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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有惊喜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热风冷眼

回家的路标
□ 周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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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子眼里，在所有寻找乡愁的人们心中，地
名是回家的路标，它与人名一样，写在族谱里，刻
在石碑上；它承载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赓续千百
年来的情感传承，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一个
长期形成的地名，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标识与符
号，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有了一种认同感和归
属感，即使远在他乡，人们也难以忘却故乡的名
字。我们常说珍爱乡愁、寻找乡愁，这乡愁首先融
入在地名之中。曾听民政局的干部讲过这样一个
故事：一位老兵到了台湾，因身体不好，一直没能
回到故乡，就让孩子回来寻根，找他生活过的地
方。孩子归来，根据老兵提供的地名按图索骥，却
难以找到，原来这个地名改换了。最后，找到民政
局，翻阅档案，才找到故乡。那位老兵后来写了封
感谢信，其中一句“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标”，令人
深思。

近30年来，我国有6万多个乡镇名称和40多
万个村庄名称被改换，另有上百个城市更名，比如

“襄阳”改为“襄樊”，“荆州”改为“荆沙”，“徽州”改
为“黄山”等。说起襄阳，我们就会想到王维诗赞：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杜甫诗曰：“即从巴峡
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说起荆州会想到“大意
失荆州”；说到徽州，会想到汤显祖的“一生痴绝
处，无梦到徽州”。试想，如果将“襄樊”“荆沙”“黄
山”在古诗词中更换，今人与后人的感受如何。一
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存在于史书、碑刻、文学经典之中，轻率将之更名，
许多文化信息随之消解。人们对于地名有着历久
弥新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是个人的家族的，更是地
方的和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
富，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增强了一个国家
的文化自信。

我曾翻阅了一些地方志和族谱，发现许多包
含文化意蕴的地名、村名被更改，或被同音简化。
仅以新余为例，分宜县的“桑林”同音简化为“双
林”，洞村的“枣木山”同音简化为“早木山”，渝水
区罗坊的“暇邨”同音简化为“下寸”，仙女湖区河
下镇的“醴泉”同音简化为“礼泉”等。尤其是“鹳
巢”同音简化为“观巢”，据《新喻县志》《张氏族谱》
等记载，鹳属鸟类的一属，形状像白鹤，生活在水
边，孔目江生态优美，水清江澈，鱼虾繁多，岸边水
草丰茂，常见鹳鸟觅食。传说鹳仰头而鸣叫则天
晴，若低头鸣叫则下雨，能预报天气。江边的老百
姓十分喜爱这种吉祥鸟，将鹳聚集最多、不断繁衍
生息的地方叫鹳巢村，后村设乡改镇。具有鲜活
文化生态意义的地名，可能是因为书写麻烦，将

“鹳”改为“观”。我曾写下一副楹联，将“鹳巢”两
字嵌入联首，联云“鹳鸣青山晴雨表，巢结绿枝天
地心”，镌刻在鹳巢村的门楼上。鹳鸟知民情，解
民心，就像晴雨表一样，告知孔目江畔的子民，顺
天意，济苍生，于是世世代代，耕作丰稔，旱涝无
忧。有些古村落厚植着耕读传家、忠信求达、乐善
好施、和贵生财等中华传统价值观念。例如“醴
泉”，本是冒出甜酒的泉，民间至今还传说一个村
妇，每天给过路的行人提供甘洌的泉水，后遇上高
人，感其慈心善念，于是施法点化为酒水，每天冒
出的是香喷喷的甜酒。这个故事蕴含正能量，“醴
泉”就在仙女湖旁边，至今仍然长年不断地涌出泉
水，完全可以打造一个景点。我认为“醴泉”的村
名恢复需要一些代价，但这口井完全可以恢复“醴
泉”的名称。具有悠久历史的罗坊“暇邨”，“暇”是
空闲的时间，“邨”是村庄，有空闲的时间到这个村
庄来走走，或者说这个村庄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村
民比较悠闲。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村庄，历史上
出过许多大人物，也是目前罗坊集镇所在地，应是
先有“暇邨”，后有罗坊，可惜用了一个“下寸”来代
替，令人匪夷所思，深感惋惜。

地名是故乡的文化符号，是承载乡愁和凝聚
认同感的“容器”。更改地名有许多原因，有的是
缺乏文化意识，图书写方便；有的是受政治气候的
影响；有的则认为地名没有新意，如我省武宁县的

“丝萝山”位于赣鄂边界，海拔 1329米，面积 20多
平方公里，后改名为“太平山”。根据《丝萝山志》
记载：“以其坐楚向吴，山形五龙团顶，云气盘结，
离奇万状，群峰环绕如丝萝”而得名；有的则是一
些地方官员搞封建迷信，如某地因“骆马湖”有“落
马”的谐音而改为“上马湖”，凡此种种，不一而
足。改名换牌必然耗财费力，耳熟能详的地名一
夜之间消失，不仅给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
也丢失了一个时代的群体记忆，新余市将“毓秀
山”恢复“仰天岗”的地名就是一个例证。新余人
无论身在何方，或许其他风物容易淡忘，但说起仰
天岗，便历历在目，一种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最近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与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要加强地名文化资
源调查，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优秀地
名文化，同时要加强地名文化产品开发，推动地名
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地名是乡愁的心理
起点，勾不起乡愁的地方，不是真正的故乡，找不
到地名的地方，也就迷失了故乡。当然不是所有
的地名都必须恢复旧名称，要对地名进行一番梳
理，让地名具有历史沿袭性，富有传统文化的特
点，该恢复的果断恢复，保护好地域文脉，呵护好
回家的路标，让乡魂不丢“魂”，乡愁不剩“愁”，不
断增强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两宋江西文学家们留下了光耀千古的传
奇，今天的江西作家，如何传承、接续、弘扬这
种人文基因与精神？

对此话题，作家、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程维
认为，两宋江西文化是鼎盛时期，文学也是辉
煌时期，这有特定的历史原由与机遇，这种原
由与机遇后世是很难复制的，文化的复兴有
待大气候，文学的振兴却未必没有可能。“我
们所说两宋的江西文学辉煌，其实也是当时
中国文学的辉煌，江西文学几乎是整个文坛
的坐标。这对后世江西作家是永远的激励，
也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谈到江西作家如何承继两宋江西文学的

基因，程维认为，除了要具备
一流的才识、胸襟、抱负，作家
还要将文学创作的根基，深扎
到江西这块丰厚的土壤中，在
文学中建立一个较高层面的
精神谱系，树立文学史意识的

写作，沉下心来，不浮不躁，经过沉淀积累，深
刻思考，写出经得起检验的大作品。

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刘晓彬，多年来对当
代江西文学亦有多维度观察。

谈到如何传承、接续、弘扬两宋江西文学
的人文基因与精神，他认为，首先要树立抓江
西特色的意识。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及传
承这种文化基因过程中，都需要从整个国家
和民族的时代生活、时代精神出发。具体到
创作的实践中，却需要立足江西的实际，发展
并突出地域文化特别是江西的根系文化特
色。其次，要树立抓精品的创作意识。通过
精品创作维护江西文学创作的声誉，引导并

带动江西文学的创作上档次。再次，要树立
抓薄弱环节意识。特别是创作队伍，既要倚
重中年以上年龄层的创作者，也要大力扶持
青年作者的创作，从而为江西文学创作打下
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对于如何助推更多的江西作家进入全国
第一方阵，刘晓彬认为要营造良好的文学创
作环境。多年以来，江西省文联、省作协一直
在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逐年在加
大对文学创作的扶持力度。除了一年一度的
谷雨诗会，民间举办的各类诗歌活动也层出
不穷，各类民间刊物和诗歌微信公众号的开
通，对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岁月如梭，时光如水。历代江西文学家
共同抒写的璀璨光芒，不会被尘世湮没，那些
历史荣耀，那些创造精神，一定会被一代代后
来者记取与传续。

江西文学新的黄金时代，不会遥远！

传承接续：
跨越时空的人文思索与启迪

落日余晖映照下的抚河，千年流淌不息，而临川郊外的灵谷峰苍翠依旧，那个曾在峰下徜徉的人名叫晏殊，他活在宋
词里，从未走远；

古庐陵吉安永丰县的恩江河畔，永叔公园内的欧阳修纪念馆古朴清雅、雄浑端庄，像极了先生传奇一生的写照；
修竹与古樟掩映下的修水，“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黄庭坚，他的高风亮节，还在行草与诗文中写意挥洒；
而杨万里故里吉水湴塘的村口，绚丽夏日里，数亩碧绿的莲池诗意摇曳，正所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
晏殊、欧阳修、黄庭坚、杨万里……他们拥有同一个宋朝、同一方乡愁，更拥有同一个称谓——中国文学巨匠。
在两宋的300多年里，赣鄱这一方大地，名家大师如过江之鲫。除上述外，晏几道、王安石、曾巩、姜夔、朱熹、周必大、

洪迈、罗大经、胡铨、文天祥等等，这些光耀千古的名字，照亮了宋代中国文学史的星空，更在历史长河上书写下了一个文
学江西的巨匠时代。

那么，巨匠是如何诞生的？是什么因素，让江西的文学家们，在宋朝迎来了创造力的大爆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两
宋江西文学家的人文精神，如何更好地传承与接续？对弘扬与发展赣鄱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借鉴与启迪？

宋代江西：
一个文学巨匠的时代

不久前，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所长夏汉宁主导的宋
代江西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成
果（宋代江西文学家分布图、家族
分布图、进士分布图），被正式收入
由哈佛大学与浙江大学联手打造
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这是对宋
代江西文学研究成果的重大肯定。

这一研究成果细微到令人惊
叹的地步，如宋代江西文学家人
数、姓名、籍贯、性别、生卒年、活动
年、身份、文集、著作等等，虽卷帙
浩繁，却脉络清晰，史料详尽，文献
价值极高。

“把两宋江西喻作中国文学的
巨匠时代，这是非常贴切的。”夏
汉宁说，从地域来看，在宋代文化
中，江西无疑是一个重要区域。经
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
江西文化到了两宋时期，得以迅猛
发展，其中文学的繁荣便是突出的
标志。宋代的江西文学家创作出
无数流传千古的诗文，那些熠熠生
辉的名字，不但大大加重了江西文
学史的分量，也使中国文学史愈加
灿烂辉煌。

研究成果显示，有作品传世的
宋代江西文学家共计1376人，流传
于世的作品总共有诗 49505 首、词
4271首、文37006篇，传世作品总计
90782 篇（首）。从地理上分布，可
具体至州军府的文学家达1368人，
可具体至州军府辖县者有1263人，
以今天江西的行政区划看，他们主
要分布于抚州、吉安、上饶、宜春、
九江等设区市。宋代江西文学家
中，男性作者 1365人，进士 682人，
年寿可考者 352 人，平均寿命约为
64.6 岁。由此可知，囿于当时的时
代背景，女性文学家还没有真正走
向前台，而学而优则仕的学院派文
学家占了半壁江山。

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构成
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
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统
计，两宋江西文学家无论从数量还
是作品，均长时间处在全国前三甲
的位置。

在众多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
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
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
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
万里、姜夔等等，这些文坛巨擘不
仅支撑起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还
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
座高峰。

对于出现在两宋文坛的“江西
文学现象”，自宋代以来，许多文人
大家就已经敏感地察觉到，并在他
们的著述中多有褒赞与评价。

绍兴十年（1140年），黄次山在
《重刻临川文集序》中，曾论及江西
地域文学现象，称“艺祖神武定天
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
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意思
是说自从太祖英明威武平定天下，
历代皇帝都崇尚文治以守成。江
西士大夫多优秀而有才华，靠着自
己的能力与时代一起奋起。这篇
序文所论北宋 9 位著名文学家中，
有5位是江西人。

南宋李传道在为杨万里作的
谥告中也曾慨叹：“国朝文章之士，
特盛于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
是其众者。”

这些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
象”的论述，反映了古代学者以地
理环境这一独特视角，对江西地域
文学所作的高度肯定与阐释。

巨匠巨匠巨匠的的的诞生诞生诞生
——两宋文坛的两宋文坛的““江西现象江西现象””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毛江凡毛江凡

两宋时期之所以被认为是江西文学发展的
巅峰，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一时期作家众多，而
且大家、名家层出不穷，诗、词、散文、戏曲、笔记
小说等各种文体，均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

那么，是哪些“带头大哥”，在两宋的大地
上，把江西文学演绎得如此风生水起呢？

为宋代江西文学开一代风气的晏殊，是首
先绕不过的人物。他上承唐五代余风流韵，在
词的创作上有很大的成就，被列为北宋词坛“四
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之首。晏
殊的词，一洗“花间派”浓艳熟软、缺乏深刻寓意
的词风，为宋词的创作注入了思想内蕴和情感
寄托，在创作技巧上引入了比兴手法，且能从民
歌中汲取养分，这些都对宋词的繁荣发展起到
了开先河的作用。

更可贵的是，晏殊作为“太平宰相”，身为台
辅重臣，却能大力奖掖人才，尤其是对江西文
士，这使得大批江西文人得以脱颖而出，也为江
西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机遇。

继晏殊之后，为江西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
另一位大人物，是被誉为北宋文坛宗师的欧阳
修。他不仅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而且
在北宋政治集团中身居高位。这种特殊的身
份，使得他更有条件为北宋文坛选拔和培养大
批的优秀人才，经他选拔和培养的人才中，就不
乏江西作家。

也正是由此开始，江西文坛空前繁荣。曾
巩、王安石以无可撼动的地位，成为北宋散文大
家，后人将他们与欧阳修一起列入“唐宋八大
家”之中，而王安石的诗歌在当时诗坛也享有很
高的声誉。

曾、王之后，崛起于诗坛的黄庭坚，既是江
西作家群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对宋代诗坛
乃至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诗
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方法，吸引和影响了一
大批诗人，人们将他奉为江西诗派领袖，在这个
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将近一半。

宋室南迁之后，江西又出现别具一格的大
诗人杨万里，他与尤袤、陆游、范成大并称为南
宋“中兴四大诗人”，他独特的诗风被人称为“诚
斋体”。这时期还出现了精通音律、自创新调的
格律派重要词人姜夔，其流韵所及，不仅影响南
宋词人，而且一直影响到清代的浙西词派。

到了南宋末年，江西还涌现了一批爱国作
家，刘辰翁、谢枋得、文天祥、王炎午等人便是其
中的代表人物。“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直到今天，文天祥那闪耀着爱国主义精
神光辉的诗篇，仍脍炙人口，其词作也与刘辰
翁、罗志仁等人的爱国词作一起，被后人称为

“凤林书院体”。
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黎清认

为，活跃于宋代文坛的江西作家群体有两个显著
的特点。其一，在各种文学样式（除戏曲外）的创
作中，江西作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作为正宗
的诗文创作，江西作家为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发
展的贡献和影响，为历代所仰视与推崇。于诗、
词、文之外，江西作家在笔记小说创作领域也极
为活跃，使江西文学真正达到了形式多样、包罗
宏富。其二，在江西作家群中，家族血缘关系很
突出。许多文学家都是一门父子兄弟并美竞秀，
有的更是祖孙三代继踵相承。如临川的晏殊、晏
几道父子；南丰的曾巩、曾布、曾肇、曾纡、曾纮、
曾惇、曾协等祖孙三代；临川的王益、王安石、王
安国、王安礼、王雱等祖孙三代；修水的黄庶、黄
大临、黄庭坚二代三黄；婺源的朱松、朱槔、朱熹
二代三朱；金溪的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兄弟
等等。一门数名家、群星共闪耀的景况，成了宋
代江西文学现象的一大奇观。

煌煌夺目：
名家大腕各领风骚

那么，宋代江西文学缘何能如此繁荣和迅
猛发展？江西的作家又为何能以群体方阵的
方式凸现和崛起于文坛？究其原因，除了两宋
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外，还与江西的
地域环境、人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唐帝国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常常处于
混乱动荡的状态，直到北宋建立才基本结
束。而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偏于江南的
江西，很少受到战火的侵袭，这不管是对经济
的发展，还是对人文的兴盛，无疑创造了一个
良好的环境，并有利于保存南方的文化基础，
特别是江西大规模汇集了外来避难的士大夫
家族，这为中原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创造了条
件。

其时，在经济方面，江西农业发达，基础雄
厚，向朝廷献纳的粮食、茶叶等，长期居于全国
首位。此外，制茶业、制瓷业、铸钱业、畜牧业、
药材业等等也很繁盛。经济的发展，无疑为江
西作家群的凸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与外界交流方面，也毫无障碍。自唐中

叶以后，江西的交通就非常便
利。唐代张九龄修通大庾岭驿
道，使长安、洛阳、开封得以经运
河至扬州，过长江后，至杭州，沿
富春江至常山，再至玉山，经上
饶，沿信江而下，入鄱阳湖，溯赣

江，至大庾，翻岭而南至南雄，顺北江南下，直
达广州出海。

到了宋代，江西水运更为发达。宋真宗
天禧年间，吉、虔二州官营船场造船数接近全
国总数的一半。交通的便利便于江西文人和
外界的交往，便于拓宽江西作家的视野，增进
江西作家与全国文坛的交流融合。

夏汉宁认为，除了以上客观环境的影响，
江西自身人文环境的营造，也是推动两宋江
西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一，江西文学家有敢为天下先、敢于创
新的精神。如欧阳修，他能在西昆派统治文
坛的时候，高举反西昆倡古文的大旗，并以自
己的诗文创作来实践自己的主张，理所当然
地成为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如黄庭
坚，他能在当时名家林立的文坛，另立门户，
在诗歌创作理论和方法上，鲜明地亮出自己
的创作主张，在诗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尊
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又如南宋诗人杨万

里，他能在“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候，另辟
蹊径，创造了风格独特的“诚斋体”，为当时诗
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二，书院文化的兴盛与熏陶，为江西文
学家创造力的爆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宋代的江西，学校、书院林立，遍布城乡。像
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象山书院、白鹭州书
院等，都是当时的著名书院。学校、书院的兴
盛，有利于人才的培养，文化、学术的交流，更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创造浓厚的文
化氛围。

其三，不少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江西作
家进入统治集团，还是台辅重臣。他们对家
乡文人奖掖培养、相互提携、文人相重的精
神，不仅为宋代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且直接带动了江西文学的发展。北宋初期
和中叶，江西曾先后出现了三大宰辅：晏殊、
欧阳修和王安石。这三人本身就是名望很
高、成就很大的著名文学家，他们身居高位，
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无疑为江西作家的脱颖
而出提供了机遇。如晏殊就慧眼识才，对欧
阳修推崇有加，一路培养护送，直至他驰骋于
北宋文坛。正是因为江西文学家具备了上述
精神，才能在两宋文坛长盛不衰，才能形成强
大的凝聚力，创造出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

天时地利：
造就两宋文学“江西现象”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雕像 李 勇摄

王安石纪念馆 李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