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子

孤江，又名泷江，是长江流域赣江东岸最
大支流，流经永丰县、吉水县、吉安市，主河长
148公里，流域面积3084平方公里。

到永丰县龙冈畲族乡采访孤江河长，是 8
月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

一下车便如置身火炉，阳光耀眼，蝉虫嘶
鸣，风止树静，一会儿就汗流浃背。由于久晴
少雨，一路上，一些河溪几近干枯，而孤江一河
却清水荡漾，未见河床裸露。行走在孤江河
畔，湿润的河风徐徐拂面，耳边鸟鸣声声，倍感
凉爽惬意，孤江河畔的廊亭绿树掩映，长椅上
坐满了休闲消暑的畲民。

乡政府水务站的同志说，这是孤江流域
生态治理和孤江河长管护得力的成果。孤江
的河长，职责不只是管河，重在保护全村的生
态环境和水安全。源头，要防控污水废气排
放；山头，要保护森林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堵
塞河道；地头，要防止农药化肥和养殖污染；
岸头，要防止群众在水工程管理范围内违法
采砂、乱建乱挖；户头，要宣传治水、护水、节
水等知识，引导村民注意公共卫生，合力营造
绿色家园……

各级河长为了孤江一河清水荡漾，倾尽
全力，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其中，龙
冈畲族乡三位河长的故事，就是这一群体的
缩影。

一

第一次到龙冈是６月。事先跟龙冈村孤
江河段河长张新放约好了，可到他家时，他居
然天亮前就带着干粮去巡孤江了。“自从担任
了村里的河长，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
管空气！孤江才是他的家，你们去江边找他
吧。”张新放的妻子李清华一边对我们抱怨着，
一边忙着打理家务。

看着屋外的大风大雨，我们决定去走走
张新放的巡河路。雨伞挡不住狂风暴雨，我
们顷刻间就被淋得浑身湿透。沿着孤江，在
崎岖泥泞的山间小道上跌跌撞撞地前行了几
公里，仍未见到张新放的身影。

风雨中，视线模糊，泥路难行，我们摔了几
跤，险些跌入洪流滚滚的孤江。为安全，我们
放慢了脚步，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联系不上
张新放。我们着急了：“老张不会有事吧？”家
住河边的村民兰新明宽慰道，早上还看到“张
河神”带着工具巡河路过，他在河边长大，水性
不赖，应该不会出意外。我们继续前行。兰新
明给我们每人找了根木棍当拐杖，一来可防
摔，二来可防蛇。

兰新明说，张新放这个“河长”，其实是义
务管护孤江的志愿者，乡亲们都叫他“张河
神”，可没有半点取笑他的意思啊，是对他的尊
重！走着走着，不经意间已近中午。这时，雨
小了，山水之间云雾缭绕，依稀可见野鸭、鸳
鸯、鸬鹚、白鹭在河中觅食，与河畔绿树掩映的
民居，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图画。过去，见到
野生动物，有的畲民会想办法弄上餐桌；如今，

“张河神”上岗，已无人打猎了。兰新明边走边
说着。

约莫半小时，看到远处一个步履匆匆的身
影向我们走来。“不好意思，我失约了。”张新放
走近我们，连声道歉。这位中等身材、脸庞黝
黑的汉子腼腆地挠挠头，神色有些疲惫，手指
上黏着五六片创可贴。

张新放说，昨晚听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
大到暴雨，就睡不着了，得报告实时雨情、水
情、工情及灾情，于是早早就去巡河了。在清
晨巡河时，发现有头小牛掉进河里，就匆忙跳
进水里把小牛救了上来，手机却被洪水冲走了
——难怪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

我们边走边聊，没听到张新放一句喊苦叫
累的话。

如今，随着孤江沿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以及大家对河长工作的肯定，李清华也渐渐理
解了丈夫的工作。“其实，他舍小家顾大家义务
管河，赢得了乡亲们的支持和尊重，我也脸上
有光。”李清华不无骄傲地说。

二

罗先祥，龙冈畲族乡孤江表湖村河段的
河长。作为村河长，岸上的源头污染防治最
令人头痛，有的村民习惯了任意排放生活、生
产污水和倾倒垃圾。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
抬头见，阻止他们排污如果操之过急，红起脸
来，就不好相处。

罗先祥摸索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治理之
道，既落实好规定动作，又有自创动作。

首先是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建设水生态
文明的决心，告诉群众治水是利国惠民的公

益之举，它不只是河长的事，也是广大群众自
己的事。

这道理，群众都明白。但落实起来，就不
容易了。

长期无规划的畜禽养殖，畜禽粪便已成
为农村的主要污染源，对水生态环境安全和
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
影响。为此，按照政府的要求，今年表湖村制
定了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及宜养区划分
方案，对拆除养殖场的农户给予经济补偿。

限期整治通知传达到养殖户，大部分人
都表示支持，并按照方案落实到位。但有的
养殖户因为养殖场地理位置好、经济效益好，
养殖设施拆除迟迟不见行动。

罗先祥急了！他磨破了嘴皮子，说尽了
好话，但工作效果还是不理想。养殖户说应
该拆，却找各种理由恳求缓一缓，每天还是照
养不误。几天后，罗先祥不作声了，拒拆的养
殖户心中窃喜，以为老罗就此罢休了。岂料，
之后，罗先祥天天带着工具，顶着烈日，为拒
拆的养殖户清理畜禽粪便，不让污水流出养
殖场。养殖户有些过意不去，但心中暗想：只
不过是装装样子逼我拆吧？我倒要看你罗先
祥能够坚持多久。

那段时间，正值盛夏，烈日炎炎，室外温
度超过 40℃，畜禽粪池异味刺鼻，但罗先祥
天天挥汗如雨，默默地坚持清理畜禽粪便。
燠热的天气，过度的劳累，一天中午，罗先祥
突然双腿发软，趔趔趄趄，双眼一黑，扑通一
声，栽进了粪池。拒拆户听到响声，急忙冲
过来，看到昏厥在粪池里的罗先祥，惊叫一
声，赶紧将他救出，清除掉他耳鼻和嘴里的
粪便后，用农用车将昏迷不醒的罗先祥送到
医院抢救。

经过救治，罗先祥苏醒过来。几天后，康
复出院的罗先祥，又带着工具来到养殖场，准
备清理畜禽粪便。然而，他看到的是，养殖场
已被拆除，场地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短短几个月，表湖村禁养区内的畜禽
养殖场全部拆除，限养区内的养殖场也得
到规范。

三

一条流域的生态好不好，汛期遭遇大雨后
河水是否清澈是重要标准之一。如果水较清，
则说明流域生态较好；如果河流浑浊，则是流
域山川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造成河床逐
年抬高，天长日久，会形成悬河。因此，保护好
流域生态，河长不仅要当好“河神”，还要当好

“山神”。
畲民的母亲河孤江，即便发生洪水，河流

也不会浑浊；即使有时稍浑浊，雨停后也能很
快恢复清澈。这要归功于两岸茂盛的植被。

江头村孤江河长庄金传的日常工作就是
河中清污、山头护绿。

易毁一片林，难造一片绿。护水累，护绿
也苦。庄金传笑着说，下水打捞垃圾、上山保
护林木，都是体力活，正好可健身减肥呢！

有一天，正在巡山的庄金传听到砍树声，
因山高林密，一时看不到砍树人，他高喊：“谁
在砍树？”砍树人回应：“我。”“你是谁？”“不告
诉你。”“不要乱砍树！”“砍我自家山上的树，你
管不着！”砍树的咚咚声还在继续。

庄金传循声找去，发现正在埋头砍树的汉
子不是江头村的人，他大声喝道：“住手！你偷
伐树木还这么气盛，我要抓你去派出所！”那汉
子做贼心虚，猛然听到庄金传的叱咤，惊得手
一抖，扔下柴刀，拔腿就跑。

气恼的庄金传紧追了上去，脚下没有路，
他在齐身高的柴草、荆棘中往前冲。还未跑出
20步，前脚踏空，重重地摔进一个大坑，左手掌
被荆棘刺穿，鲜血直流。

逃离庄金传不远的偷树汉子听到惨叫声，
意识到庄金传遇到危险了，于是急忙回头，找
到受伤的庄金传，为他拔除了荆棘，嚼了一把
草药止血。

“我又没有偷走一棵树，你这样玩命地追，
何苦呢？”汉子说。当他听完庄金传的身份介
绍，不由竖起了大拇指，表示今后再也不会盗
伐树木了，还要劝告其他人不能破坏水土保持
的生态林。

尾 声

孤江，是一条文化的河、乡愁的河、生态的
河、绿色的河。千年前，欧阳修乘舟渡江，依依
不舍地告别山清水秀的家乡，步入从政乐文生
涯，做官如水清白，著文似水灵动，成为唐宋八
大家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
农红军反第一次大“围剿”告捷，在孤江河畔
活捉敌首张辉瓒，护卫龙冈人民得解放。毛泽
东击水畅游孤江，洗却战尘，满怀豪情挥毫赋
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绿色畲乡，生于水。生态畲乡，水为魂。人
文畲乡，水为脉。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今
日龙冈，入选江西省生态旅游 50强，被命名为

“国家级生态乡镇”。
在“河神”们的精心管护下，龙冈孤江流域

山色青翠、河水清澈、空气清新、家园清洁。
孤江，不孤！

孤江上的“河神”们
□□ 刘浩军刘浩军

这里是井冈山的北大门，井冈山市新城区
的主要所在地——拿山镇。

刘足华，拿山镇长路村村支部书记，小眼
睛，头发如钢针竖立。见我盯着他胸前的党徽，
他自豪地说：“一树两强，亮身份。”

“我们下村去看看吧！”他开来的是辆旧皮
卡，四门四座，后面还带有车厢。车，很久没洗，
四个轮子还粘着厚厚的泥巴。打开车门，副驾
驶座上放着一顶晒得发黑的草帽。拿开草帽，
是一叠资料，封皮上的红色正楷字非常醒目：井
冈山下的无悔青春！

他信心满满地告诉我，这是他们请设计院
设计出来的“长路村概念性规划图纸”，照这样
下去，长路村不用几年就会实现山好水好、风景
更好的目标！

远山朦熏。这是通往长路自然村的必经之
路，道路刚硬化不久，基础设施还在完善，抬眼
望去，云雾在半山腰上缠来绕去。

雷唐忠，男，68岁。老伴患精神分裂症多年，
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刘足华说，为了达到精准
扶贫的目标，他们一个人一个人地调查，一家一
家地上访，把雷唐忠定为红卡户是没有错的。

这是一栋一字排开的三间三层的新楼房，
楼上两层还是毛坯，第一层刚装修不久，因为老
房屋要拆除，全家五口就急急忙忙地搬了进来。

儿媳妇陈丽华，忙拿出瓜子、点心，招呼我
们坐下喝茶。刘足华随即抓起两块饼干就往嘴
里塞，说：“太饿了，一早忙到而今，饭都没吃
哩！”雷唐忠有些耳背，刘足华凑近他耳朵边夸
他娶了个好儿媳妇。雷唐忠听后，忙把头点成
鸡啄米：“是啊！是啊！”

于是，我就跟小陈攀谈了起来。她穿着一
套合体的粉红裙子，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条马
尾。她说，精准扶贫给井冈山老百姓带来了福
音！第一次来这时，她真的好失望，站在门口久
久地不想进去。远在兴国县的父母一百个不同
意，还是弟弟从家里把户口本偷出来给打的结
婚证。现在好啦，政府补助了住房扶持资金，领
导还自掏荷包借给他们三万块钱，加上这两年
打工攒下的，总算把新房建好了！而今，他们有
自己的产业合作社，她在酒店上班，政府补助的
那一万块钱红卡户扶贫资金入股在合作社里，
像牛生崽一样，每年都有分红。过些日子等把
新房装修完了，她就把父母接过来走亲戚。

前往下一程的路上，刘足华问我：“你知道
我们长路村有多少光棍吗？”我答不上来。刘足
华一拳砸在方向盘上，自言自语地说：“留住了
兴国妹子，值！”

长路村有很好的红色历史文化背景。1929
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共和国的缔造者，在
长路留下了关于苦难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成
立了长舍苏维埃政府。而今，那些红色标语在
古村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吸引着一批批游客。

上世纪 50至 7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
青年来到了井冈山。在长路村的知青点上，他
们吃住在村里，和村民一起劳作耕耘。几十年
过去了，为了发展旅游业，还原知青文化的亮
点，刘足华与村干部在没有项目资金的情况下，
每人拿出几万元来建设“知识青年纪念馆”，同
时想方设法北上南下去收集老照片。

如今，长路村“知识青年纪念馆”办成了全省
第一家上档次、有品位的知青纪念馆。纪念馆分
上下两层，老照片、劳动生活工具琳琅满目。

刘足华看我站在那些老照片面前发呆，骄
傲地说：“有很多人问我，你们的那些项目资金
是怎么来的呢？我说，亮点找到了，梧桐引得凤
凰来！”

这就是智慧吧！一个读书不多的村干部的
智慧。在村头的岔道口，我清楚地看见一块公
示牌，上面写着：

“十三五”贫困村项目
项目名称：拿山镇长路村村庄整治建设
建设地点：长路村清家塘组
建设内容：卫生厕所、垃圾清理、篱笆围墙、

修水沟
投资概算：15万元
责任人：刘足华
这就是实干，一点也不来虚的。
沿着清家塘组的水泥路往前走，一片果蔬

基地生机勃勃地呈现在面前，这就是拿山镇产
业扶贫闻名全市的“五三二”生产模式。一垄垄
的土地，一个个的大棚，一条条的水沟，一口口
的池塘，农人在这里除草、洒水、起垄、盖膜，如
装扮自家出嫁的女儿一样细致、用心。

一场雨下来，我们纷纷躲避。刘足华望着
这濛濛一片的雨，欣喜道：“这是一场及时雨啊，
晴了那么多天，土一松，那些白果山梨该下肥
了！”

刘足华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在这里建一座
采摘园，再铺上一条自行车赛道，从这里伸过
去，至山脚那边转回来，形成集旅游、观光、采
摘、健身为一体的场所。到那时，红、蓝、黄卡贫
困户们的入股分红就更多了……

拿山实录
□ 吴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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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河，你不是一条河，
你是黄土高原上千丘万壑中的一个村落。
近百孔窑洞伴着信天游，在山梁沟峁间散落。
多事之秋的20世纪中叶，
你深厚的黄土接纳了一桩重大使命，
一群远方的知青娃在这接受命运的考验与选择。
1969年1月23日，无数青春随大风漂泊蹉跎。
又一列知青专列驶出北京，
1300多颗种子，撒遍铜川、延安等塬上沟壑。
这批种子的百分之一，
向着更偏僻闭塞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飘落。
忽然，陕北的塬上扬起漫天的黄尘，
村支书领着社员，赶着毛驴来了，
浩浩荡荡的阵势险将公社大门堵塞。
男女老少们穿着过年时才舍得穿的衣裳，
全村出动，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远方来客。
北京娃们，感受到了家的温热。
顶着陕北冬季凛冽的寒风，
感受陕北人民情怀的火热，
插队落户的北京娃，种子落地，
开始了破壁、发芽、生根的生命雕琢。

梁家河，你是一条河，
你日夜荡漾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光波。
中华民族不息探索的岔路口，
你深厚的河床承担了一个重大的嘱托。
黄土高坡强劲地响彻着，一代知青的青春岁月之歌。
落到梁家河的种子，
与千千万万落在天南地北的种子一样啊！
接纳怀抱他们的，
是中国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深厚辽阔。
一名不满16岁的北京娃，在这完成了成年礼，
背景是响彻信天游的黄土地、大黄河。
这种子啊，要长就长成黄土塬上的参天大树，
根系抓紧大地，枝叶向上昂扬放射。
这种子啊，要长就长成坝里最好的庄稼，
开最好看的花，结最实沉的果。
黄土高原拿出最深的厚土以及最长的日照，
让这些种子进行最高效的光合。
于是，你用了七年时间，
去发育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魂魄和骨骼。

七年啊，
从此才明白，
这里的河只是一条沟渠，
雨季才会阵发性地涌动浪波。
从此才明白，
这里的屋是沟渠两侧的窑洞，
全大队两百多名社员如同洞居般生活。
从此才明白，这里的床与土炕连体，
为的是利用做饭时灶台里火的余热。
从此才明白——

“铺上席子加棉毡、一年四季有衣衫、猪脑肉捣大蒜、
顿顿有口豆钱钱饭”的百姓期盼，

辛酸着你心窝……
从此才明白，
陕北高原地老天荒的无垠，
千沟万壑土层窑洞的错落。
蜿蜒迂回的山梁沟峁，
最配的是穿天透地、如泣如诉的陕北民歌。

七年啊，
从细皮嫩肉的城里娃，
到穿一件蓝色旧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

导火索的陕北壮汉，
终于成长为扛起两百斤谷子十里坡路不换肩、

咀嚼粉碎一切困难的勇者。
从初涉人世的城里娃，到过“五关”的好后生。
老支书让贤、社员们推举，
你早早担负起带着社员甩开膀子干的职责。
七年啊，这颗发芽生长于人民中的种子，
体验了民生的疾苦，
淬火、锤炼出了好学自信、清晰务实、从容执着与大气磅礴。

乡亲们不会忘记，
你装满书的藤箱子那个沉啊！
窑洞里的阅读，拓展了思想的疆域、精神的高原，
你开始把握世界的轮廓。

冬夜里的阅读，让文化科学的光芒，
照进每晚总跑你窑洞的山里娃的心窝。
乡亲们不会忘记，
从报上得知沼气池灶能解决村民做饭的燃料问题，
你坐不住，立马干，反复磨，
在点火试燃时，为疏通皮管被沼液喷一脸，你也满不在乎，
新事物成功的喜报，检验了你立党为民的承诺。
你喜不自禁——把奖给你的那辆三轮摩托车，
换成了手扶拖拉机、磨面机、粉碎机。
一样换三样的“农民神情”，
证明你的心，全掏给了梁家河。
梁家河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村支书，
花心思成立了裁缝铺、代销店、磨坊、铁业社，
梁家河，渐渐有了繁华起色。
你为队里开垦良田，
冰水里带头卷起裤管光着脚。
百亩筑坝淤田成功了，
梁家河造地的纪录被你打破……

如今的梁家河，又成了一条河，
前来探寻的人流汇成的河。
天南地北的人们虔诚肃立——
面对窑洞、坝淤泥田、山梁沟峁，
面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摇篮思索。
天地间萦绕着信天游的旋律，
还有诗经的古朴、汉赋的韵味、唐诗的平仄，
华夏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演绎过惊世磅礴。
遥想轩辕炎黄、大秦、雄汉、盛唐，
凝望宝塔山、南泥湾、山丹丹、乾坤湾……
密码打开，
品味那一代人挥洒青春的气息，
自豪今天的中国，
新长征路上向世界亮出的底色。

（注：过“五关”，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
思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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