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中部，长江的南岸，有一块富
饶美丽的沃土，是一个名叫江西又被称
为“赣”的省份。

公元 733年，唐设江南西道，江西因
此得名。在江西的南部，奔腾的章江和
贡江合二为一，汇流前行，由南向北，纵
贯江西全境，浩浩荡荡700多公里。

章江贡江汇成赣江，左章右贡合为
“赣”字。从此，这个“赣”字便和江西分
不开了，成为江西独一无二的符号。赣
江是江西人的母亲河，滋养着的这片土
地被称作“赣鄱大地”。

有一个关于赣巨人的传说，在《山海
经》中曾记载：“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
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
面，因即逃也。”这个生活在赣南深山大
谷里的赣巨人，可能就是江西人的祖先。

说到江西人，还有一个称谓不得不
说，这就是“江西老表”。江西省委原常
委、宣传部部长刘上洋先生在《江西老
表》一文中，对江西老表的个性特点，刻
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启发之余，我
在想，古人造字是很有讲究的，一般都有
丰富的内涵。“赣”字由“立、早、夂、工、
贝”组合而成，又与江西有着不解情缘，
如果对“赣”字进行拆解，试着读读“赣”
字中的韵味，或许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解
读不一样的江西，解读不一样的江西人，
解读不一样的江西老表。

赣之立

“赣”字当头是一个“立”字。我想，
这个“立”字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应该做
什么样的人。

立，就是要顶天立地，站得直、行得
正。古人说，人要立于天地而不朽，要立
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要有高尚的
道德品质，能当表率；立功，就是要为国
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就是要有自己的真
知灼见。

从古至今，许多江西人都是立德、立
功、立言的典范。德彰者，古有“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今有在莲花县乡村几十年如一日，为当
地教育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全国道德模
范龚全珍老阿姨。功赫者，仅宋朝一代
江西人位居宰执大臣的竟达 18人；来自
江西的共和国开国将军就有300多人，占
全国将帅总数的五分之一。言传者，古
有宋代理学家朱熹、心学开山祖陆九渊
等，近有国学大师陈寅恪、翻译泰斗许渊
冲等。

还有一位大家，集立德、立功、立言
于一身，他就是江西人的女婿——一代
理学大师王阳明。这位大师在江西为官
十余年，早已成为地地道道的“进口”江
西老表，他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讲究
道德和实践的重要性；他在江西建功立
业，政绩斐然；他创立了心学，思想影响
深远。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一生精神，
俱在江右。”

一个“立”字就是江西老表做人的标
尺，做人的坐标。江西长期以农业文明
为主，可是江西人却能明事非、崇尚德、
善立功，并且这些都化作在他们的品格
和行动中。所以，当你和江西人相处时，
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温顺、谦和、勤奋，不
会太张扬。他们绝对是非常热情的，但
又不像北方人来得那么火烈，显得内
敛。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纯朴善
良。

赣之早

在“立”字下面是个“早”字。这道
理，就是人要勤奋拼搏，见势早，绸缪早，
敢为天下先。

一直以来，江西老表给人的印象，好

像一直都不敢第一个吃螃蟹。其实，勤
劳勇敢、见势谋事也是江西人的特质。

宋代著名的江西布商陈泰，在春天
把钱币预付给农户，夏秋时收回他们织
的麻布，既获得了充足的货源保证，农户
也不愁生产资金和产品销路，这种创新
的包买商经营方式，成为中国资本主义
的萌芽。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发动了
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随后在江西
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937
年，国共两党在江西庐山共同发表抗战
宣言，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从此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
利。1969年至 1972年，邓小平同志在江
西南昌新建区的一条小道上行走了三
年，思索了三年，更加激发了他探索真理
的勇气。从“小平小道”出发，走出了一
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从此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
利。江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福地”。

设计我国第一条铁路的工程师就是
江西人詹天佑，我国第一架飞机、第一台
拖拉机就是江西人制造出来的。

今天，当共享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江
西人——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凭借敏
锐的洞察力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带领“滴
滴”发展成为引领交通变革的超级独角
兽企业，为世界共享经济的发展贡献了
江西智慧、江西力量。还有新中国第一
个亿万富翁张果喜、中国民营企业“第一
股”的创始人熊建明、柔性显示技术全球
领跑者刘自鸿等，都是江西人。

赣之工

“赣”字的右边有个“工”字，代表的
是“工匠精神”。我想，细致认真、追求卓
越品质的“工匠精神”不正是江西人做事
的准则吗？

“工匠精神”强调执着、坚持、专注，
对自己职业充满热爱，对工作任务既讲
究质量，又追求突破、追求革新。匠人是
耐得住寂寞的人、肯刻苦钻研的人。江
西人的温和性格，恰恰让他们能够在平
凡的世界里干出一片天地，培养出精雕
细琢的精神。江西自古以来相对平静的
环境，也让老表们能够专注执着地追求
梦想。

最好的例证，就是江西景德镇瓷
器。景德镇是一座有着近两千年制瓷历
史的城市，从宋代起就形成了完整的瓷
器产业链。千百年来，景德镇瓷器成为
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符号，靠的就是
一代接一代的手艺人对技艺的钻研，对
品质的追求。他们将传承与创新融于一
体，创造出的景德镇瓷器科技性与艺术
性兼备，成为中国古代开放文明的重要
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成为人
类文明的智慧结晶。

从江西人中所看到的工匠精神，不
仅是他们对于品质的追求，还有极其强
大的创造力。当夜幕降临，在江西省会
英雄城南昌游览时，会看到赣江两岸近
300栋建筑同时参与一场声光秀表演，绚
丽多彩。这种灯采用的LED技术，在过
去被西方国家垄断，而南昌大学江风益
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十年磨一剑，经过长
期钻研，研发出的硅衬底LED技术，是除
蓝宝石、碳化硅以外的世界第三条蓝光
LED技术路线。该技术获得了2015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让中国站在了
全球LED产业价值链顶端，江西人的工
匠精神照亮了世界。

赣之贝

在“工”字下面有个“贝”，象征着财
富。江西人富裕吗？也许不如江浙富甲
一方。财富是来自于江西人内心的那份

“和”，和气自然生财。
江西有山有水，山是四季常青、郁郁

葱葱，水从潺潺小溪汇成大江大湖，山水
交相辉映。江西也不太有大的自然灾

害，未曾出现大的饥荒。优越安稳的自
然条件，让江西人内心祥和，慢慢地形成
一种以和为贵的生活态度，这正是江西
人的宝贵财富。

所以，跟江西人交朋友，大可以放
心。他们忠厚老实，外粗内秀，接触久
了，就能发现他们的处世之道都带着

“和”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体现在他们
重视信誉、乐观向上的干事态度中。

江西人纯朴、诚信，从来不曾落下什
么不好的名声。江西商人就是最好的代
表。历史上，赣商被称作“江右商帮”。
他们走南闯北，经营着粮食、茶叶、布匹、
药材、木材等各类商品。赣商遵循“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的道义，公平守信、货真
价实是他们从商的基础。正是因为诚信
经商，才让“江右商帮”把生意逐步扩大
到全国各地。以“万寿宫”命名的江西会
馆矗立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正是“江
右商帮”公平守信的最好见证。“江右商
帮”也成为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之一，
纵横四海 900余载。新时代的赣商更是
以“厚德实干、义利天下”的精神享誉海
内外。

讲究“和”的江西老表，带着满满的
正能量，这让他们在生活中是开心乐观
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是积极有干劲
的。从江西这些年来的发展就能看出。
虽然，过去江西在全国来说不算强，底子
不算好。但是，江西人从来不泄气，还是
一样勤劳，一年接着一年干。党的十八
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带领赣鄱儿女砥砺
奋进，迈出了“创新引领、绿色崛起、担当
实干、兴赣富民”新步伐，形成了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探索了一条既符合中央
精神又切合江西实际的发展新路，保持
了经济社会强劲的发展势头，动能和势
能正在加速释放，江西的主要经济指标
增幅跃升为全国“第一方阵”。

赣之章

立和早组合成一个“章”字。江西素
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欧阳修开创了
北宋一代新文风；晏殊以词著称于文坛，
风格含蓄婉丽；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
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朱熹的“等闲识得
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汤显祖的“临
川四梦”等，他们凭着对艺术的追求，创
作了大量文学精品，为中华文明作出了
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在古代，江西就是传说中的“诗和远
方”，外地人到了江西同样是“诗兴大
发”。历代文人墨客仅在庐山就留下了
1.6 万多首诗词。王勃站在南昌滕王阁
上眺望，写就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辛弃疾站在赣州郁孤台上
挥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韩愈
称赞说，“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

赣之贡

工和贝组合成一个“贡”字。江西是
一个盛产贡品和精品的地方。从汉朝开
始，江西有着数不胜数的产品被选为“贡
品”，南丰蜜橘、广昌白莲、万载夏布、泰
和乌鸡、万年贡米，等等。特别是瓷器、
丝绸等物品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货
物，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璀璨
光芒。

“贡”字更有贡献、奉献、忠诚之意。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
特别忠厚老实，也是江西人的一大特点。

江西经济贡献卓著。在古代，有“无
江西人不成市”之说。“药不到樟树不齐，
药不过樟树不灵”，这是中国药都江西樟
树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在北宋时期，江
西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江西是全国重要
的粮食基地，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
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
之说。明代江西所承担的夏税和秋粮总
额居全国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江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从未间断
的粮食调出省。

江西人丁兴旺发达。在北宋时期，
江西人口达到446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
的十分之一。到了元代，江西人口达到
1200多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
之一。明清时期，有“江西填湖广、湖广

填四川”之说。
江西文化厚重灿烂。江西是古代书

院的起源地，可以说“江西书院甲天下”，
历代书院有 1200余所，数量在全国居首
位。江西曾享有“朝士半江西”的美誉，
为历朝历代贡献了大量的高端人才。自
唐至清，江西共考中进士 11671 名。其
中，唐至五代，江西共考中进士 76名；北
宋时期，考中进士多达 1729人。自唐至
清，江西人任宰相28位、副宰相62位，二
十四史立传者500余人。

江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
贡献。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一心
一意跟党走，铁心跟党走，江西牺牲的有
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25万人，占全国烈士
总数的六分之一。长征途中每一公里就
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倒下。

赣之夂

“赣”字中还有一个“夂”（zhōng）字，
不少人以为是反文旁，其实是折文旁。

“夂”字的意思等同于终级的终，这告诉
我们江西是一个有着终极智慧的地方，
是一个适合参禅悟道的地方，是一个可
以终老一生的地方。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终南山，既是
对理想家园的美好描绘，更是基于江西
好山好水好地方的真实写照，实中有虚，
虚中有实，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
忘言”。

无论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还是南
禅佛学、老庄道学都与江西有着不解的
渊源。

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就
是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最后完成的。南宋
理学家朱熹在庐山重修白鹿洞书院，并
在江西多地为官，著书立说，传道授业。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著名辩论

“鹅湖之会”就发生在江西。
中国禅宗文化就是在江西定型并开

枝散叶。晚唐时期，中国禅宗发展为“五
家七宗”，其中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
杨岐宗、黄龙宗等五宗在江西发源、发
展、定型并向海内外传扬。

中国道教文化在这里发源和传播。
张道陵在江西龙虎山修道大成后，创立
了道教正一派。从第四代天师张盛开
始，历代正一派天师都华居江西，修身养
性，龙虎山也因此被誉为“千年道教祖
庭”。

赣中干

“赣”中蕴含着“干”，就是要肯干、敢
干、能干、实干，这与江西人“踏实肯干、
担当实干”的个性相契合。

肯干，就是在岗在位在状态，甩开膀
子拼命干。

敢干，就是敢闯敢试敢创新，解放思
想大胆干。

能干，就是具有狮子率队的狠劲、燕
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头的韧劲、老牛
爬坡的拼劲。就是要善于破解难题、办
成大事。

实干，就是求真务实较真干，善做善
成扎实干。

实干才能兴邦，实干才能兴赣。进
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更需要我们江西
人具有干事创业、建功立业的冲劲，需要
我们江西人具有见势谋事、敢为人先的
勇气，需要我们江西人具有精益求精、追
求极致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江西人具
有包容宽厚、和气生财的品质，需要我们
江西人具有追求梦想、书写华章的才情，
需要我们江西人具有艰苦奋斗、忠诚奉
献的激情，需要我们江西人同心协力、共
同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的美好家园。

就是这么一个“赣”字，有太多的韵
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章贡合流的
赣江哺育着这片鱼米之乡，章贡组成的

“赣”字意喻了江西人做人的风格、做事
的态度、生活的心态。虽说独特的赣文
化造就了江西人的温和，但同样教会了
大家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

赣江之水，滚滚向前，我相信赣鄱大
地在新时代江西人的努力下将会变得更
美更丽！

（压题照摄影：朱文标朱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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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旗飘扬”征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向军旗敬礼》朱昌勤

二等奖

《军旗里的诗句》黄亚洲
《那天那夜的枪声》慕容一亚

三等奖

《军心如我心》杨振雩
《1927：时光不会朽去》彭文斌
《和军舰一起观沧海》范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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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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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万里
不忘初心

福 溪，福 兮
□□ 梁路峰梁路峰

福溪，福溪，福来成溪。
福溪，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深

山小村。一条来自湘赣边界最高峰
江西坳上游的涓涓溪流，穿越千山
屏障，一泄百里，奔入赣江。

福溪村有座小山立于水中央，
就像一位秀丽婀娜的少女，亭亭玉
立成为山里最美的风景，它有福溪
洞天之称，又有桃源仙境之美。

福溪山路九曲十八弯，距井冈
山市茨坪22公里。这里有井冈山五
大哨口之一的朱砂冲，著名的黄坳
歼灭战似乎还弥漫着当年战争岁月
的硝烟气息。

福溪水，蜀水之源。溪水清澈
透明，勤劳朴实的福溪村民，心灵就
像这溪水一样，清明而爽朗。

深秋，细雨飞絮，雾锁福溪崇山
峻岭。走进福溪，跃入眼帘的是高
低起伏、一望无际的青山绿林。奔
腾的溪水声与大山树林里的咆哮声
交织一起，奏响了一曲曲山水铿锵
的交响乐。

福溪村坳深山高，唯有一条羊
肠小道通往山外。村民们到黄坳圩
镇赶集，要历经几十处险要陡坡和
岩石悬崖。

穷山冷水，土坯房，崎岖路，衣
食生计问题一直困扰着福溪村民。

上世纪 60 年代末，一支铁道部
队驻扎福溪，逢山凿洞、遇水架桥，
轰轰烈烈开天辟地八个月，一条四
公里山路终于撕开了山门。从此，
福溪人有了改变贫困的生机。

三年前的初春，一场精准扶贫
攻坚战的号角如春风吹进了福溪。

“李书记就像村里的火车头一
样，我们住的新移民小区、户户通
路通电，还有农民新功能培训中
心……如果不是他，那是搞不起来
的嘞！福溪村老百姓生活的变化，
那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李海民边
骑着摩托车边扯着嗓子告诉我。

担任福溪村党支部“领头羊”的
李镇阳，日夜奔波在方圆 20多里的
福溪山坑水洼，一栋栋土坯房拆旧
建新，改水改厕，找准产业化、合作
社集约化，带领村民进入一个崭新
的脱贫致富历程。

“我创办了井冈山溪源菊花种
植专业合作社，带动了 18户贫困户
通过‘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贫
困户’的运作模式脱贫。”村主任刘
志军介绍说。2015 年初，刘志军带
头投资 46万元种植菊花 50余亩，当
年收入 20余万元，24户红卡户每年
分红1500元，蓝卡分红750元。2016
年又发展了100余亩，红卡户收入达
到2500元。刘志军带领13户红蓝卡
户脱贫，解决贫困户15人就业，脱贫
率过半。

“精准扶贫帮我脱离了贫困的
苦海，我家的土坯房拆除了，建起了
三层的新楼房，买了一辆摩托车、还
买了一辆三轮车用于农业运输，用
上了洗衣机、电视机、热水器，日子

过得这么舒服，这是我做梦也没有
想到的……”福园组蓝卡贫困户李
文学感慨万分地说。

李文学一家四口，家徒四壁，贫
困交加。他患有胸骨膜炎，2007 年
手术切除肋骨后欠下 5 万余元债
务。李镇阳与刘志军三番五次到他
家，为他鼓劲，给他出谋划策。之
后，李文学参加了乡、村举办的农技
培训班学习，脑子开窍了。他联合5
户贫困户，创办了“井冈山市碧华茶
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发茶园50余
亩，以短养长，套种玉米 40余亩，当
年收入 2万余元，加上竹木、农产品
收入，年均收入达到6万元。李文学
富起来了，还带领5户蓝卡贫困户共
同脱贫致富。2016 年，福溪村获得
井冈山市“精准扶贫先进单位”。今
年，李文学被评为“全省扶贫脱贫致
富先进个人”。

“我家土坯房翻新了……城里
有的，我们也有了。”福园组村民李
春堂脸上挂着春天般的喜悦。2011
年至 2015 年，李春堂患肺穿孔做了
五次手术，还患上了哮喘病；妻子又
患妇科肌瘤需手术治疗；两个女儿
年幼，房屋破败，连睡觉的床铺都被
雨水淋湿……夫妻俩奔波于吉安、
赣州等地求医治病，欠下债务4万余
元，举债熬日子，家庭几乎崩溃。

2014 年冬，井冈山市文联副主
席谢冬庭进村帮扶李春堂，谢冬庭
掏出2000多元为他买了被子、衣物、
油盐柴米，为他求医抓药，与他促膝
交谈，问寒虚暖，帮助他思想脱贫，
行动脱贫。在扶贫干部的努力下，
李春堂夫妻的医疗费解决了，两个
女儿领到了低保金，还交纳了农村
医保。身体渐渐恢复的李春堂，还
应聘当上了乡里生态公益林的护林
员，每年有工资收入 1.2万余元。

“没有谢主席的真情帮扶，就没
有我李春堂一家人的幸福。”54岁的
李春堂眼含泪水，深情地感恩。

如今，李春堂家的旧房全部翻
新，已盖上了琉璃瓦，家里家外焕然
一新。

去年，福溪村两委会筹措资金
60 余万元，兴建了农民“六化”活动
中心，为村民产业化服务、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和增
强群众生产技能，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在丁酉鸡年春节前，福溪村实
现了“四通四有”——通路、通电、通
广播电视、通电话；村里有村民服务
站、有学校、有卫生所、有文化活动
室，彻底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增加
了农民收入，为脱贫攻坚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重修福溪桥，让200多溪河两岸
的村民安全行走。新建移民小区，
安置了20户村民住上了新楼房。

福溪村委会通过多种渠道，筹
集了 120余万元投入“山上再造，发
展特色产业和创办专业合作社”，采
取多种形式切切实实确保了村民们
脱贫致富。

随着岁月的变迁，精准扶贫给
福溪村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 福
溪村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终于为山
民开拓了一条幸福之路。

去年年底，福溪村已全面实现
精准扶贫目标。今年 5 月，全村最
后一户贫困户也摘下了贫困户的
帽子。

福溪，福已来兮。

“军旗飘扬”征文揭晓
由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与江西日报副刊部联合举办
的“军旗飘扬”征文，经过专家
的认真评选，近日揭晓。朱昌
勤的长诗《向军旗敬礼》荣获
一等奖；黄亚洲的组诗《军旗
里的诗句》、慕容一亚的报告
文学《那天那夜的枪声》获得
二等奖，另评出三等奖3篇，优
秀奖9篇。

“军旗飘扬”征文活动历
时 5 个月，收到来稿数百件。
这些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作
品，以不同形式、从多种角度
抒发了“八一”情怀，展现了人
民军队的伟大贡献、讴歌了当
代军人保家卫国的精神风貌，
营造了浓厚的英雄主义、爱国
主义氛围，为建军90周年奉献
了优秀的文学作品。

读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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