文化”成为引领
道德建设的“航标”，以好人文化助推文明

乡风，找好人、荐好人、评好人、学好人，农
村社区“争设好人榜、争上好人榜”。先后
涌现国家省市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荣誉
和表彰 281 人次，其中，有孝老爱亲的蒋
健、王建明，有爱岗敬业的钟文明，有见义
勇为的王小华，还有荣膺“全国最美家庭”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称号的陈清华家庭
……他们根生热土，不断将正能量传递
出去。

荣誉不分大小，事迹都足以感人，好
人不论层级，善行都照样励志，模范不看
行业，业绩都值得称颂。

模范人物都有着感人肺腑的事迹、催
人奋进的力量。

当年红军走长征路时，是不屈不挠、
不怕牺牲。新时代再走长征路时，是精神
直击、触碰灵魂。

山再高，往上攀就能登顶；路再远，走
下去必将抵达，跋山涉水征程中，学模范
定能收获奋斗豪情、前行动力，在愈进愈
难、愈进愈险中愈挫愈奋、愈战愈勇，梦想
与事业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生活与
未来的蓝图一定会越绘越美好。

无论是彩笺素绢间的清雅、典籍图书
中的广博，抑或是蕉叶书壁上的洒脱……
千年华夏文明都离不开那一杆笔。如果把
我国古代书画和诗文按照地区分布画一张
图的话，会发现，在这张地图上有一个神奇
的地方，它不是风光秀丽的名山大川，不是
盛产文人墨客的悠久古都，但却有着“占据
半部书画史”美名的浙江湖州。

怀着对湖笔文化的敬意，日前，我来到
了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文房四宝”之首
的湖笔的诞生地、被誉为“中国湖笔之都”
的善琏镇，感受精湛的湖笔制作工艺及悠
久的历史，品味丰富的湖笔文化魅力。

善琏，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城区东南30
余公里处，小桥流水、石砌河岸，这是一个
宁静而淳朴的水乡小镇，就像一个村姑，虽
然没有锦绣衣裳，却难掩天生丽质。自打
元时期湖笔成为中国毛笔的代表之后，善
琏，就开始了与中国书画同呼吸共成长的
漫长岁月。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从事湖
笔制作这一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几乎是
家家出笔工，人人会制笔。

走进湖笔发源地善琏镇，就如同走进
了湖笔世界。中国湖笔文化馆、修缮一新
的蒙公祠、繁华热闹的湖笔文化一条街
……街口耸立着巨大的石牌坊，有一副对
联跃入我眼帘：“湖颖三义书写笔都千古文
章，管城四德描绘善琏万代诗篇。”徜徉其
间，仿佛可以感受到沉淀了千年的笔墨清
香。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坐落在湖笔文化一
条街上的中国湖笔文化馆，全馆以湖笔制
作工艺和历史传承为主线，朝南幕墙上书
有“国之瑰宝 中国湖笔”大字，给人带来
强烈的视觉震撼。6000多支毛笔组成的
一道幕墙，正好印证毛笔 6000 年的发展
历史。而中间悬挂的一支长达 2.01 米的
巨型湖笔，则标志着中国湖笔文化馆建成
的时间。馆内共有7个多功能展厅，全面
详细介绍了湖笔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最神奇的地方是游客们可以用湖笔在电子
触屏的留言板上书写留言。

古镇善琏，名因笔成，业因笔兴，文因
笔昌，人因笔慧。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
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湖笔成为善琏镇的一大传统的手工艺产
业，被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文人墨客慕名纷至沓来，湖笔描绘出
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如著名词作家
乔羽的一首《湖笔颂》中传唱：“是谁写下华
夏时代春秋？是谁画出神州万里锦绣？蒙
恬将军的智慧，湖州儿女的巧手，制作出一
支支神奇的妙笔……”

沿着镇上的古街走到尽头，我信步来
到坐落于善琏庙桥弄6号的善琏湖笔厂。
这是当地最大的老牌湖笔生产企业，年产
毛笔60万支以上，年销售收入480万元左
右。走进制笔车间，空气中弥漫着羊毛和
胶水混合的气息，制笔工人面向窗户一字
排开，车间并没有想象中的忙碌和喧闹。
所有工人都是面朝南面的窗户而坐，毛毫
上的锋颖在特定角度的自然光照射下会显
得特别清楚。出身湖笔世家的厂长马志良
告诉我：“做笔的人每天守着自己的一道工
序，一干就是一辈子，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干
这行。去年，善琏成为湖笔特色小镇，省里
又出台扶持文房产业政策，本来打算退休
的我又燃起了激情。”

在这个小镇，子从父业、妻拜夫师、母
带儿徒、四代同堂的“湖笔世家”十分普
遍。一张生态湖笔小镇的新名片正亮相世
人。如今，全镇从事湖笔生产和经营主体
企业及湖笔制作家庭作坊240余家，从业
人员达1500余人，年产湖笔800万支，产
值约1.4亿元，有50余家湖笔企业开展了

“电商换市”，网上年销售额近3180万元。
善琏湖笔在全国毛笔市场占有率为20%，
高档毛笔市场占有率为 50%。2015 年 6
月，浙江首批特色小镇之“湖笔小镇”落户
善琏，给这座小镇带来了新希望。目前已
启动湖笔工坊、湖笔小镇写生基地、笔韵禅
心文化农庄等项目建设，善琏，开始了新时
代逐梦的旅程。

湖笔，它不仅是一项产业，更是一种文
化，是中华文明史的象征之一。笔都善琏，
不仅让我们见证了“笔中翘楚”湖笔的发展
历程，也激发着我们传承中华文明辉煌的
责任。

今年国庆学模范
□ 刘祖刚 肖莉华

千年笔都逐新梦

□ 林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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