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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时节，大寨虎头山上，来看风景
的人络绎不绝。这满坡新绿、姹紫嫣红之
中，讲述着一个悠长的故事。

“太行山，山连岭，岭连山。万山丛
中，有一座山峰，名叫虎头山。虎头山根，
有一个山村，名叫大寨。”55 年前《人民
日报》上一则新闻以此开头。那是向全国
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第一篇报
道，之后一个时期，全国乃至世界不少人
来到这个山村，参观“海绵田”，学习战天
斗地精神。而今，虎头山建成森林公园，
大寨成为 4A级景区。

虎头山本是荒山坡，大寨原是贫瘠
之地，这风景之花，是汗水浇灌出来的。

一

在大寨景区，宋立英土特产店是个
热点。

今年 88 岁的宋立英曾任村妇女主
任，是著名的大寨劳模之一。她住在商店
后面的老窑洞里，前几年村里盖了楼房，
但她不愿搬，每天拄着拐杖在商店和窑
洞间走来走去，热情而耐心地和来人合
影，有空闲也坐下来聊往事、说变化。

老人的父亲是逃荒流落到大寨的，
她说：“当年在虎头山上‘刨个坡坡，有个
生活’，但一亩地只打几十斤粮食，不够
吃，经常要出去讨饭，讨来什么吃什么。
她十来岁就跟娘去帮佣，只为管顿中午
饭，吃不饱可还要省下窝头给没饭吃的
妹妹。”13 岁时以一担玉米(约 75公斤)
的价格被卖作童养媳。17 岁时她成为大
寨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虎头山邻近虹桥关，属黄土高原到
华北平原的通道，古时军队在此安营扎
寨，遂有大寨和小寨之名。清初大寨就有
村民定居，但人少地薄，土地分散在“七
沟八梁一面坡”上，是跑土、跑水、跑肥的
“三跑地”。据《昔阳县志》记载，1953 年 2
月大寨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陈永贵当
选社长，组织劳动竞赛，当年全村粮食总
产达 10 . 15万公斤，增加 5 . 5%。之后大
寨人流血流汗改造山河，将荒山坡建成
能涵养水分的海绵田，到 1962 年，粮食
总产增加到 27 . 55万公斤。

一个二三百人的瘠薄山村，自力更
生改山造地，十年粮食增产 1 . 5 倍以
上，自己吃上了饱饭，还给国家提供了大
量商品粮，这是艰辛劳动收获的成果。大
寨妇女以前很少干农活，时任妇女主任
的宋立英把年长妇女组织起来办托儿
所，自己带领年轻妇女上山干活。

宋立英说得最多的是 1963 年。这年
8月特大洪灾冲毁了大寨人十年辛苦改
造的良田，庄稼倒伏、粮食淤没、房倒窑
塌。大灾之后，大寨人齐心协力，白天抢
救庄稼、修复耕地，晚上挑灯夜战、修房
碹窑，并谢辞了国家的物资救济。他们提
出“三不要、三不少”，即不等不靠、抗灾
自救不要国家救济的粮、款、物，秋后不
少村民口粮、国家征购粮、种子饲料。

宋立英记得，她丈夫贾进才带人上
山采石料，10 天砸碎两把大锤，1 米多
长的钢钎磨得只剩下 1 尺左右，手上每
天都震裂血口，晚上回家让她用针线将
厚茧的裂缝合上，抹上猪油黄蜡用布条
扎紧，一大早照常进山……

依靠这样艰苦的奋斗，1963 年秋后
大寨人兑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诺言。
次年 2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大寨之
路》，详细报道了大寨在穷山恶水土地薄
的基础上，挥着镢头，奋发图强的历程。

1964 年 6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农
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年 12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
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将大寨经验和精神
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
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农业学大寨”的口
号响遍全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太行山
村，进入时代聚光灯下。

二

虎头山上有个汉白玉纪念碑，引得
不少游人驻足。这碑是纪念一位将骨灰
撒在这里的诗人和学者——— 郭沫若。

郭沫若临终前曾对家人说：“人活着
谁也离不开粮食，大寨人艰苦奋斗几十
年，解决了吃饭问题，创造了中国农业历
史性的奇迹，所以我要把骨灰撒在大寨。”
后来人也许很难理解，从那个 13 岁女孩
“价格”为 75公斤玉米时代走来的人们，
对粮食的深刻情感，容易淡忘他们为自
己、为我们能吃饱饭所进行的辛苦劳动。

当时被大寨感动的不只是郭沫若，
巴金《大寨行》写他 1964 年到大寨的所
见所想。其中写到他两次见宋立英，不曾
交谈，但知道“这个面貌清秀、身材瘦小
的中年妇女是大寨第一位女英雄”，“每次
治山治沟，她总是带着妇女领先。”文中
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我却带
走了你们通红的心，让这颗像火一样燃
烧的心照亮我的眼睛，也照亮我的路。”

郭沫若骨灰从空中撒下之时，虎头
山上没有鲜花簇拥、哀乐低回，只有一堆
堆用以导引飞机的篝火熊熊燃烧。这场

景，似曾相识。“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
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的香烟弥
散，山上的火光弥满。”这是诗人名作《凤

凰涅槃》中诗句。
之后，大寨人开始经历自己的凤凰

涅槃。在时代大潮推动下，大寨逐渐从土

地刨食中走出，开始进行同样艰难的二
次创业。重新回村的郭凤莲带着宋立英
等村民出太行山到沿海参观学习。宋立
英记得，外地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让她
们大开眼界，看到沿海地区的发展繁荣，
她曾和郭凤莲“兴奋地一夜没睡，聊了一
夜打算！”

通过考察，大寨决定办羊毛衫厂，得
到了江阴毛纺织染总厂支持和帮助。几
年时间大寨陆续办起了水泥厂、发煤站、
衬衣厂等企业。不在虎头山上拼力开山
刨地，投身大市场中扬波激浪，大寨人吃
得更饱、更好了。

后来，适应社会发展，大寨主动关闭
了水泥厂、发煤站等污染重的企业，组建
了包括 7家直属企业和 20 多家品牌输
出企业的大寨集团，其中成立了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村民们都入了股。

来旅游的人多了，常有人打听着来
找宋立英，和她聊天、照相，还要她签名。
宋立英只上过扫盲班，刚提起笔来很有
些局促，私下里花了不少工夫来练字。有
人建议她开个店卖些写大寨的书等，也
是宣传大寨。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她觉得
自己也要跟上时代，便将临街的屋子收
拾了一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开了家店。

三

“最近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可是真
大。”坐在自家店里，宋立英说。

2012 年以来，大寨全面向旅游景区
转型。依托大寨红色文化和虎头山绿色
资源，大寨旅游业风声水起。

2013 年 3月，大寨人民公社旧址被
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 年 12 月，大寨村被列入第四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

大寨村支部书记贾春生说，村里
800 多亩耕地在 1983 年全部实行了联
产承包责任制，近年来，大都退耕还林或
集体返租种苹果，耕地只剩 200 多亩，由
村集体统一组织耕种，村民只负责施肥、
除草等田间管理和收获环节。种地收入
在大寨占的比重已微不足道。

2017 年，来大寨的游客有六七十万
人，旅游业带动了大寨村的全方位发展。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郭凤
莲说，现在大寨的主要产业是旅游，还有
服装、饮品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大寨也
做电商平台，大寨粮仓网运行快两年了。

凭借企业收入，大寨开展了住房、供
暖管道等建设。村集体承担七成费用建
起二层别墅和单元楼，每套房屋村民只
需花不到十万元，除了个别老人不愿离

开老窑洞，大部分村民都搬进了新居。
赵存棠和老伴两人住在五层单元楼
里，126 平方米的房屋装潢考究、干净
整洁。他说：“水电暖气齐全，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住着方便舒服。”

虽然仍保持着农民身份，但除了
一些老人，大寨村已经没有多少真正
意义上的农民。几十年来大寨村人口
总规模保持在 530 人左右，目前 200
多个劳动力中 90% 以上在本村企业
就业，其中旅游业从业者达 100 多人。

2017 年“80 后”村民赵明星在村
口建成了一家红色博物馆，主要展出
“农业学大寨”时期大量年画，简易展
厅里，一幅幅有些褪色的画面，组合出
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60 岁村民赵华小在自家的二层
别墅开办了家庭旅馆，二楼客房推窗
可以望见郁郁葱葱的虎头山，一楼客
厅墙上挂着幅字：“大寨精神，永放光
芒”，游人在他家可以观看当年的影像
资料和相关书籍，赵华小也常和来客
聊大寨人艰辛劳动的往事。他说：“得
让年轻人知道现在的好日子是靠老一
辈人流血流汗换来的，至少要让他们
明白，你想开奔驰、宝马，就需有艰苦
奋斗的精神。”

今年 1月，在宋立英家的不远处，
大寨干部学院正式成立。大寨干部学
院是山西省委确定并重点支持建设的
省级党性教育基地之一。

四

宋立英 20 平米的店面，旺季时常
被游人挤得水泄不通，相邻的陈永贵
故居也常挤满人。

采访宋立英，不时有寻访者来找
她签名、照相，还有人拿着刚从她店里
买的压饼吃，也客气地请老人吃。

压饼是用玉米面烤制的，香脆可
口，商店招牌上写着这是大寨“传统食
品”。这“传统”的时间并不长，宋立英说，
她小时候最好的食品是假豆腐也叫石
条，是用玉米面和黄豆面掺合做成的面
食，在富人家帮佣时才能吃得到，穷人
家能吃上玉米面拌谷糠的窝头就不错
了。

压饼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人
吃上饱饭后开始制作的，能提高口感
又便于携带保存。八九十年代食品越
来越丰富，不仅窝头、假豆腐早就没人
吃了，连压饼也很少有人家再做，近几
年却成了很受旅游者欢迎的“大寨传
统食品”。

大寨：站在山头看风景变幻

一个清华人的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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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卢道道辉辉

上午从桂林出发，第一次到慕名已
久的沈从文先生所说的边城，在不冷不
热的午后，依旧是雾蒙蒙的天空。由于没
有提前订旅店，直接开车下到江边的停
车场，计划现找一间合适的民宿客栈，一
眼就看到一个塑料停车桩上居然写着
“清华第”三字。我想，就是这了。

按照客栈老板的推荐，我们出门到
左手边一家餐馆品尝了当地苗家特色饮
食。妻子带着孩子们到江边街上看景，我
回客房小憩。这是几个月来养成的习惯，
因为睡不好，有点困意的时候只要能躺
下眯一会儿，我总不愿意放过。虽然是在
旅游，照顾到我的特殊情况，妻儿们并不
介意。她们转了不多久就回来，孩子们喧
嚷着要多住一天，就这么定了。

四楼临江客房的阳台上可以俯瞰江
面和古城如画的街，还贴心地摆着一个
吊篮，晃在里面，看看街景，吹吹江风，顺
便抽根烟，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惬意。

身上擦完一道调水的药粉，冲洗后
再擦另一种药膏，贴上一种胶片，穿上弹
力衣，在女儿的帮助下，我才能艰难地睡
下，这已是几个月来每晚的功课。

古城的上半夜是热闹的，我们入住
的这家客栈相对清静，因为在古城靠近
一端头上，离开酒吧和夜市远一些，房
间又是在顶层，本以为能借着这份悠然
调整一下睡眠习惯，可最后还是失败
了。

躺下两个小时后，背上的燥热激发
了瘢痕的痛痒，让我如往常一样从床上
弹起。一点左右，古城的喧闹已经寂静下
来，披衣出到阳台，我的思想已经和昨天
以及昨天的昨天这时候一样，再次开始
清醒运转。阳台上冷意十足，一念想起，
就打开手机在微信读书上看《边城》，约
摸一个小时样子，自己把弹力衣解了，胶
片也扯了，搓下一层药渣子的身上也凉
透了，回来接着睡。

四岁儿子的睡姿调整成头贴着妈
妈，脚蹬着我睡的位置，这段时间的半夜

他都是如此，不知道女儿在隔壁被子是
否已经落了地。儿子从开始让妈妈睡中
间，到现在要求睡中间，其实让我幸福感
满满的，四年了和爸爸相处的时间不多，
难怪他一开始排斥。女儿小的时候也一
样，一岁内每次隔一两个月回到家，都要
认几天才要爸爸抱，等到熟一点了，爸爸
又该离家了，最难忘的是她两岁那一次，
在床上铺了一件我的衣服，跟妈妈说爸
爸睡在这里，要闻着我的那件衣服入睡，
看到照片难忍泪湿了好些天。在家的时
候，女儿小时候要拉着爸爸的手睡觉，她
七岁那年，一次洗完澡还光溜溜地跑到
面前，叫着，“爸爸拍屁股呀”！

都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
是专业选错了吗？又能怎样呢？

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是要报考
那所“和世界一流大学只隔一条街”的大
学，后来阴差阳错报了清华。报考前，清
华的招生老师来校了解情况，问到我专
业选择时，我当时说，除了水利其他都可
以，可能这让老师印象深刻了，我自不量

力报生物系，考砸了；报的第二专业化工
也没有收留。1993 年 9月，我住进了 13
号楼 126 房间，分在了水利水电工程系
流机三班。

第一场爱情和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
而至，甚至于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让我对大学前两年左右的时间患上了选
择性失忆。现在小学生都开始用智能手
机玩王者争霸了，清华或许也忘记了当
年在照澜院和西南门排队打长途电话的
人们。邮票从八分贴到两毛之后，她通
过成考到了京东通县的一所大学，我于
是开始了周末骑行往返的锻炼。当时从
清华园坐公交到通县，需要转三趟车，
单程超过三个小时，而骑车基本上可以
控制在两个半小时左右，雨雪天除外。

在这场爱情存续期间，我耳边有不
少的传闻，甚至当年共同的同学也在劝
散，她也曾多次提出分手，只是无奈于
我懵懂的坚持。直到一个周末雨后的傍
晚，当我的单车缓缓驶进通县那座校
园，看到她和另一位男生凭栏看夕阳的

美景，这段故事才在我心中画上了句
号。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当时并非我
想象得那么简单，甚至有我的家人以不
般配等理由给她施加巨大的压力。又能
怎样呢？

不管是因为开始时不满意自己的专
业，或者是沉溺于突如其来又倏然而去
的爱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大学
前两年我的挂科惊动了辅导员，他安排
同学对我进行专门的帮助。拿破仑很早
就告诫不要惊醒东方的睡狮，我毕竟也
是通过黑色七月的独木桥考进了清华。
从大三开始，一边上专业课，一边重修挂
科的科目，最终五年毕业时并没有被清
华抛弃。

毕业那年，万众景仰的三峡工程在
清华东操场体育馆招聘，入门条件是研
究生，我的本科简历被理所当然地拒收。
当时国家已经提出西部大开发，我现在
的妻子那时的女友从武汉赶来，帮我把
三峡拒收的简历投进了十食堂旁边路口
的邮筒，这份简历带着我翻过高万丈的

二郎山走进了溜溜的康定。
此后，我的职业生涯紧紧“触电”，

而且与青藏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从川
西甘孜、康定，到西藏林芝、墨脱，二十
年过去了，水利系歌里唱道“前面是滚
滚江水，身后是灯火辉煌”。我想，至少
我们应该是无愧的。

去年 9月 2 日，电站所处山区河
流，一场降雨夹带着泥石推移质进入
引水隧洞造成了淤塞，我带着三位同
事在停电后爬进隧洞检查，撤离时砂
石淤积下腐殖物释出沼气被同事试氧
时引燃，造成三人超过 50% 的大面
积烧伤，尤为痛心的是一位我带了多
年的优秀年轻人牺牲在洞内。我在赶
来救援的武警战士帮助下爬出隧洞，
和幸存的两位同事转入重庆西南医院
治疗，在 ICU 躺了近一个月并在医
院治疗五个月后，按照医院的要求，
先行出院再入院进行后期瘢痕治疗。

如今，通过植皮等治疗，创伤面基
本恢复，但身上的瘢痕痛痒让人难以
入睡，按医生的估计，瘢痕的软化至少
需要两年时间。事故一直瞒着患有肺
气肿的老父亲，出院时已近春节，携妻
儿回到老家，父亲看到儿子的那一刻，
眼泪盈眶欲出，急促的气喘让他无力
多言，最后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句“你还
是毛泽东时代的人”，瞬间，我觉得，这
一路已经走得太远，幸得还有父爱在，
活着真好，活着就好。

别过父母，返回医院的路途，妻子
选择了驾车带我和儿女沿途观光放松
心情，这也是离院时医生的嘱托。路过
凤凰古城，收到在长沙工作的水利系
同年级同学的电话问候，想起留校的
同班老幺校庆约稿的要求，每一次起
睡陆陆续续码下这些文字。

窗外，古城的灯光倒影在静静流
淌的沱江，沈先生《边城》中的那些年
华已找不回印迹，我自有我的边城。对
于我的不孝，父母选择了宽容；对于我
的聚少离多，妻子选择了无怨。走进清
华，我只能选择感恩；走出清华，我亦
是当感无悔。养伤的这两年，就只当是
新生的襁褓，前方，相信还会有很多我
未曾见或未曾关注的风景。

编者按：4 月 2 9
日清华校庆，遇到了阔
别 20 多年的卢道辉，
如一个普通的校友，淹
没于偌大的清华园中。
要不是看到本文，想象
不出这些年，同学们纷
纷转行寻梦时，他代表
清华水利人脚踏实地，
去经历和挑战了“水电
人的终极梦想”。这个
圆梦的过程，夹裹了很
多人一辈子也不会经
历的苦楚，然而，如道
辉言——— “我自有我的
边城”。下文为他的自
述。

▲大学期间的卢道辉（前）和舍友们。 ▲ 2018 年 4 月 29 日，卢道辉在毕业 20 周年座谈会上和大家分享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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