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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罗宝山，62年前，是黄石日报社的一名
记者。打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记得父亲跑得最勤的地
方就是黄石日报社，他一辈子向全国各地报刊台寄出
了无数封投稿的邮件，其中最多的也是《黄石日报》。
父亲在他回忆录里说，他的人生起点有两处，一是到
大冶钢厂当工人，让他懂得了工厂和工人；二是到黄
石日报社当记者，开启了他大半辈子的新闻生涯。

辛勤笔耕，喜结报缘

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就回家务农。
他很爱学习，为了写好字，没有钱买纸和笔，白天劳动
间歇时，就折断一根小树枝当笔，在地上认真练习；夜
晚睡觉时，他用右手无名指在床上那张破旧的草席反
复书写。父亲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但常常写出格，我
想这也是父亲当年在艰苦环境下练习书写留下的习
惯吧！可以想象，父亲为了心中的一个梦想付出了多
少艰辛的努力。

1956年7月，伯父罗承宝给湖南老家发了一封加
急电报：大冶钢厂招工，速来。正在井下挑煤的父亲，
高兴得扔掉煤筐，一口气跑回家里，拿起行李就往火
车站奔。

在炼钢厂当工人的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
他很爱学习，别的工人下班去逛街跳舞，父亲就一个
人在宿舍里看书。他凭着一股拼劲，白天上班，业余
时间负责给工段办黑板报，晚上就趴在床上写稿，投
递给《黄石日报》等报刊台。

1957年9月1日，父亲第一篇文章《打响了第一
炮》在《黄石日报》第二版刊发。这篇报道反映的是当
年父亲所在的冶钢修理车间砌炉工段49名新工人在
老师傅的带领下，虚心学技术、忘我干工作，保质保量
地第一次圆满完成生产任务的事迹。当青年工友们
看到报道后，赞扬父亲说：你真是一炮双响啊！你写
的文章登了报不说，也让我们沾了光，非常感谢你
了！父亲拿着这份凝聚着心血和汗水的报道，心里也
暗自庆幸“终于打响了第一炮”，更坚定了他要用手中
的笔为企业、为工友歌功颂德的决心。不久，第二篇
报道《师傅、兄长》，在《黄石日报》第四版刊发。每每
看着自己写的文字，印在报纸上，在工友们手中传看，
彻底激发了父亲的写作热情。他白天在大冶钢厂上
班，晚上熬夜写稿，仅在当年9月父亲就在《黄石日
报》发稿4篇。

从此，给《黄石日报》写稿，成为父亲工作之余的
全部内容。父亲很勤奋，每天上班，在炼钢炉旁记录
下他的所见所闻，下班回到宿舍就写，经常写到深
夜。父亲有把一篇文章写完才睡觉的习惯，直到他担
任《冶钢报》总编辑，好新闻不过夜的习惯仍在延续。

父亲成为《黄石日报》的骨干通讯员后，写稿更加
勤奋。1958年5月，为了报道冶钢新建的平炉炼出的
第一炉钢，父亲深夜冒雨爬到冶钢四门桂竹坪山上职
工宿舍里采访，浑身淋得透湿不说，摸黑下山时还摔
了一跤。他忍着伤痛，连夜写好《为了第一炉钢水》，
隔天就在《黄石日报》登载了，车间领导赞扬道，这篇
报道对工人的鼓舞很大！

父亲的勤奋努力终于梦想成真。1960年3月1
日，父亲被调到黄石日报社任记者。那是一个阳光明
媚的下午，报社发给父亲一支崭新的上海造的英雄金
笔。它13.5厘米长，笔杆米黄色，笔筒是银色不锈钢，
笔挂黄澄澄的。从此，父亲把金笔当宝贝，随身带着，
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珍惜。白天，他用这支笔
写稿，晚上，这支笔和衣服一起挂在床头上，伴随着他
入眠。别人向父亲借什么东西他都不吝啬，唯独这支
英雄金笔，他宁愿得罪人，从不轻易借出去。父亲特
意将此事写成了一篇通讯《报社给我一支金笔》，发表
在1989年10月24日的《黄石日报》上。他深情地叙
述道：“50年代用这种金笔的人很少，我也是头一回。
回到大冶钢厂采访，工人们非常羡慕，鼓励我说：‘你
要用这支金笔，多采写工人，多报道工厂的生产’。”

身佩金笔，如上战场

2017年11月，我写的《怀念我的父亲罗宝山》在
《东楚晚报》上发表，网络平台转载后，被大冶有色报
原总编辑欧阳宴看到后，他流着泪在文章后面留言：

“悠悠岁月我们一同走过，您在大冶钢厂骑着自行车
到处采访的镜头仿佛就在昨天。每次见您通宵熬夜
写稿而布满血丝的眼睛，让我实在感动！”

欧阳宴叔叔今年80多岁，身体非常好。回忆起
当年在黄石日报社和我父亲一起做记者的经历，欧阳
叔叔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穿着黑色的中山服，左边
上口袋里插着那支英雄金笔，从不离身，时常在随身
携带的采访本上记录着什么。

今年，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黄石日报》创刊70
周年。我被邀请参观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现在
的黄石日报社不再是当年的黄石港路边的简陋的小
房子，20多层的大楼里，采编排板都是计算机操作。
明亮的办公室里，记者们全是用电脑写稿。尽管有手
机，外出采访，笔和本子还是要带的。于是，父亲当年
在黄石日报社所领的英雄金笔，又被老一辈的记者同
行们提起。

当年，市委决定把父亲从工矿企业调进黄石日报
社，被分配到了铁山记者站。父亲当年手握英雄金
笔，在工厂、矿山采访时奋笔疾书的情景仍然留在一
些老前辈印象中，他就像一名战士，不管酷暑寒冬、落
雪下雨，深入矿井、奔赴炉前，写工人的先进事迹、报
道工厂的生产发展。厂矿的领导和群众见他来了，又
是递茶，又是送毛巾，赞扬道：“我们就是喜欢你这个
工厂出来的记者”“你是专写工人的好笔杆子”。每当
听到这些话语时，父亲总是谦虚地说：“我手中的这支
笔确实不错，但我水平还不够，没有把工人的英雄事
迹写好。”

小时候，我一直以父亲是位新闻记者而自豪，喜

欢看他用那支金笔写稿的模样，夏天炎热他就把脚放
在装满凉水的桶里降温挥笔直书，冬天冷就躺在被窝
里把头缩在里面保暖埋头书写。据母亲回忆，那是
1961年元旦期间，她正在湖南零陵师范教书，经老家
的亲戚介绍，事先说好在元旦放假期间和父亲见面相
亲。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几位亲戚都挤在母亲
狭窄的宿舍里，母亲也期盼着心中的大记者早些到
来，谁知从早上等到晚上，一直不见父亲的身影，母亲
又急又气，委屈得一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亲戚
到城里打长途电话询问，原来父亲正在赶写一篇反映
黄石市砖瓦厂工人先进事迹的稿子《工人本色》，要抢
在春节前刊发。父亲在电话里反复地道歉，过了不久
还专门给母亲写了一封道歉信，并附上一份登载这篇
报道的《黄石日报》。于是，这次见面相亲被整整地推
迟了一年多。每当提起这件事，母亲总是嗔怪父亲：

“当时我真是想跟你吹了”。
父亲在黄石日报社工作两年多，一直奔波于工矿

战线上，不仅在800多个日日夜夜，写出了八十多万
字的采访笔记和新闻稿件，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新
闻采写经验，他撰写的“经济新闻要写出‘三新’”“把
经济报道渗透到企业生产经济活动中”等等论文，先
后发表在《冶金记者》等杂志上。他深深地感谢黄石
日报社对他的培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在报社的
工作经验带回冶钢报社，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不断地在记者和广大通讯员中传授和交流。至今，许
多冶钢报社的老同志还记得，在谈起经济新闻采写的
体会时，他最爱说的经典句子就是“练笔先要学炼钢”

“写出的新闻要让内行称赞好，要让外行看得懂”“报
道不能光唱‘四季歌’，要唱出新特点的‘龙船调’”等
等。他采写的获奖新闻作品《“土大哥”背“洋媳妇”》
就是最好的写照。这篇报道于1991年9月先后发表
于《黄石日报》《湖北经济报》等报纸上。写的是当年
冶钢重点工程170毫米无缝钢管厂，从德国引进的重
达950吨关键组合设备到达黄石码头，冶钢工人克服
困难，苦干加巧干将这个庞然大物安全运抵建设工地
的事迹。父亲在采写中自始至终追踪事件发展的来
龙去脉，深挖细节、化解枯燥的数据，运用大量动态式
的语言进行叙述，如“四十四天漂洋过海来到长江的

‘洋媳妇’”“庞然大物乖乖地从长江水面向坡岸徐徐
移动”等等，将冶钢工人敢于挑战世界难题的精神风
貌表现得生动形象。像这样主题鲜明又有散文意境
的新闻报道，在父亲的新闻作品集《钢花璀璨》里可以
找出很多。如“内秀还需外美”“四炼钢分厂成为冶钢
一枝花”“烧掉骄气”等等。

心系日报，笔耕不辍

1962年，父亲从《黄石日报》调回大冶钢厂《冶
钢报》。仍然用这支英雄金笔采访、写稿。久而久
之，笔尖写秃了，他走遍全市所有的修笔店，没有一
家能换这支金笔尖的。后来打听武汉市有专门换金
笔尖的商店，父亲花费三元多钱，专程跑到武汉换了
一个新的英雄金笔尖。36年来，这支钢笔笔尖已经
换过9次了。

虽然父亲担任了冶钢报社总编，但他时刻不忘用
这支金笔为《黄石日报》写稿，仍然把自己看作是《黄
石日报》一名普通的记者、一名骨干通讯员。他在冶
钢还长期担任对外报道组组长，把《黄石日报》作为对
上报道的首选报纸，制订考核办法、培养通讯员队伍，
自己带头身体力行。1984年，父亲在《黄石日报》的
发稿数量激增，一直延续到1995年。仅1988年，他
就在《黄石日报》、《湖北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362篇，其中，在《黄石日报》
发表200多篇，占60%左右。他本人连续多年被黄石
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冶钢也多次被评为通讯报道
的先进集体。

有些通讯员写的稿件难以见报，为此非常苦恼。
他就苦口婆心地把自己的体会和切身经历讲给他们
听。许多冶钢通讯员至今还记得他当年讲课时说的
几句话：“先要沉下去，才能上得去”。“稿子是磨出来
的，不是写出来的”。

他采写通讯《百年老厂的新貌》的实践，就是对这
种新闻理念最好的诠释！这篇报道反映的是大冶钢
厂职工自力更生闯新路，推动企业变化发展的内容。
为了准确地描述十里钢城的外景，父亲特意凌晨去海
观山等待着看日出；为了采写一线工人为国争光争分
夺秒炼优质钢的场景，他深入被夏季炎热和炉火闷成

“八卦炉”的现场采访；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钢城夜景，
父亲傍晚只身登临西塞山顶，用英雄金笔记录着灯火
辉煌的十里钢城“炉火冲上天，顶住日不落”的磅礴气
势。他忘情地坐在山上，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那天
晚上没有月亮，父亲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下山，跌跌撞
撞中还是把脚给崴了，第二天脚肿得像个面包，完全
不能走路。

冶钢宣传部长刘邵看了父亲的病假条，赶到家里
来看父亲。父亲正坐在床上赶稿子。见刘部长来了，
赶紧让我母亲倒茶。“深更半夜，黑灯瞎火地爬西塞山
干什么？”刘部长十分不解地问父亲。父亲高兴地把
刚写好的《百年老厂的新貌》给刘部长看。刘部长摸
着父亲不能动弹的腿，感动地说：“你这应该报工伤
呀！”“没事。算病假。我这英雄金笔没丢就行了。”父
亲冲着刘部长扬了扬手中的英雄金笔。

母亲抱怨地插嘴，说：“他呀，昨天晚上被人背回
家时，大呼小叫地把我吓坏了。先以为是腿摔残废
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找他的采访笔记本和那支宝贝
钢笔。”父亲不好意思，像小孩般天真地笑了。原来，
采访本和那支钢笔被送他下山的农民一起装在他那
只黑提包里送回了。父亲虚惊一场，仍然心有余悸地
说：“我一摸口袋，笔不见了，当时头就大了。”刘部长
十分感动，他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钢笔，仔细端详着，感
叹地说：“老罗啊，宣传部的人都说你有支好钢笔。看
来，这支笔是真的不简单！”

1995年，父亲已到了60岁的退休年龄了，仍然采
访、写稿，当年在国家、省市报刊台发表新闻30多
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3月10日发表在《湖
北日报》上的《冶钢集团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从
中使我深深地感触到父亲那颗热爱祖国、热爱黄石、
与时俱进、永不服老的心。

金笔为媒，父母情深

黄石日报社发给父亲的英雄金笔，是父亲的挚
爱，也是我们家的宝贝。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知道了
一个个关于英雄金笔更多的故事，在对往事的追忆和
品尝中，英雄金笔在我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这支英雄金笔，见证了父亲和母亲的爱情。
1962年，父亲第一次去湖南零陵师范见我母亲，就带
着这支英雄金笔。父亲把英雄金笔插在中山装的左
上口袋里，金灿灿的笔筒露了出来。

门卫问父亲找谁，父亲笑着从左边上衣口袋里，
掏出英雄金笔，在白纸上写了“傅普云”三个字。这三
个字，父亲在旅途中的绿皮火车上，用英雄金笔写了
上十次。

门卫是个农村来的大爷，没见过这么好的钢笔，
揉了揉眼睛，这才看清楚，这个穿四个兜的年轻人，胸
前戴着几枚“军功章”。“啊！还是名军官。”其实，父亲
身上佩戴的是大冶钢厂先进生产工作者奖章。门卫
大爷拿起小纸条，一路小跑地去找校长。

校长听完门卫对军功章和金笔的描述，看着纸条
上工整有力的书法，马上喊教务主任，快去教室请傅
普云。

母亲还没和父亲结婚，就记住了这支英雄金笔。
此后，父亲常常举着这支笔在母亲面前炫耀，说，这是
他一生中最美好时刻的见证。

有一次母亲要去教育局听公开课，自己的笔忘
在办公室。出门时找父亲借那支英雄金笔，父亲拒
绝了。

“有什么了不起，笔尖也不是真的黄金。”母亲生
气了。

“不是黄金，当年零陵师范看门的大爷怎么形容，
那金笔，团长才配。”

“你骗谁呀！儿子都知道，英雄金笔就是英雄牌
的铱金笔。”

拿着书包上学的我，转身安慰母亲。“等我长大
了，给您也买一支金笔。真正的黄金笔。”

母亲苦笑着拍了拍我的肩。“算了，买不到。那支
英雄金笔，是你父亲的命。”

1999年，我去上海创业。当时公司在上海，有些
业务却在新疆。尽管我是民企负责人，但什么事都得
亲力亲为，跑市场、找订单，忙得没时间回家过春节。

第二年春节，父亲托人给我带了封信，我一看那
熟悉的字迹，就知道父亲用英雄金笔写的。“在年轻
时，我因为脾气不好，入党较晚，影响了提干。后来，
提干需要文凭，我高小毕业（实际是小学），能够担任
报社总编辑，实在是党组织的培养。我怕辜负党组织
的信任，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情管得很少，你
们兄弟三人全都是你们母亲带大的。现在你们已经
长大成人，你们的母亲也退休了。以后你在外面赚钱
了，要带母亲出国旅游。”

父亲去世近10年后，2018年我和母亲去英国，任
教一辈子的母亲提出要去牛津、剑桥大学看看。在剑
桥大学文学院，母亲竟然要买一支派克钢笔。我反复
耐心地跟母亲解释，派克和英雄不是一个品牌。母亲
生气了：“我一定要买一支金笔带回家，给你父亲写字
用。”那一刻，我鼻子发酸，用手支撑低下的头，想起高
小毕业的父亲，竟然用一支英雄金笔，写出几百万字
的文章，就买下了母亲看中的派克铱金钢笔。

母亲回国后，把那支派克铱金笔，放在她的枕头
边上，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起来看一会。

三年前，母亲突然说：父亲回来了！那是一个金
黄色树叶落满地的秋天，母亲拿着绿豆在凉台上呼唤
着小鸟：“宝山啊，您回来了……”

母亲把小鸟当做父亲！2019年10月，我以工作
过的大冶钢厂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钢的城》在《十
月》杂志上发表，母亲竟然往杂志封面上撒些绿豆，放
在簸箕上，等待着小鸟飞来。

母亲坐在那里喃喃地说：“宝山啦，这本书里有你
儿子写的小说，里面有你工作了一辈子的大冶钢厂，
有你报道过的平炉、二炼钢、四炼钢……有你的同事，
有你的英雄金笔，你快来看看吧。”

难忘那青青的绿豆汤、高高的平炉台，殷殷慈母
心、浓浓父爱情！我的眼眶湿润了，蹑手蹑脚走过
来，陪着母亲等待着。看着那只灰脖子的小鸟从空
中飞过来，落在杂志上，一口一口，慢条斯理地啄食
着绿豆。

中午吃饭时，母亲恍惚中似乎想起了什么。她跑
去床头，拿起了那支派克铱金笔，放在记者证上。

眼前的一幕，让我再也止不住眼泪，失声痛哭。
父亲！天堂里的记者父亲，您还好吗，您是不是

又在天上用您的英雄金笔写通讯报道。您回来吧，父
亲，儿子想您啦！

父亲把他在《黄石日报》发表的文章裁剪下来，
贴在本子上，报纸多了，几十个笔记本堆了满满一个
大纸箱。我们家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都会把不用
的东西或者暂时用不上的东西清理掉。而这个大纸
箱子却成为我们家的宝贝，搬到哪带到哪，一直保存
到现在。

在父亲墓地，我将父亲发表在《黄石日报》的文章
用火柴点燃，燃烧的文字化成星点纷纷扬扬在空中飘
浮。父亲完成了他宣传黄石的使命，从农村到城市，
从工人到记者，凤凰涅槃般，用英雄金笔写下的几百
万文字在空中飞舞。火越烧越大，迸裂的火化作了满
天星，照亮着父亲眼见着飞速发展的大冶特钢、黄石
日报社……

H 节令之美·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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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江亭

立秋话农耕 劳者歌其事
○ 王立彬

今年8月7日，立秋。
作为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的“立”即开始，“秋”乃禾熟，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意义重大。今年是“晚立秋”，让人们对农业
丰收有更多期待。

作为华夏先民的伟大创造，指导农事的重要工具，节气以
“农夫心里似汤煮”的农业生产为中心，而非以“王子公孙把扇
摇”的闲适生活为中心。农谚有云：“七月立秋样样收，六月立秋
样样丢”“早立秋，满山丢”“早立秋，灰溜溜”。因为如果农历七
月“晚立秋”，不管夏收作物还是秋收作物，都有足够的生长时间
和热量，长势好、产量高；而如果是农历六月“早立秋”，天气很快
转凉，作物生长时间和热量不充足，长势受影响，产量跟不上。
品读这些农谚，可以体味其中饱含的中华农耕文明“顺天时、讲
地利、重人和”的大智慧。

烈日酷暑，汗滴禾下，农事尤其辛苦，正应了《春秋公羊
传》中的名句——“劳者歌其事”“秋后一伏”，对谁来说都难
熬，但对农民和农业来说却十分宝贵。立秋是秋季的开端，意
味着庄稼开始结果孕籽，从南方到北方，立秋前后是“双抢”大
忙季节。从拖拉机到无人机，虽然越来越多现代工具取代了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力，但四季流转不会变，这方水土不会
变，现代农业生产仍浸润着农业生产者的无数汗水和心血，仍
然暗合着春种秋收的自然规律。在迫切需要“让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当下，我们更要在立秋之际，表达对
辛勤耕耘在农业战线的万千劳动者的敬意和礼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传统农事节气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蕴含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生产规律、自然规律的深刻
认识，具有科学的内涵和丰富的文化价值。认识立秋，感受立
秋，体验立秋，就是触摸农耕文明的根须，从生生不息、春华秋实
的文化之根获取永不枯竭的动力。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十分重
视立秋，因为这是通往金黄丰收季节的开端。从立秋开始，

“秋处白秋寒霜降”，从中国农民丰收节到中秋节，每一个节
气节庆，都承载着“共说此年丰”“粮稳天下安”的美好希冀，
都是穿越时空贯通古今、对中华农耕文明和劳动人民的一曲
赞歌。

立秋说“秋”
○ 朱筱 王珏玢

“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8月7日迎来
立秋节气。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它的到来是否意味
着入秋？“晒秋”“咬秋”指的是什么？气象、农业专家为您立
秋说“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副教授江晓东说，立秋虽
然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讲，此时气象学
意义上的秋季还未到来。立秋节气通常在“三伏天”里的中伏期
间到来，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

“立秋时节，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处夏季，天气依然很热。
此时也是台风活跃时期，多发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江晓东说。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敛也”的记
载。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羊杏平解释，立秋
的“立”有开始之意，“揫敛”是收敛的意思，即此时农作物开始
成熟。

“立秋时节是中稻、玉米、大豆、棉花等作物开花结实的阶
段，需水量大，充足的雨水可以为丰产奠定基础。所以民间有

‘立秋雨淋淋，遍地生黄金’‘立秋三场雨，秕稻变成米’等俗语。”
羊杏平介绍说。

立秋不仅是重要的节气，还是我国重要的岁时节日。民间
有立秋这天“晒秋”“咬秋”“贴秋膘”等习俗。

“晒秋”指的是我国一些地区农民利用自家窗台、屋顶等晾
晒农作物以便贮藏的一种传统农俗。

“咬秋”也叫“啃秋”，是指在立秋日多吃西瓜，以求解暑
防燥。

“人们一般还会选择在立秋日吃肉，意在‘以肉补膘’。”羊杏
平解释说，但从营养学的角度讲，“贴秋膘”不一定非得吃肉，尤
其不适合肥胖超重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建议多吃绿叶
菜、薯类、馒头、酸奶等发酵类的食物，少吃肉类。普通人群“贴
秋膘”也要适量，不宜暴饮暴食。

秋蝉停在树干上 李华 摄

一世报缘金笔情
○ 罗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