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红霞

记得第一次去延安，是坐着绿皮
火车，反复吟诵着“几回回梦里回延
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一路
激情澎湃奔向宝塔山。那是 1991 年，
17 岁的我作为优秀团干部代表参加学
校暑期夏令营。第二年，我郑重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

延安是一部需要反复品读、反复
领悟的历史教材，是一部每深入阅读
一遍就会给人不同启迪和力量的百科
全书，是一块让人俯察仰望的洗心之
处，是一片澡雪灵魂的朝圣之地。三十
年后，当我再次带着虔诚与敬畏重访
延安，当年的团员青年，已经是一名
有着 25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我知道，
人生之路的行为走向，无不来自于这
一方圣土深远的影响。

乘坐洁净舒适的动车从宝鸡出发，
不到 4 小时，便可望见宝塔山。现代
科技的发达迅捷并不能使人遗忘，先
辈们来时走过的路。“到延安去！”曾
经作为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在“七七
事变”之后，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激
励着广大热血青年，天南海北、不远
万里的进步人士汇聚到延安这座信仰
之地。当年，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徒步、
涉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们
宣誓 ：“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
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
安城。”梁漱溟曾形容通往延安的路 ：

“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
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
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即使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长途跋涉奔向延安，

就是因为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和
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代表着中华民
族前进的方向。先辈们以他们吃过的
苦，换来我们如今的甜，但我们始终
不会忘记 ：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伟大精神动力。

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
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
北吴起镇，延安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
的“出发点”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
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同时也成为
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从 1935 年到 1948 年的 13 年延安岁月，
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毛
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基石。

重访延安，我把大部分时间留在

了杨家岭革命旧址，我想细细地用心
感悟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在品读历
史的凝重中，提升思想的纯度。

杨家岭革命旧址位于陕西省延安
市西北约 3 公里的杨家岭村。毛泽东
1938 年 11 月至 1943 年 5 月在此居住。
1940 年秋，因修建中央大礼堂等工程，
环境嘈杂，毛泽东等领导人和中央一
些机关搬到枣园居住，1942 年又搬回
杨家岭。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中国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许多
重要文章。

座落在杨家岭南侧山根下的“中
央大礼堂”，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
座历史性的标志。1945 年在此召开了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中共七大在这里召开。大礼堂长 35 米，
宽 30 米，至今仍保持“七大”时的会
场情景 : 主席台上面书有环形标语：“在
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上
有六面党旗，正中有毛泽东、朱德画
像。礼堂大厅两面的标语是“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后面标语是“同心同德”。
大厅两边挂有 24 面党旗，代表党从成
立已度过了 24 年历程。三角木座形同
英文“V”，表示胜利。七大总结了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
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
领和策略，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
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
了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基础。确立
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
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再次走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居住
和工作过的院落，熟悉而又亲切的场景
再次深深地撞击着我的灵魂。一幅幅
珍贵的图片，一件件当年的实物，生
动地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一
幕幕重现了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在如
此艰苦的环境下走向胜利的伟大革命
历程。置身历史的天空，信仰和理想
的光芒倾泻而下。在这里，一孔孔简
陋的窑洞里不夜的灯光，穿越风雨如
晦的长夜，缔造出伟大和深邃。在这
里，一张张斑驳的木桌书写出了历史
的传奇，一件件补丁压补丁的布衣掩
盖不住伟大灵魂的思想光辉 ；在这里，

有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当年亲手
种过的菜地。山坡上，很多土地都是
共产党和老百姓一起开垦耕种，他们
亲自动手，躬耕大地，用小麦高粱和
大豆南瓜，将一个叫做中国共产党的
团队精心抚育，让一个命运多舛的民
族日益强壮 ；在这里，一辆辆纺车在
领袖和军民手中，飞速旋转着历史的
车轮，抽出希望的金线银线 ；在这里，
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士兵一样穿布
衣草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浇铸
中国魂灵。

悟对革命前辈，是一次心灵澡雪。
如今我们的生活工作条件优越了，但
过度的消费观念，享乐主义、虚荣心、
攀比心等不良风气却不同程度存在。
我们怎能忘记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
的，怎敢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
家宝”？我不知道，当那些背弃了信

仰，迷失了自我的人走进杨家岭，面
对前辈先烈为我们打天下时的艰苦情
景，他们会不会流下悔恨羞愧的泪水？

百年前的沉沉暗夜，多少仁人志
士在探求救国强国之道，为什么取得
伟大成功的只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根本扭转中华民族命运的是共产党？
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回顾党的历史，
是为了汲取奋进动力 ；探寻红色基因，
是为了传承革命精神。我们不会忘记
当年从雪地走过来的草鞋，我们更应
该记住小米饭南瓜汤所孕育出来的蓬
勃力量。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养分和动力源泉。
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这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声急切切的呼
唤。

| 陈亮今

我的师傅张婕是高级技术能
手、河洛大工匠、航空工业特级
技能专家，她创建了航空工业导
弹院第一个女性技能大师工作室，
她牵头的 QC 改进项目拿了多个
国优、省优奖。

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师傅
带出过很多响当当的人才 ：于得
水，集团公司特级技能专家 ；李
明宇，河南省技术能手……可是，
对我这个刚进班组没多久的小菜
鸟，师傅好像没那么上心，她总
让我多看航标知识，还要我一个
点一个点地测画关键电路电压和
波形。

“我的天，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看看咱们楼上楼下，机械手、自
动化生产线运转得行云流水，这

怎么还倒回去了 ?”我心里想。
直到那次分厂召开 QC 立项

评审会。这是我第一次申报课题，
早早地就邀请了几个同事一起筹
备，为的就是向师傅证明自己。
结果我的项目落选，提反对意见
的人正是她，理由更可气，说我
的想法是纸上谈兵，缺少实践数
据支持。

我好委屈。心里责怪道 ：还
不是你天天让我看书、看书。连
着几天，我都过不去这道坎，便
跑去找师傅 ：“你会那么多新技术，
为啥整天让我看那些都快散架的
老资料？”

师傅却一点也不着急，她对
我说 ：“金刚钻好练，故障树难栽。
作为一个电气装调工人，只有底
子打得牢，才有能力开展深入的
技术攻关。”

当时的我钻进了牛角尖，根
本不懂其中意义。留给师傅一句

“你教的东西只能让我原地踏步”，
然后就气冲冲地走了。

打那之后，我再也没跟师傅
请教过问题，她想跟我说点什么，
我也会借口走开。有时候能听见
同事们嘀咕 ：“张婕平时那么乐呵

呵的一个人，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看着挺难过的。”

这样的尴尬持续了一段时间。
直到去年下半年，集团领导到单
位调研，为任务作动员，为干部
职工鼓劲加油。

“导弹院人的工位就连接着战
场。”

“不仅要干完产品还要干好产
品。”

“交一枚产品是报国，交一枚
精品是强军。”

……
集团领导的谆谆嘱托、职工

们的热忱表态，都让我心潮澎湃。
其中，最让我深思的，是师傅讲
述的事情。她说 ：“我算是单位的
一名‘老人’。上世纪 90 年代的
一次军演时，我们坚信‘去就要打、
打就要赢’，保证产品万无一失。

20 多 年 过 去 了， 我
也成为党组织的一份
子，我再一次站在为
国而战的队伍里。现
在设计和工艺技术的
跨越让我们有底气说
一句——有战必应！”

那 段 时 间， 她 带
着班组的党员们没日
没夜地拼抢。哪个岗
位 紧 张 就 顶 到 哪 里。
期间还带着班组成员

研制、应用了新的生产设备，使
得我们班组的交付速度始终排在
前列。看着这样的师傅，大家都
佩服得不行，纷纷拿出十二分的
拼劲。那时我也体会到了，争分
夺秒地赶工中，往日师傅反复重
复的基础知识在应对突发技术问
题时，的的确确为我构思解决方
案提供了非常稳固的方向。

同样的体会，一次和师傅在
外场保障中，变得更为透彻。战
机的轰鸣声中，那些平日里我熟
悉的产品好似换了个模样，哪怕
在库房内也难掩锋芒。师傅用酒
精一点点擦拭产品换装时留下的
痕迹，轻声问我 ：“你说咱们没法
上前线保家卫国，靠什么实现价
值呢？”没等我回答，师傅指着
外面已挂上利刃腾空而起的战鹰
说 ：“就是把对祖国的爱播撒在离
蓝天最近的地方啊！”

是啊，这就是我的师傅，她
传道授业，在徒弟心中播撒的是
在祖国需要时能顶上去、站得住
的力量。

师 傅， 我 懂 了， 从 今 往 后，
看我的！ 

| 我的红色之旅 || 我的红色之旅 |

文化 Culture10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姜坤英　联系电话 ：010-58354278　姜坤英　联系电话 ：010-58354278　美术编辑 ：美术编辑 ：韩晓红韩晓红

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  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  

桐庐大奇山之旅
| 陈楚佳

初夏伊始，我约上几位老友，来
到浙江省桐庐县大奇山森林公园踏
青。大奇山森林公园形若莲花宝座，
海拔 600 余米，位于桐庐县城 5 公里
的富春江南岸。

于清晨的细雨蒙蒙中，我们走进
了桐庐大奇山。没入崎岖的青石山路，
敲起阵阵泥土的芬芳。沿着由鹅卵石
铺成的曲径小道进入公园，首先跃进
眼帘的是望不到头的果树林，果树林
有“万亩果园”之称，产有 20 多个
水果品种，包括白梨、水蜜桃、桔、
板栗、杨梅、葡萄……有鸣声清脆的
画眉，形态秀美的喜鹊，色彩艳丽的
雉鸡，以及许多不知名的鸟儿，鸣啭
不休，追逐戏耍，为果园增添了无限
生机。

半山岭的桃花开着，烟雾弥漫中
似一幅粉色的轻纱，笼罩着青翠的山
峰和卧崖。嗅花香若有若无，清新淡
雅。听鸟鸣啁啾回荡山谷，与山水清
音共和。微风轻抚，山间的万物都发

出了音律，回荡在山谷之中。沿着山
路徜徉其间，凝神赏花，或携手缓行，
或卧于花下，让人不自觉体验到回归
自然的那份轻松、悠然和恬静的愉悦
荡漾心间……

沿着山间小路攀爬，道路两旁的
大奇山巍峨耸立，置身山中，透过漫
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林海望去，群峰
横空，峰峦叠嶂，谷深坞幽，白云茫
茫，雾气扑朔，烟雨迷离，层层萦绕。
轻风起时，云散云聚，峰巅若隐若现，
如水中芙蓉。云雾装点着大奇山的景
色，使她显得更加活泼生动，富有魅
力。看远山翠碧如黛，如削的山峰里
涌出清澈的甘露，汇成奇石中的一池
清泉。

登至山路过半，忽听得远处有水
流激荡。转过蜿蜒小路，那如雷般的
声音更为嘹亮。寻声望去，雨中的大
奇山天池在断崖处飞泻直下，裹挟着
清冷沁人心脾。走近些，池水清澈见
底，各色小鱼游走其中，我们痴立在
岩石上，看奇山瞬息万变，听天池钟
鼓齐鸣。不禁想起郦道元的“下临深

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捕，响若洪钟”。
站在最下一层仰望，看着池水三层飞
涛的壮观 ；站在桥上俯首看去，池水
又最终汇成碧绿的清潭，光可鉴人。

回程时已是日落西山，若明若暗
的大奇山仿佛将万物都化入其中，融
为一体。此时再眺望山下，静与动、
显与隐，这般缥缈不可捉摸，仿佛有
了灵性，整个天地因此变幻莫测。闭
目聆听，山间的景色没有了万物的流
动，时间也仿佛停止了。在这静谧无
事里，心也想随此融入山水之中。

雨中的大奇山，带给人的不仅仅
是一场视听的盛宴，更是我们远离喧
嚣、尽享山水之乐、可以栖息心灵的
圣殿。 整整一天，循山间小径，踏幽
谷，赏奇花，听流泉，攀栈道，渡索桥，
自有一番回归自然的情趣。登顶远眺，
梯田层层，农舍依稀，蜿蜒的富春江
像一条长龙，弯弯曲曲伸向天际，置
身其中，仙凡难辨。耳边只有涛声絮
云，眼里只有潭水涧松。正是“水漫
瑶池垂奇山，风动轻雾锁层峦。细雨
飞涛暗香至，难辨此身置仙凡！”

重访延安杨家岭重访延安杨家岭

科研探索的艰辛与幸福
| 游洪华

对于像我这样的一名“90 后”设
计员而言，袁隆平是写进教科书中的
大科学家，但受限于教科书式的简介，
对他从事的事业和科学研究过程、思
考方法却知之甚少。其实，科学研究
就是对未知的探索过程，而这个过程
又是极度艰辛和极度幸福的。

袁老在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中，
充满了这样的探索过程。1960 年，当
他经历了三年“无性繁殖”育种失败
后，改换“杂交水稻”育种方法时，
如何找到天然不育株成了难题。按照
理论，天然不育株在普通稻田里的存
在概率仅在三万分之一到五万分之一
左右。这项工作一直到 1964 年的 7 月，
才有所突破。那时，正值湖南的盛夏，
他顶着烈日，拿着放大镜，沿着田埂，
一行行、一株株、一穗穗地寻找天然
不育株，水稻开花只有十天左右时间，
一旦错过这段时间，要想找到不育株，
那就只能等第二年了，更何况没人知
道天然不育株究竟长啥样。在漫漫稻
海中，寻找一株未知的稻穗，好似大
海捞针。

但就是这样的朝思夜盼、望穿双
眼、苦心孤诣，最终在第 16 天的中

午，检查完 14 万株水稻时，他们发现
了一株“病怏怏”的怪稻，花药不开裂，
即便是经过人力震动，也没有花粉飞
出。经再三用碘化钾检测，袁老才最
终确认，这就是他要找的天然不育株。

历史没有假如，但假如找遍 14 万
株水稻后还未找到天然不育株，我想
他和他的团队还是会等上一年，继续
艰辛寻找。因为真理的味道确实甜，
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在每一次科研探
索中都会存在，这或许也是袁隆平长
达 70 年持续做科研的初心所在吧。

不 久 前， 在 另 一 片“ 稻 田 ” 里，
我也亲身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体验。

“链路再连不上，我们就要返航了，
油量快告警了……”

指挥员神情凝重地拿着对讲机，
现场技术负责人紧盯着监控屏幕。面
对着 50 公里外频频传来的电波，两个
决策者对视了一下，互相都明白对方
眼中的期盼，再试一把！再让机组沿
着试验线路走一遍！

倘若错过这次机会，难得的空域
又得拱手让人。四五十号人的团队得
熬过整个漫长的雨季，才有重新开始
的可能。

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指挥员咬咬
牙拿定主意，再沿着试验线路走一遍，

再试最后一次，注意安全……现场一
位技术负责人突然跳了起来，成功了！
在场的人像着了魔一样，相拥在一起，
试验成功了！作为这一幕的亲历者，
那种兴奋感是无与伦比的，是一种可
以说上三天三夜的喜极而泣。

的确，科技创新的突破没有剧本
可参照，突破的瞬间看上去有灵光乍
现的偶然，但实际上做起来每一步都
相当艰难。百炼成钢，但从来没有一
蹴而就的幸运，光实现籼型水稻杂种
优势利用的技术路线就花了袁隆平四
年多的心血 ；科技创新路上也同样没
有终点，袁隆平的研究生涯面临了数
不尽的质疑和否定，他提出“水稻杂
交优势”，有权威专家指责这是“对遗
传学的无知”；当种子呈现出高产稳产
时，种子产量过低又成了被质疑的原
因。面对质疑，袁隆平没有气馁，继
续观察、仔细研究。也正是有了这样
的研究精神和定力，杂交水稻研究才
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在一次试飞工作中，已是滴水成
冰的季节，加之沙尘暴的侵扰，环境
恶劣自不必说，因为研究领域的超前
性，一开始试验过程并不顺利，不断
延长的测试时间和试验次数，使得一
些质疑声音出现。

“在直升机上使用这种技术可行
吗？”

“做几次验证演示，能验收不就可
以了，为什么还要再反复测试呢……”

在技术负责人看来，在预研阶段
多把理论理解透彻，多做些试验数据，
在装备上推广起来就越快，部队就可
以多一种战法可以使用。面对质疑，
她没有过多解释，而是如袁隆平一样，
继续观察、仔细研究 ：同一个科目已
经试了上百遍，她还是不厌其烦地找
出需要完善的细节，敏锐地发现其中
的不足 ；为了寻找某一次屏幕闪烁的
原因，白天十余个小时的试验数据，
她拿来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分析直至深
夜。也正是有了这种大量试验迭代过
程，追求极致的研究态度，才有了前
文她和团队在试验成功时喜极而泣的
场景。

科学探索总是苦乐并存，唯有矢
志不渝之人方能到达险远开阔之境。

《苦难辉煌》一书中说道 ：世界上，有
两种人，一种因为看见而相信，另一
种则是因为相信而看见。学习袁隆平
的科研事迹，我想他应该属于第二种
人，因为相信真理而看见未来。

我的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