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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人来说，红旗渠的故事是
一个难以忘却、澎湃激昂的奋斗
故事。它所承载的那个时代中国
人不屈不挠与贫穷落后拼死抗
争、创造美好生活的青春岁月，
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精
神象征。

1999年深秋，有幸和我的同
事们到红旗渠参观。虽然此前曾
经多次看过电影纪录片《红旗
渠》，其中很多战天斗地的场景
深深地烙在心上。但是，一旦身
临其境，穿过高山云霞，听着远
去的流水声，站在当年凿山开渠
最为艰险的青年洞前，一眼望去
如神龙不见首尾，蜿蜒曲折行走
于太行崇山峻岭之间，还是禁不
住被眼前的壮观和险境所震撼，
感叹当年林县人民建设红旗渠
之不易、之艰难，不怕牺牲的献
身精神是多么崇高和伟大。

红旗渠始建于1960年开春
时节。这是因为散落于太行山脉
之涧，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
的林县，有山无地，有地无水，自
古以来就是一个缺水十分严重
的地方。不仅老百姓种地要靠天
赐雨，连日常生活用水都无法解
决，大旱之年不止一次发生过

“人相食”的惨剧。历朝历代虽有
修渠引水的工程，均属小打小
闹，每遇大旱还是远水解不了近
渴，民众难以聊生。1959年，林县
再现大旱，境内四条河全部断
流，水渠无水可引，人畜饮水断
了，庄稼颗粒无收，连太行山上
最为耐旱的崖柏都干死了。林县
已没有水源，唯一的希望来自与
之接壤的山西省，就是太行山的
那边有一条浊漳河，长年不绝，
水源丰富，是可以济林县人民于
干涸之中的救命之水。林县县委
把这个想法报告给省里，经豫晋
两省和国家水利部沟通协调，

“引漳入林”工程正式获批。
在林县的红旗渠展览馆，我

看到了一张巨大的黑白照片，记
录的是当时修筑红旗渠的人肩
扛铁锨奔向工地的情景。队伍最
前面那位头戴竹编安全帽、扛着
铁锹、甩开膀子往前赶的高大汉
子，就是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红
旗渠建设的带头人，时年32岁的
杨贵。在那样一个让人心情激荡
的环境中，红旗渠的故事深深地
感染着我，杨贵的形象也随着对
红旗渠了解的步步深入而升华。
听说杨贵住在北京，虽已是古稀
之年，但身体硬朗，乐得与外界
打交道，便产生了拜访他、亲耳
聆听红旗渠故事的念头。几经周
折，从林县驻北京的一个办事机
构那里打听到了杨贵家里的电
话和住址，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
赶到了北京。

他家住在百万庄的一个干
部宿舍区，据说很多副部级以上
的官员退休后都居住此处(杨贵
是中央有关部门正式文件确定

的副部级干部)。但是从外观的
印象看，这里的条件并不好，虽
是一些三层别墅式的小楼，却绝
不是想象中的深宅大院，更像一
个开放式小区。因为早有电话联
系，敲开杨贵家门，自报姓名，我
就被一位中年阿姨让进屋里。不
一会儿，杨贵从楼上下来。迎着
脚步声看过去，年逾七十的他腰
板挺直，近一米八的个头，天庭
饱满地阁方圆，一头银发，一副
和蔼可亲的样子。

关于红旗渠的话题对于杨
贵来说，不知已经重复了多少
次，可以说红旗渠已经融入杨贵
的生命，杨贵也已经成为红旗渠
不可分割的部分，说到红旗渠就
不能不说杨贵。但是，杨贵却说
他自己就是红旗渠陡山峭壁上
的一块岩石，每天听着渠水从远
处的山里流淌过来，又分流到林
县的每一亩田地，浇灌生长的小
麦、玉米，滋润禾苗，淌进每一位
林县人的心田……修建红旗渠
之时，杨贵向全县人民发出了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并
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
渠”，意为高举红旗前进，为林县
人民修渠造福。

一个上午，杨贵讲红旗渠，
如红旗渠引来的清澈之水，舒缓
淡泊，娓娓道来。上善若水任方
圆，在杨老的身上已经看不出当
年那种英姿勃发、气贯长虹的英
雄气概，更多的是平静。从杨老
的话语中，也听不出当年要“重
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气与壮
阔，更多的还是平静。他讲得最
多的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如何
鼓励他修好红旗渠，当年林县人
民的无私奉献，邻省山西人民的
深情厚谊以及81名为修建红旗
渠而牺牲的林县好儿女。

红旗渠修建历时近十年，到
1969年支渠配套工程完工，共削
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
洞，挖砌土石达到了2225万立方
米。如果把这些石土砌成一道高
2米、宽3米的墙体，可从哈尔滨
修到北京再到广州，堪称一条新
的万里长城。总干渠红旗渠为
70 . 6公里，另有分干渠、斗渠、农
渠，全部相加总长达到2488公
里。

杨贵说，那时候的中国还很
穷，国家拿不出多少钱支持红旗
渠的建设。当时的全部投资是
1 . 2 5 0 4亿元人民币，国家给了
4625万元，其余为县乡村自筹资
金。县乡村的钱哪里来？就是全
县人民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一
毛一块攒的。杨贵说，他可以打
保票，1 . 2504亿元没有一分钱用
在建设红旗渠之外。这一个多亿
放到现在是个什么概念呢？2016
年红旗渠获批国家5A级景区，
门票100元一位。以每年200万游
客的保守估计，一年的门票收入
就是两个亿。而在当时，红旗渠
带给林县人民的利益更是巨大，
56万多人和37万家畜解决了吃
水问题，54万亩土地得到灌溉，

粮食亩产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不
足百斤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近500公斤，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一下子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出
现个别人否定和批评红旗渠的
声音，甚至抛出了劳民伤财、好
大喜功这样一些伤害林县人民
的论调。这使杨贵非常伤心。说
到这里，他沉默了，也是我看到
老人家唯一一次低头不语。只有
我们两个人的房间里，当时有些
窒息。沉默许久，他说，如果有人
以此来否定我个人，我不会难
过，但是以当今的眼光否定历史
的状况，否定林县人民谱写的红
旗渠精神，我是无法接受的。杨
贵说，因为当时施工条件太差，
没有像样的大型机械化设备，基
本靠人工去完成每一道工序。无
论多么艰险，林县人民争先恐
后，置生命于脑后。这也是造成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出现人
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但这不足以
否定红旗渠、红旗渠精神和林县
人民。

1974年 ,邓小平带了十部电
影纪录片到联合国宣传新中国
建设成就，第一部放映的就是

《红旗渠》。周恩来曾自豪地对外
国友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创造了两项奇迹，一个是
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红旗渠。
这些伟大的奇迹不管出现在什
么年代，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
傲，都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杨贵家客厅的一张林县
全境地图（这是我在他家看到的
唯一一件与林县有关的东西）
前，我们合影留念。告别后，我回
到单位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先
寄给杨贵，请其把关。不几日就
收到杨贵返回的稿件，除个别节
点有所订正外，有关于他自己的
一些描述也基本被划掉了。这使
我很为难，离开杨贵怎么去讲红
旗渠的故事？如同脱离了红旗
渠，杨贵的人生也会变得不再那
么丰满。于是，决定暂且放一放，
待时机成熟再征求杨贵的意见，
适时刊出。

不承想这一等就是近20年。
杨贵老人于2018年4月10日辞世，
听到这个消息，我拿出已经有些
发黄的旧稿，好像再次走进杨贵
的家，听他讲红旗渠的故事。

杨贵曾说，他常梦回林县，
却不敢再回去，怕给林县人民添
麻烦。听说他的骨灰将会在林县
安葬，我想这当是杨贵的心愿。
与红旗渠同在，他有这个资格。

斯人已去，红旗渠的故事会
世代讲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
最需要的精神支点。而且，这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转化为可
观的经济效益，五A级红旗渠景
区每年迎来大量游客，可谓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如此造
福当代、惠及子孙之伟业，势必
为人民所铭记。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
知名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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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旅游是一种时髦。富裕起来的
国人的一大爱好，便是旅游。对于我来
说，到国外，我更喜欢去那些小镇。所谓
国际大都会的名城，其实是千篇一律的
风景和人满为患的嘈杂。

说起旅游，我忽然想起眼下时髦的
电视相亲节目中，无论男女老少，在面对
选择的对象介绍自己的特长爱好时———
看吧，几乎都包括“旅游”这必不可少的
一项。那劲头儿，就和刚刚粉碎“四人帮”
不久，新出现的征婚广告中，在介绍自己
时爱说“本人爱好文学”一样。“文学”和

“旅游”，是为这样两个不同时代镶嵌的
两个耀眼而别致的花边。我觉得，它们几
乎可以载进史册，成为历史中一段不可
或缺的集体记忆。

我不喜欢那种跟着旅游团摇晃着小
旗走马观花的旅游，我更喜欢在一个地
方住下来，稍微悠闲一些，稍微仔细一
些，看看当地的民风民情。小镇，便给我
提供了这样一道风景。无论美国东岸的
新希望小镇，还是西岸的卡梅尔小镇，都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一次，我来到的小镇是纳什维尔。
它只是美国中部一个普通的小镇。我已
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镇了。连续六
年，春、秋和夏，三个不同的季节里，我都
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当然，春天的小镇最
美。今年开春，雨雪交错而来，天气乍暖
还寒，依然没有遮挡住小镇的美丽。毕竟
杜梨、玉兰和樱花的花都开了，点缀着小
镇，有几分妖娆别样的风情。

同欧洲的小镇相比，美国的小镇没
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可看。
纳什维尔一样如此，而且，它更像一个村
镇，没有什么特殊的洋味儿，倒有些乡土
气息。几条主要街道两旁，一百多年的老
房子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店，鳞次栉比，
成为人们逛小镇的主要节目。这些小店，
并不像我们的南锣鼓巷那样，以吃为主，
以赚外地人的钱为主。除几家披萨店、咖
啡店和冰激凌店之外，小镇上大多是卖
各种特色货品的小店，各店很少雷同。

有一家专门卖手工艺品的小店，卖
的是自己用木头做的小艺术品、自己烧
制的茶杯、自己手工制作的树皮美术笔
记本……让人耳目一新。有一家专门卖
用废弃的工业原料如螺母、钢管、铁片之
类的东西制作成的艺术品，如风铃、挂
钟、图案招牌……琳琅满目，充满想象
力。每一次来，我总要到这几家小店逛
逛，顺便买一两件小玩意儿。还有一家，
专门卖世界各地生产的咖啡豆，每一次
去，我也不会忘记光顾，因为在这里可以
买到非洲产的咖啡豆，是别处见不到的，
味道就是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六年前第一次来时这
里是什么样子，六年过去了，还是什么样
子。所有的小街，所有的小店，都还是老
样子，连门脸油漆的颜色、门前花坛上盛
开的鲜花，都还是一样的。小镇的中心小
广场，对面宽敞的绿地，还有那几处不大
却花团锦簇的街心花园，花园里的长椅，
都没有任何的变化，一切让你感觉走过
的都还是你曾经来过的老地方。那些熟
悉的老地方，像你的老朋友一样，情分未
变。

我想起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荆其敏
先生，他将这样的老地方称为城镇布局
中的“情事结点”和“亲密空间”。他曾经
说：“许多城市中著名的情事结点多是自
然形成并逐渐成为传统的。”成为传统，
说得多好，老地方的价值就在于它伴随
着历史一道，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包括小
镇)带有感情色彩的独到的传统。可惜，
在商业利益面前，许多这样的传统已经
断档。

有意思的是，小镇虽小，也有自己的
一座历史博物馆，就在绿地的后面，一棵
大树掩映下的一座木制的小楼。不是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是珍爱自己，再小的
小镇，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就像再
小的小树，也有属于自己的年轮。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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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贵讲
红旗渠的故事

【逝者背影】

杨贵老人于2018年4月10日辞世，听到这个消息，我拿出已
经有些发黄的旧稿，好像再次走进杨贵的家，听他讲红旗渠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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