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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小 甸
李振秀

因初识水粉新鲜劲，每到一个地方，
我第一眼就瞄天际线和地平线， 想把映
入眼帘的风物定格，在心底暗暗起稿。

到小甸也不例外。
自去年随县文联组织开展的“送欢

乐下基层”演出走进小甸镇后，这是我
第二次来小甸。

远观， 小甸是安徽寿县瓦东名镇，
寿县革命摇篮。古时，是瓦埠去合肥驿
道上的一个小店 ，后渐成集市，明末清
初小店衍称小甸集。其境内有西周时期
汪古城遗址、春秋时期狄青寺遗址和汉
代筑城、鲁古城、邵老湾遗址。还有汉代
田铺小古堆、曹王岗小古堆、双湾大古

堆、后新庄双古堆、老牛山古堆等古墓
葬，是一个历史深厚的地方。

近看， 在中国版图上找寻小甸集，
得用大倍数的放大镜。 若翻新中国史，
在开篇附近，三烈士曹渊、曹云露、曹少
修以及曹鼐、马家礼、韩孟平、涂德文等
无数烈士前仆后继披荆斩棘呼啸而来。
1923 年冬，这里成立了直属中央领导的
中共小甸集特支，是安徽省最早成立的
农村党组织， 是第一面红旗诞生地，彪
炳史册，毫无争议。现在，这里建有三处
纪念地：中共小甸集特支旧址、曹渊烈
士故居、寿县革命烈士陵园，是安徽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纸上学来终觉浅。这次来，我想走
走烈士生前走过的乡路，看看这片红土
地上新作物的长势。

曹渊故居修葺一新，土墙草顶，可窥
农耕时代景象一二。 东北方有一处瞭望
楼，当时定居于村庄的至高处，是守望平
安的双眼。故居外有池塘，满当当的一塘
水，照见天上的流云埂边的垂柳。当年，
曹渊在外读书，曾把木瓜引种来。《诗经》
里的木瓜可换琼瑶琼琚， 恰如年轻的曹
渊怀瑾握瑜心若芷萱的理想， 拜别乡亲
父老，把妻儿留在乡土，以青春之躯换取
珍贵的民主独立， 护佑每一个物种和每
一粒种子，在故乡，在中华大地，向下扎
根，向上开花结果，供养子子孙孙。

木瓜树已经没有了 。 他的故居旁
边， 一小簇一小簇的波斯菊开得热烈。
几株枣树、石榴、桃树分行站立，它们在
风中互致问候， 小毛桃小尖嘴红了，引
得雀鸟抱着桃枝不放。一朵美丽的桃花
变成了一枚鲜艳的桃子，生命在悄然不
觉的时光里发生着奇妙地改变。一粒种
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 不论过了多少时
候，仍旧是它自己。一粒种子若是落到地
里死了，被剥夺被掩埋，便会经历着生命
的奇迹， 地平线上就会出现木瓜桃李榆
枣椿槐楠檀……这多么像他，像他们，这
粒粒革命的种子，牺牲埋葬，换来了一批
批崭新的生长，组成了此后的时代。

1924 年夏天，上海大学党组织派遣
党员胡允恭和凤台县的吴云等 6 人在
小甸集曹小郢子开办了小甸集淮上中
学补习社，同时，建立了淮上中学补习

社党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今天，在复
建的补习社，可见被塑复原的一群热血
青年为探求真理求知若渴的场景。由此
可见，从那个时候起，或者更早，老区人
民就对教育非常重视。英雄就义，英魂
还乡，既然是种子的生命，定有赓续的
基因。 小甸距离县城和合肥市不远不
近，为方便老区的孩子上学，有识之士
斥巨资建起了高标准的万瑞中学，学校
教学设施先进， 师资力量雄厚， 可供
3000 多名孩子接受优质教育。

小甸镇地处江淮丘岗地带，地面高
低起伏，岗冲相间，土壤系黄棕壤与水
稻土， 属季风性亚热带半湿润气候。除
丰产传统的水稻、小麦、油菜、棉花、豆
类等外，多种蔬菜、水果在此找到了佳
美居所。在大棚里，见到种植的贝贝南
瓜， 它们用须蔓抓住园丁搭建的铁丝
架，缓缓直起腰身，把自己的小绿灯一
排排挂将出去，这翡翠的果实，捧在掌
中，如它的名字一样，可心至极。据说，
此瓜蒸熟，甜糯有致，不愠不火，是现在
所提倡的低碳环保养生的餐桌上新宠。
除贝贝南瓜外，还有瓜蒌子、黄蜜桃等，
这都是出现在小甸地平线上的新物种。

走至这里， 心中的画卷基本有谱：
选定天际线和地平线，用普蓝、青莲、深
红调黛天晚云，用银白让每一个英烈星
宿飞至天幕。地平线上，橘红落日，山上
群青巍峨，林着无边苍翠。近处，流水洒
金，稻菽滚绿，一群褚色飞鸟冲向天际。
当然，要留白，我得把更多的白留给远
方，留给明天。

浅 议 治 水
余益环

我耳闻目睹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国家水利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也曾写
了《福荫世人歌》之七绝：“愚公移山壮
志多，切岗劈岭筑长河。 碧波荡漾禾苗
壮，福荫人间万代歌。 ”可怎么也达不到
入木三分的程度。原因在于我正生活在
校园中，远离治水工地；参加工作后的
近 20 年间与文墨打交道， 疏于修路筑
堤之工，所以这一块我还是待于启蒙的
学生。

孩童时的我，就熟听了父辈们的口
头禅 ：三年干 ，三年淹 ，三年蝗虫遮满
天， 说的是黄淮地区历史上的多灾多
难，好景甚少。 后来在一些史料上看到
的记载， 证明老人们的口说不是凭空
无据，而是社会的现实。 中国的元朝时
期，淮河就有过多次决口，吞没大片良
田及蝗虫袭击之灾， 造成半壁山河破
碎， 村落城邑化为废墟的现象， 形成
“春燕归来无栖处， 赤地千里少人烟”
的悲惨局面。

数百年过去 ，山河依旧 ，只有共
产党才是治山治水 ，改天换地的领头
人 。 新中国成立之初 ，毛主席就发出
来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号令 ，在
这一号令指引下 ，亿万大军投身到治
淮的浩大工程中 。 各级成立了相当
规模的治水机构 ， 省级为治淮委员
会 ，它的名字我至今熟记于心 ，缘于
读初中时突发脑炎 ，没能及时治疗 ，
病情恶化到命在旦 夕中的地步 ，校
方几次请来省驻淮委员会的大夫诊
治 ，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我自
然由衷感谢党 ，感谢治淮委员会的白
衣战士 。

淮河治理， 始于1951 年冬至 1957

年冬，连续七载，它的总体工程是疏浚
河道， 加宽培厚堤坝， 成为上游的寿
县 、霍邱 、颍上三县人民的神圣任务 。
每年的入冬时节，淮河两岸红旗招展，
人群涌动，挥锹擦汗，抛硪夯土的号子
声， 构成了治淮的壮观场景和时代的
画卷。

一分劳动一分收获，半个世纪过去
了， 寿县人民虽没能完全避免水患之
害，但颗粒无收，庄园毁坏，无家可归的
悲惨却一去不复返了，就连持续一个多
月降雨，全县交通受阻，水位高达海拔
24.64 米的 1991 年，人们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下，依然平稳地跨过了难关。 水患
虽时有，但均为内涝所致，与淮河泛滥
不相干。

再说寿县中部迎河区域内的迎河
航道，它与大河相比是小河，没有多大
的名气，可它是寿县水利建设上的一座
丰碑。 上世纪的 1958 年至 1959 年，寿
县人民政府动员全县人民参战，东临沛
东干渠，西至沛河，本地挖成河长达 30
多华里，名曰“迎河航道”。 它兼负迎河
区域内 30 多万亩的农田灌溉和安丰塘
泄洪的双重作用。 在交通不便的当年，
这条河海通航了一度客运，解除了一方
百姓的徒步之苦。

忆往矣，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作为
蹲点联系工作的身份，我曾亲临泄洪工
程的中心沟和疏浚工程的沛河工地，穿
上“解放鞋”，脱下旧棉袄，与社员一道，
挥锹铲土，肩挑泥巴，夜卧地铺，滚爬了
一个工期又一个工期。

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挥
汗如雨的治水人群不复存在， 可历史
让人陶醉，那种红旗飘飘、人海涌动的
场景，何尝不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呢！ 正
因为如此， 祖国版图上才出现了千支
万条水系和河网化的现实， 如今的农
家人方才徜徉在旱涝保收的田地里 ，
享受五谷芳香。

孙状元献奇珍
刘文勇

公元 1865 年冬，即同治 3 年，咸丰
九年状元孙家鼐，奉命调回京城，任内
阁大学士。孙家鼐向同治奏本，说，寿州
有奇珍，可治陛下之头晕。

孙家鼐说，明朝元年，娘娘马氏回
凤阳祭祖，因头晕，几乎要死。凤阳邻城
寿州渔民得此消息， 献淮王鱼一条，治
好马娘娘头晕病， 洪武帝龙颜大悦，免
了寿州地方十年捐税。

载淳说，我知道，淮王鱼是淮河的
精魂， 它是武帝叔叔淮南王刘安宴请
宾客之佳肴，所以叫淮王鱼。 此鱼，在
康熙年间出现一次，大帝曾食此鱼，言
鲜美无比。 遗憾的是，从康熙帝至今，
已二百余年，淮王鱼像是绝了迹，再无
现身啊！

孙家鼐说，臣闻老辈人说，此鱼逢
明君必出。臣想，当今陛下之英明，此鱼
定会现身，伺身于帝，根治帝之晕疾。

载淳叹口气说，民间人讲，快活似
皇帝。朕当了七年皇帝，却不快活。你们
不知道，这头晕之疾，多么折磨人。爱卿
若能治好朕之头晕，乃天下第一大功臣
也。

孙家鼐不敢怠慢， 带精干随从，快
马回寿州。 到寿州，不见官，不会客，连
亲朋好友也不及相见，径直到淮河渔民
孟二小的船上。

孙家鼐与孟二小有段缘份，可谓生
死之交。

孙家鼐二十岁那年，渔民孟二小是
奇人，他在水中停住呼吸，能达半小时
之久。但受豪门欺凌，妻被侮辱，他本人
被抓入狱。 眼看这桩冤案即成铁定。 但
寿州才子孙家鼐，不畏强暴，走出书斋，
仗义执言，为孟申冤。 州官见是孙家鼐
呈送的状纸，不敢怠慢，精推细察，查明
真像，惩治了恶犯，还了二小公道。从此
二小把孙家鼐当成大救星；而孙家鼐也
把二小当作亲密兄弟。

孙家鼐在四川道任职，二小千里迢
迢，送来一尾淮王鱼。二小说，孙大人天
明圣清，淮王鱼现身了啊！我蒙你恩威，

它进入了我的网中。这是淮王鱼要我谢
大人天恩啊！

孙家鼐手抚二小之背，说，你不要
叫我大人，我一直把你看成兄弟。 你千
里迢迢送淮王鱼，这份心意，我心领了。
但孙家鼐没食此鱼，而是送给他管家吃
了。这个管家患头晕病，已达三十余年，
食下淮王鱼，一个月后见效。

所以，孙家鼐敢向同治皇帝说淮王
鱼现身的话；也敢保证能够抓到淮王鱼
献给同治皇帝；还敢断言淮王鱼能够治
好同治皇帝头晕之疾。

孟二小听了孙家鼐的叙说，对孙大
人说，为孙大人效劳，万死不辞。但我要
对恩人说实话，淮王鱼生在八公山黑龙
潭内，它轻易不出来。此鱼，有十八种鱼
鳖虾蟹的保护，能捉住淮王鱼，要经过
十八道关。 去年，我第一次闯黑龙潭抓
住那条淮王鱼，是九死一生。但为大人，
我心里是高兴的。这一次，为皇上，我要
拼上命，二闯黑龙潭，即使死了，也是值
得的。

孙家鼐不知道、也没想到捉淮王鱼
这么艰难。但已对皇上夸下海口，再说，
治好皇上头晕，是为国为民谋福啊！ 作
臣的、为民的，能说什么呢？

孙家鼐对孟二小说，兄弟，你这次
二进黑龙潭，是为国家和人民，我代表
国家和人民感谢你！ 说罢，他深深地向
孟二小鞠了一躬。

真是马不停蹄， 孟二小带孙家鼐，
还有伴随孙大学士的快马，一齐来到八
公山的黑龙潭的水面上。孟二小打点停
当，一个猛子钻进水中，孙家鼐在船上
等啊等啊，五分钟、十分钟……直至三
十分钟，二小还是没有出水，孙家鼐急
得要死，他在心里，已经一千遍、一万遍
地求过老天， 让孟二小抓住淮王鱼，平
安地归来！

孙家鼐的祈祷成功了，孟二小终于
浮出水面，他面露喜色，却是有气无力
地对孙大人说， 我捉到了三条淮王鱼，
这是托大人、皇上的鸿福！

根 据 地 唱 起 花 鼓 灯 歌
苏登芬

潘集区是一个农业大区，也是红色
文化浓郁的地方。 这里是历史上就已形
成的花鼓灯窝子；这里是早期高皇地下
党组织和齐王庙特别党支部基地；这里
是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这里是
全国有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革命
先烈们曾经在这块热土上冲锋陷阵，奋
勇杀敌， 流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

潘集曾经是新四军六八八团将士
奋勇抗敌的地方，潘集境内的儿女为之
英勇奋斗不惜流血牺牲。 期间王怀友、
王保官、王保昌就参加中共地下党在架
河齐王庙办起的贫民夜校，传授革命的
文化知识和启蒙教育，尔后王怀友三人
则以花鼓灯艺人的身份深入沿淮岗湾
和草湖王家普及教唱《穷人歌》，歌词大
意是 :穷人真可怜，少吃又无穿，终日去
讨饭，小巴狗向前，汪汪来咬俺，左手抱
孩子，右手提着篮，大叔二婶喊了多少
遍，讨饭实在难，冻得打颤颤，站了多时
无奈何，只得回家转，野菜煮白水，全家
泪潸潸。 革命歌曲和革命道理的熏陶，
后来《穷人歌》被编成了《花鼓灯唱段》。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军
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意深。 使很多
同志思想进化，决心跟着共产党，为推
翻封建剥削制度而斗争。 于是广大农民

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农民运动。
接着花鼓灯老艺人编了 《参加新四军》
的歌:“要想不讨饭，跟着新四军干，丢掉
竹杆拎枪杆，坚决去抗战”。 也有劝郎当
兵的歌:“花鼓一打脆生生， 知心话儿哥
哥听，民族危难正用人，哥哥报国有决
心，送你去当新四军”。 尔后老潘集街流
传民谣:“新四军来到潘集街， 打得鬼子
真惨败，反动派不敢把头抬，根据地一
天天扩大起来！ ”“大淮河，八公山，家乡
就在淮河岸，东村伙伴去砍柴，西村伙
伴去种田，个个都是英雄汉，南山有虎
大家打，鬼子来了大家砍。 ”再有:“花鼓
一打咯登登，四面八方来玩灯，远的不
过三、五里，近的都是南北村，不擦粉、
不点灯，逢年过节开开心，玩灯都是根
据地人”。

解放后， 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花鼓灯老艺人这样唱道:“穷人翻身真正
好，扭起秧歌送代表，代表送去开大会。
讨论田地要分配，分田地自己累，分牛
马自己喂，穷人从此不受罪 ，穷人翻身
真得味”。1953 年，安徽代表团参加全国
歌舞会演， 著名花鼓灯艺人王考千、武
佩选作为代表团成员，去京参演并参加
“五一”联欢，王边舞边唱道 :“岔伞一举
出彩云，锣鼓带来祝贺声，玩灯召过人
千万，五三年会演来北京 ，五月一日大

游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总结报告我
们听，花鼓灯传人有精神，四海一片欢
呼声”。 1954 年遭遇特大水灾，歌词是:
“1954 年发大水，洪水冲倒淮河堤，淹没
村庄淹倒房，高田洼地翻波浪，人民救
星共产党，帮助我们救灾荒，发粮食、发
寒衣、发展副业搞救济，小孩他娘俺的
妻，不能全靠政府帮，你去捕鱼砸石头，
我去带头修河堤”五七年、五八年，时赶
大跃进，革命热情高涨，大挖沟塘建水
渠的工地上:“一道水渠宽又长， 弯弯曲
曲到俺庄，本来天旱未落雨，哪来清水
灌满塘，若问清水何处来，干劲降住老
龙王，上天迎来银河水，地下挖出大水
仓”。 “文化大革命”期间，花鼓灯被视为
黄色、下流，被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
潘集建区以来，花鼓灯艺术得到长足发
展，老艺人和一批后起之秀，创作了大
量的花鼓灯新歌 :“一脚踢开穷过渡，潘
集大地起宏图，煤矿电厂平地起，都是
通天大项目，机轮滚滚马达响，农村处
处起余辉，举贤荐能新风开，工农并进
振声威”。 “大呼隆、清水汤，责任制、似
蜜糖，口喝甘露感谢党，干活再累也值
当”。 改革开放四十年， 潘集人民歌道:
“改革开放四十载，中华复兴国力强，教
科文卫新发展，人才兴旺奔小康 ，工农

商学一起上，城市乡村换新装，和谐社
会讲文明，依法办事太平洋”。 在潘集区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老艺人
唱道:“面朝黄土背朝天， 一代一代往下
传。 三黄五帝夏商周，唐宋元明无变迁。
共产党领导把身翻， 锄头变成方向盘。
犁耙种收机械化， 乡巴佬洗净泥腿子。
彻底摆脱土老冤，农民种地不交税。 国
家还给补助钱，以人为本是根基，事事
处处都为民”。

新时代的今天，根据地人民扬眉吐
气:“十九大来领航， 建设社会主义新思
想，实行改革大开放，实事求是闯新路，
顺形势抓机遇，根据地人大变样，习大
大视察到安徽，又指明了新方向，允许
土地搞流转，说到百姓心坎上，全区上
下齐努力，大协助再创新辉煌。 ”“新潘
集新时期，彩灯照得天地明。 根据地变
成大乐园，城乡一片欢笑声，感动了仙
感动了神，离开天宫下凡尘 ，玉皇大帝
抢扇子，王母娘娘盘板凳，嫦娥扭起兰
花舞，七仙女排队来游春，齐天大圣玩
不上，急得老打筋斗云，潘集大地光景
美，天上人间分不清”。

花鼓灯从根据地唱起，唱红了潘集
大地， 唱出了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变化，
这优美的韵律，伴着新时代的中国梦传
遍四方……

戊 戌 君 子 与 正 阳 关
时本放

1898 戊戌年肃杀之秋，一场史无
前例的变法从揭幕到落幕，快得令人
目不暇接。 这年 9 月 5 日，年仅 24 岁
的福建人林旭奉光绪帝诏从寿州正阳
关入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四
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
走，参与新政要务，是谓“军机四卿”，
他们每日与光绪帝筹划新政，激浊扬
清，剑指旧政深弊 ，“百日维新 ”迅速
掀起高潮。 两周后，以慈禧太后为首
的保守派 ，发动政变 ，当街戮杀六君
子，林旭是其一，废除了新政纲，踌躇
满志的新政大戏在刀光剑影中戛然落
幕。

林旭一生苦短，才华横溢，超群轶
伦，生前却与正阳关有割舍不断的关
系，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便居住在正
阳关。 他留下的《晚翠轩诗集》中，有
吟诵南堤桃花的诗句。 就义时，他的
岳父沈瑜庆还任安徽皖岸督销局（驻
正阳关）总办职务，他的少年挚友、当
年曾与林旭夫妇同在正阳关的李宣
龚在悼诗中写道：“寒风今九月，忠骨
返郊次。 孤嫠泣淮水，一叔怆山寺”，
如实地刻画了林旭就义后，妻子沈鹊
应在正阳关盐署倚门瞩望，在淮河边
孤独痛泣的凄惨一幕。

1896 年，即光绪二十二年 ，署理
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林旭岳父沈瑜庆
办皖岸督销局，专销南北商盐，督销安
庆、庐州、池州 、宁国 、太平五府及滁
州、和州二直隶州，驻大通（今属铜陵
市），林旭时年 21 岁，夫妇俩随沈瑜庆
赴任。 同年七月，接任两江总督的刘
坤一又委派沈瑜庆办皖北督销局，驻

寿州正阳关，林旭夫妇又随岳父由长
江南岸转赴淮河岸边的正阳关。

正阳关盐署是林旭此生中最后一
个住所 ，他在这里生活 ，也从这里出
发，北上京津，南去沪杭，义无反顾地
投身新政。 当时福建以陈衍为代表的
诗人，创办了“同光体”诗苑，诗风风行
闽中，陈衍及诗词大家陈书和沈瑜庆
外甥李宣龚等人，也随同沈瑜庆来到
繁华的正阳关，一行人由江南来到淮
河边。正阳关盐署衙门有书屋百余间，
林旭随岳父住进盐署后，见住地场所
宽大，便把他在大通创办的“晚翠轩”
书房移来。 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也喜爱
诗词，这一时期沈瑜庆与女儿女婿和
外甥李宣龚等每日与陈书切磋诗律，
吟诵新作，沈瑜庆有诗道：“懒向先生
问字，却输娇女填词”，足见当时情形。

正阳关扼守淮 、颍 、淠三水之咽
喉，是淮河中游重要水运枢纽，七十二
水通正阳。 在正阳关，林旭每日吟诵，
诗兴盎然。 正阳关段有个南塘，如同
在淮河岸边张起一湾水屏障，往来客
船可泊此避风躲汛。 春天里，淮河上
桅来帆往，南塘边柳绿花红，林旭与朋
友每到此，便频频吟诗。 有次漫步南
塘堤上，林旭反复吟咏“淮水东流思不
尽，春阳欲暮日初长”，春天将要过去，
白昼开始变长，诗人的思绪如同淮河
水一样，无边无际。 甲午战败后，目睹
国家积弱积贫的现状，林旭苦苦探索，
愤懑在胸，跃然纸上。

光绪二十一年春，清廷在甲午战
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
条约》。 5 月，林旭在京与同时参加会

试的举人 “发愤上书， 请拒和议”。 8
月，康有为在京沪发起成立强学会，为
中国自强而立， 林旭是其中一员。 不
久， 北京强学会遭慈禧太后封禁。 一
年后，林旭在淮河岸边作《正阳关孔子
庙诗》，挂念强学会同仁，与维新派人
士遥相呼应， 诗中写道：“去年海内兴
学会，推原讲习为膺惩。 纪年上溯孔
子卒，见者适适疑且惊。 ”强学会以孔
子卒年为纪年， 引起保皇党和守旧大
臣的疑惧。 当时国难临头， 林旭认为
需 “固宜志士慷慨起 ，引臂疾呼寐者
醒”。 呼吁仁人志士慷慨奋起，振臂疾
呼，唤醒沉睡之众，争取自强自立。 林
旭此时奔走于京皖之间，身在淮上，心
系神州。 借参谒正阳关孔子庙， 发出
自己的吼声。

风雨飘摇的大清迎来光绪二十四
年，此时林旭两次来京会试，结识了变
法维新派中坚人员康有为、 梁启超，8
月下旬， 曾任福建学政的王锡蕃将林
旭、严复等四名优秀人才向朝廷举荐。
9 月 5 日，光绪帝颁旨，林旭等四人着
加四品卿衔，参与军政事宜，这一时期
光绪帝颁发诏谕，由林旭起草者居多。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捕杀
林旭、谭嗣同等六君子。 林旭赴义时，
面不改色， 仰天大啸：“君子死， 正义
尽！ ”，噩耗传到正阳关，沈鹊应悲痛
欲绝，服毒殉夫而逝。

斗转星移， 往事如烟。 今捧读烈
士林旭的《晚翠轩诗集》，品嚼百年前
这位异乡青年志士的欢喜和哀痛，令
人更加怀念行吟淮上的那个自强不屈
的青春身影。

小甸集特支纪念馆外景（资料图）
正阳关（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