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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马加鞭未下鞍，红色基因血脉传。

2019 年，是红军长征出发 85 周年，也是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日子。

夜深人静，伫立于室。

耳边响彻“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 的诗句；眼前是长征行进地图，遵义、

仁怀、赤水河、乌江等等饱含中国革命历史的

地理词汇，让人读懂“红色基因”的发源地。

从 1921 年到 1949 年， 再到 2019 年，我

们迎来了新中国，走进了新时期，跨进了新时

代。 我们有幸见证历史，更有责任传承精神。

今天，我们以贵州境内的红军长征路线为

蓝本，由现在而过去，从历史向未来，在从未停

歇的长征脚步中，阅读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在采访中， 我们思考从国家到民族再到

个体，在不同时代节点和历史环境下，对“长

征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于是，在今年“七一” 之际，就有了《红

飘带上的新篇章》这组报道。

湘黔交界的草坪村， 是中央红军贵州后

经过的第一村寨。 这里高达 90%的植被覆盖，

是侗家人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这句话，在洪州镇

草坪村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种树， 涵养

了水源；丰富的水资源，使稻田旱涝保收，还

能养鱼；砍了树，又能卖到一大笔钱。

“我们这里的人，一生就是不停地种树、

砍树、种树。 ” 47岁的吴现果说。

今年春上，吴现果以间伐的方式，在约 8

亩地的山坡上，砍了一批杉树卖给木商，得到

11万多元货款。

林子是 20 年前他外出务工时，家里人种

在坡地和茅草坡上的，面积约有 20多亩。

在山坡上的耕地，或是茅草坡种树，是草

坪人传统的土地经管方式， 也与这里传承了

数百年的营生有关。

明代， 在离草坪上游半个多小时路程的

洪州镇，设有卫所。 屯卫制度，这是明代的一

种国家管理和开发模式。 而包括草坪在内的

整个洪州镇乃至黎平县，在旧时的开发中，伐

木是重要的项目之一。

伐木给当地人带来巨大收益，并世代相传。

吴现果说，门口的洪州河，下游是沅江。

从他懂事开始，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村

里通了公路，洪州河里的木排才逐渐消失。

但人们不是一味地砍树。“砍倒大树后，

要种小树，还要年年抚育。 ” 吴现果说，这种

经管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在吴现果外出时，家里的劳动力不够，父

母就带着家人种树，将耕地种上了树。经过前

三至五年的砍草等管理后， 小树就能长到一

人多高。 15年后，木材逐渐成熟，20年便能成

为商品木材。

“这是典型的‘父辈种树，儿孙乘凉’ 。 ”

吴现果说，这些年，要不是当年种下的这片林

子，家里早已支撑不了了———他妻子患病后，

长期住院治疗、服药，需要大笔的钱来维持。

草坪村的种树模式，不属于国家退耕还林

政策范畴，也没有补贴，完全靠村民的自愿。

因为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村民们积极性

很高，以至于在草坪村的山坡上、房前屋后，

看不到空闲的土地。“每次砍完就要栽，像种

庄稼一样。 ” 吴现果说。

在草坪村，村民砍树并不是整片地砍，而是

砍大留小。 这种方式，在林业上的专业术语叫做

“间伐”，既能让成熟的木材产生经济效益，同时

也避免了成片砍树导致严重植被破坏。

近五年时间， 吴现果间伐了约 20 亩杉

木，但又种了 50多亩。 “新种的树，有的已有

碗口粗细。 ” 他说，十多年后，儿子成年，这些

树也就能够成材了。

1000多人的草坪村， 大约有近 50%的人

在外务工。这些人出门前，大多会像吴现果当

年一样，在无力耕种的土地上，种上杉木后再

出去。然后，每年夏、秋季打电话回来，请留在

村里的人帮忙两次砍草， 直到小树长到超过

成年人的身高。

因此，尽管每年都会有不少树被砍掉，但

由于是砍大留小、及时补种和抚育，林木生长

速度快，草坪村的植被覆盖，不但没有下降，

还比 20年前还增加了近 30个百分点。

“原先，人们没出去，都留在家种地谋

生，林子自然就少。 ” 吴现果说。

最近几年， 草坪村人对间伐后的林地补

种， 也发生了新变化———很多人认为种树伐

木见效慢，而且砍树的审批手续越来越严格，

每年能获批的指标越来越少， 一些人在间伐

杉木后，利用采伐迹地种植油茶树、钩藤等。

还有一部分人，利用天然林下的空隙，种

植仿生天麻；在有一部分人，将森林中渗出的

泉水，引入稻田，把侗家人传统的稻田养鱼规

模扩大，再捞鱼制作侗家腌鱼，再网销出去。

吴现果说，油茶是一个好东西。随着人们

越来越注重健康饮食，茶籽油的价格，前景看

好。“一斤茶油，能卖 50元。” 他说，管理到位

的话，一亩地能产 60 至 100 斤茶油。 村里的

油茶林面积，有 1000多亩。

油茶产业， 也是洪州镇升级传统林木经

营的长效新兴产业之一。 很多像草坪这样的

村，近年来都开始重视油茶树，有的还搞起了

标准化种植基地。

吴现果是村里同龄人中少数几个上过高

中的人之一，被选为村委会委员，担任村委会

会计一职，但也正是油茶，让他有了新焦虑。

“文化这个问题不解决，村子的未来就

缺少活力。 ” 他说，村里人的生活，不能仅停

留于吃饱、穿好上，还应有更多的追求。

草坪村的油茶林，从没修过枝、压过条，

产量极低，就连每年除草的都很少。“一株 20

年左右的大树，遇到丰年，茶籽产量也不过 10

斤，最多出两斤多油。 ” 他说，这种局面的原

因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该如何通过修剪、压条，

促使油茶林多结果、结好果。

“村里就没出过几个大学生。 ” 吴现果

说，有的孩子贪玩，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

在草坪村乃至整个洪州镇，每年都要抽干

部和职工、老师，去做辍学孩子和家长的工作，

尽最大努力把孩子留在学校。

“有个孩子辍学后，干部和老师去找，他

躲进了山里。 孩子的家长埋怨干部和老师

‘就是你们来找造成的’ 。 ” 镇里的一位干部

说，好在这个孩子后来被安全找到。

吴现果有两个儿子， 老大 20 多岁了，在

外打工，小儿子今年上小学六年级。他现在把

家里出读书人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上。

“原先在外打工，没管好老大，以致孩子

初中毕业就不读了。 ” 他说，这些年不再出

去，是希望留在家陪伴生病的妻子，也看管小

儿子，“不能再让他走哥哥的老路” 。

在洪州镇，像吴现果这样留在家，专心管

孩子的家长，不在少数。

他们希望，孩子能像种下的小树一样，茁

壮成长，成为有用之才。

八十多年前的 1934 年底， 经历了血战湘

江的中央红军，在湖南通道转兵，借着高山和

茂密森林的掩护，进军贵州。

当年的刺蓬村， 一个修建在河边平台上，

有几十户侗族同胞居住的小村，成为中央红军

入黔经过的第一村。

寨子里清乾隆年间修建的鼓楼，仍保存较

好。据称，入黔首夜，红军首长就住在这座鼓楼

里。 后来因伤病留在刺蓬的一位刘姓红军战

士，是当年的警卫战士之一。

这位警卫战士， 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村支

书，带着大伙种杉木、种油茶，还说服村民接纳

了来自广西、湖南等地的流浪者，分给他们土地

和房屋。他去世后，人们把他安葬在红军当年进

村小路旁的山岗上，在周边种满了油茶树。

因为大小村合并， 刺蓬村已改名草坪村，

有 280多户、1200多人， 比原先扩大了两倍以

上，经济条件相对本镇其它村好许多。 村里的

规划是， 到 2020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8000元。

现在，每到农闲季节，人们依然会坐在楼

里的火塘前，商议村里的大事。

商议的大事中，包括对“红军桥” 的例行

维护和修缮。

距离鼓楼不远，是水流平缓的洪州河。 一

架木桥，横跨河面，它是红军过河前往黎平县

城的通道。

这座桥，被大家称作“红军桥” 。

中央红军由此渡过洪州河， 经洪州镇，于

1934 年 12 月 15 日攻占黎平县城。 12 月 18

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与红二、

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向遵义进军，并计划

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用木头直接架在河面上“红军桥” ，每年

涨水时，都会被冲毁。但每次冲毁后不久，大家

都会重新把桥架起来。 每次重修桥梁，村民们

会从自家的林地里，砍来合适的木材。

上游百米处，已有了一座可通行车辆的现

代桥梁。

“红军桥” ，作为通行的功能已被弱化。它

和村道旁的老井一样，是作为一道景观，一处

历史记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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