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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瘦的四阿哥胤禛留着他标
志性的胡子，被绘成农夫容貌，下
田赶牛。

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足穿芒
鞋，持缰绳、扶竹竿，在微雨中迎风
站在耙上清理杂草；劳作久了，牛扭
头看看主人，似欲休息片刻……

一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胤
禛耕织图册，生动传神，在雍正帝
登基前由画师仿照康熙帝御制的
耕织图册精绘而成。图册现存52
页，6页为未定稿，其余46页中耕
图、织图各 23 页，每幅画上都有
胤禛的亲笔题诗，并盖有“雍亲王
宝”和“破尘居士”两方印章。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
员李天垠介绍，耕织图出现于南
宋，描绘劳动者耕作与蚕织的场
景，具有十分直观的普及农业生
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促进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清康熙二十
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时观
览到此图，感慨万端，遂命宫廷画
家重新绘制，并予以刊行推广。

农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社稷。
重视农业，不仅国家赋税皆有所
出，人民也会安居乐业。

经过明末战乱，清初农业极
为萧条。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
馆员王光尧认为，随着平定三藩
等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发展农业
生产，继而促进人口增长、商业繁
荣成为康熙帝的当务之急。因而
南巡归来的康熙帝大力推广耕织
图，有着重大政治历史意义。

康熙年间，地荒人稀的局面扭
转，全国耕地面积增加近四分之
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
帝颁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
策，解除农民加赋之苦；康熙末年
到雍正年间，又逐渐推行“摊丁入
亩”，按田亩数量征收赋税，进一步
促进了农业生产与人口增长。

“一些人认为四阿哥制作这本
耕织图册是为博得父皇好感，从雍
正帝即位后的施政看，他打心里认
同康熙帝的重农理念。”王光尧说，
胤禛耕织图册也反映出四阿哥对
汉族人耕读生活的向往。

图册中，几位女子仪态端庄，
或携孩童给田间劳作的胤禛送饭，
或在门口等候归人，或于丰收时节
在旁协助，或踏青采桑。人们其乐
融融，享受着劳动过程，故宫博物
院书画部研究馆员聂卉告诉记者。

聂卉说，胤禛把自己和福晋
的形象代入耕织图册中，他的藩
邸有嫡福晋那拉氏、侧福晋年氏、
格格钮祜禄氏等人。

幼时的乾隆帝，以及近年大名
鼎鼎的“甄嬛”是否与四阿哥一同
出现在“牛郎织女”画面中？聂卉表
示，依据现有材料已很难对胤禛之
外的画中人予以识别，但三百多年
过后，人们仍可从画中看到的是胤
禛阖家对耕织的推重与践行。

胤禛即位后，是否仍像耕织
图册中这样重视农桑？聂卉说，现
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雍正帝先农
坛亲耕图可以给出肯定答案。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陈列保
管部副研究馆员董绍鹏介绍，画
面中的雍正帝身着明黄色朝服，
扶着金色木犁，神情专注；两位耆
老在前牵黄色耕牛，两位农夫躬
身扶犁，顺天府和户部的官员跟
随在雍正帝身后播种。

再一次以下田赶牛的形象出
现在画中，胤禛已不再是耕织图
册里怀田园之思的四阿哥，而是
为天下表率的雍正帝。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先农
坛与紫禁城一并建成，辟出“一亩三
分地”，供皇帝在农历二或三月行亲
耕礼。据董绍鹏统计，明代皇帝总共
亲耕13次，在位13年的雍正帝一人
在先农坛亲耕次数就达12次之多。

而此时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
看来，中国农业在现代农学出现
之前“达到其发展的最高峰”。

四阿哥“有点萌”的农夫形象
和他的农桑情怀也吸引了“95后”
青年的关注。去年，在上海求学的
王雨洛就把胤禛耕织图册选为她
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

“不知雍正帝亲耕之时，是否
会想起当年在耕织图册中暗含的
心愿已经达成。”王雨洛说。

胤禛耕织图册：

四阿哥下田
赶牛的样子，见过吗？

听文物讲故事·牛年说牛

◎新华社记者 翟翔

新春将至，年味更浓；就地过
年，年味不减。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今年春节很多人选择就
地过年。为了让异乡人能过上一
个舒适安心年，沈阳的年货市场
年味浓浓，推出很多备受“就地过
年”人青睐的“家乡味”，仿佛最懂
异乡人的思乡之切。

北京烤鸭、哈尔滨红肠、南京
盐水鸭……位于沈阳市浑南区兴
隆大奥莱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来
自全国各地琳琅满目的“家乡
味”，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挑选。

筹备年货，是春节必备的仪
式。“家乡的疫情出现反复，为减
少人员流动，今年我选择在沈阳
过年，但是年货肯定少不了。”常
年在沈阳工作的黑龙江绥化小伙
向项告诉记者，一个人在外过年，
也要仪式感满满，只有置办了年
货，吃到了专属的家乡味道，才算
过年。“好在东北三省的年味儿有
很多相似之处，想吃的家乡味儿
沈阳都有。”

“今年政府倡议就地过年，我
们超市的每件商品都进行了严格
的消杀，并特意推出很多新品，满
足外地人的购物需求。”沈阳市浑
南区兴隆大奥莱超市的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
的特色家乡味品类更为丰富齐
全，明显更受消费者喜爱。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了沈阳
多家商超发现，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同时，大多数超市都会精准
服务异乡人，为他们量身打造特
色家乡味，以此满足“就地过年”
人的浓浓思乡情，让他们切实收
获“心安吾乡”的幸福感。

“回不了家，更加想念家乡的
腊味。”头一回在外过年的 90 后
四川小伙张健认真挑选年货，“腊
肠、腊肉是四川人的年夜饭必备
菜品，能够在沈阳吃到四川的腊
味，暖心又暖胃。”

“虽然不知道今年留在沈阳过
年的外地人有多少，但我们的产品
卖得非常快。就目前来看，像稻香
村糕点、川味儿腊肠等明显比往年
卖得好，甚至供不应求，不管是线
上还是线下。”沈阳市一家盒马鲜
生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就地过年，线上线下的家乡
味同步售卖。记者在盒马鲜生、美
团外卖等多个App搜索页上搜索
特定的家乡味道，“柳州螺蛳粉”

“武汉热干面”“重庆担担面”等速
食产品一应俱全。

“我下了好几单柳州螺蛳粉，
准备囤起来过年吃。方便快捷，味
道也不错。”准备留在沈阳过年的
广西女孩张清说，最想念的就是
家乡的那口螺蛳粉，虽然味道和
家里的比还是差了点，但能解思
乡之愁，也很心满意足。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是中
国人最具生命情感的日子。一口家
乡味，慰藉未归人，聊解一乡愁。

就地过年，也能吃上家乡味
疫情防控下年货市场年味不减

◎新华社记者 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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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点位

历史评价

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
陈列馆

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龙欣雨 摄

太平渡渡口纪念碑。
龙欣雨 摄

古蔺县太平渡：

在这里，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

太平镇古街道的清代民居建筑
保存完整、鳞次栉比，充满了古朴的
韵味。四渡赤水战役期间，中央红军
机关全部驻扎在镇上，因此，镇上的

“长征街”分布着80多处当年红军短
暂停留生活过的驻址。在这条光荣的
老街上，只要稍上点儿年纪的老人对
当年的历史都会津津乐道。

从长征街沿着石梯拾级而上，中
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
坐落在太平镇地理位置较高的地方。

为纪念长征的伟大胜利，弘扬红
军精神，1958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
批准，太平镇建起中国工农红军四渡
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陈列着200多件

当年红军留下的弹药武器和日常生
活用具。“现在的陈列馆是2008年建
成投用的，原来的老陈列馆已经满足
不了越来越多的内容承载和参观承
载。”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
陈列馆馆长胡元炯说道。

陈列馆里，有一组塑像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一个小男孩正在给在
墙壁上写“当红军去”标语的红军战
士递墨桶。

胡元炯告诉记者，塑像的原型就
是今年已经 95 岁的车盛寅老人。离
休后，车盛寅回到镇上，在家门口的
老黄桷树下摆一张桌子、几条凳子，
设立“红军故事天天讲”义务茶园，为

远道而来的游客免费泡好茶水，义务
给他们讲述红军故事。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从长征精
神中汲取营养的古蔺县将“乐观·自
强·神采飞扬”设定为新时代的古蔺精
神。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古蔺县已于
去年年初顺利脱贫摘帽，迈入新征程。

陈列馆左上方，坐落着四川长征
干部学院四渡赤水分院，古蔺县委党
校副校长黄启明介绍，学院挂牌以来，
已经举办了多批次的培训班，仅去年
就举办了85期，培训学员4000多人。

“依托伟大的长征精神，这里已经成为
当代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在走好新长
征路上汲取力量的精神高地。”

四渡赤水是红军自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
利，彻底扭转了战略转移中的被动
局面，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从一渡赤水进入古蔺
县境，到四渡赤水离开古蔺县境，辗
转54天。太平渡是“四渡赤水”的轴
心地区和重要渡口，第二次和第四
次渡过赤水河就发生在这里，进行
大小战役十余次。

1 月 20 日，腊月初八，当

天是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赶

集的日子。

天微微亮，古镇上就热

闹了起来，在这个位于川黔

交界的镇子上，熙来攘往的

不只当地人，更有不少来自

只有一河之隔的贵州习水县

隆兴镇的群众，他们经过一

座新修的跨河大桥——太平

渡大桥，或步行或骑摩托车

而来。

而太平渡大桥所跨的便

是赤水河，这条如今响当当

的美酒河，见证了著名的四

渡赤水战役。

◎魏杰 龙欣雨
四川日报记者 高启龙 魏冯

铸起一座丰碑 纪念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935 年，中央红军分别于 2 月
18日、19日和3月21日、22日，第二
次和第四次从太平渡一带渡过赤水
河。此外，这里还发生了有名的太平
渡阻击战，红军战士接连击溃军阀部
队与地方反动民团超过三千人。

为铭记历史，讴歌“四渡赤水”的伟
大胜利，1958年，利用当年红军渡河时
的一军团司令部驻地和中央领导同志
休息室旧址，古蔺县在太平镇建起了中
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
1977年，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太平渡渡
口处，一座专门的纪念碑又拔地而起。

太平渡陈列馆讲解员杨平介绍，

1935 年 1 月 28 日，随着土城战役打
响，本来按计划准备北渡的红军与敌
人陷入对峙僵局。这时，毛泽东同志当
机立断放弃原计划，指挥红军主力轻
装西渡赤水河，首次进入古蔺境内，从
而开启了在当地前后持续54天，穿越
当时全县66乡38个场镇的转战……

“红军二渡赤水时，曾住在我家
里。在堂屋借宿一夜后，第二天一早就
主动打扫卫生……”见证过当年场景
的镇上老人回忆，“红军刚来时，不少
老百姓吓得躲了起来。但大家只要接
触过红军，就发现他们非但不可怕，反
而还是保护百姓的好部队……”

据介绍，等到红军第四次渡赤水
河时，太平镇的老乡们再也不躲了，
转而热心地为战士们提供住房、粮
食。不仅如此，因渡河需要木板搭浮
桥，当地群众都热情支持响应，甚至
还有人因为没有多余木板，把门板、
楼板、墙壁木板等拆下来给红军。此
外，考虑到当时缺乏铁丝连接木板，
当地群众还积极帮助红军找竹子，以
连接木头浮桥，确保红军顺利渡河。

如今，赤水河依旧滚滚流淌，太
平渡渡口继续见证着人民群众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强起来的沧桑巨变。

弘扬一种精神 走好当代人的新长征路

1935年1月至3月，红军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化被动为主动，演绎了
长征中光彩神奇的军事篇章——“四
渡赤水”。其中，红军第二次、第四次
渡过赤水河都是在古蔺县太平镇太
平渡口一带。就让我们通过3个小故
事感受历史的温度。

故事一：打土豪分田地

古蔺东南部的回龙场有个叫“云
庄”的寨子，内有亭台楼阁，外有高大
石墙，环绕护庄水壕，还安放两门大
铁炮，扼守当年川黔大道的隘口。正
是倚仗着“地利”，“云庄”主人、当地
反动民团长官曾庶凡多年来一直压
榨乡邻、为祸一方。1935 年，在红军
第一次渡过赤水河，途经当地时，便
遭到来自“云庄”的袭击。

于是，在二渡赤水期间，红军于
1935年2月15日晚包围“云庄”，并于
次日傍晚越壕翻墙，攻入寨中。战斗中，
反动团丁纷纷缴械投降，曾庶凡从暗道
仓皇逃跑。17日，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
审、镇压了“云庄”里作恶多端的大管家
等曾庶凡的帮凶，并将相关土地及寨子
里的钱粮全部分给当地贫苦百姓。

故事二：赠参救母

一渡赤水后，红军路过太平镇走
马坝时，适逢当地贫农方少周 69 岁
的老母亲病重在床，危在旦夕，而家
里人却无钱医治。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住在方少周

家的一位红军营长主动前去看望病
人，并把自己珍藏的人参无私奉献了
出来给方母熬汤。

服了参汤后，方母病情大有好
转。老人的命保住了，方少周全家老
小喜不自禁，连连感谢红军。后来，这
位红军营长随部队开拔离开了太平
镇，但方家几代人始终念念不忘其

“赠参救母”的恩情。

故事三：开仓分盐

在军阀、地主与奸商的压榨与盘
剥下，赤水河两岸的贫苦老百姓一度
吃盐非常困难——即便许多人干起

“背盐工”，每天辛苦劳作，但盐依然是
“奢侈品”。以至于在古蔺县二郎镇，当
地还有首民谣：“好个二郎滩，四面都
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

1935 年 2 月 18 日，一支红军部
队攻克二郎镇。在军阀开在当地的盐
号“四公益”，红军举行群众大会，宣
传党的主张。会上，贫困老百姓纷纷
揭露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并表达对
吃盐的渴望。

第二天，红军便打开盐号仓库，将
奸商囤积的6万斤盐全分给了当地贫
困老百姓。随后，红军又截获了另一家
奸商“集大成”盐号尚未卸下的12船
盐，也陆续分给了当地劳苦大众。

经过三天三夜，待分盐完毕后，
这支红军部队才渡过赤水河，跟随主
力再入黔北。

四川日报记者 高启龙 魏冯 整理

3个小故事
感受“四渡赤水”的历史温度

讲述人：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讲解员 杨平

四川党史上的今天

●1965 年 2 月 5 日 中共
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南局《关
于成立攀枝花工业区人民政
府的请示》，同意成立攀枝花
特区人民委员会。

●1978 年 2 月 5 日 省委
作出《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
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对放
宽搞活农村经济重新作出十
二条政策规定。
（四川日报记者 袁婧 整理）

2月5日

讲述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在中华文化里，

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
征。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
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
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
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前进道路
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能吃
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
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
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

历史辉煌。（讲话全文另发）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
同志和老同志出席团拜会。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中央党政
军群各部门及北京市负责同志，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离退休老同志
代表，著名专家学者及首都各界人
士代表。文艺工作者在团拜会上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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