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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有惊喜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热风冷眼

据新华社报道，近期文化
和旅游部对 27 家动漫、音乐
网站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已清
理下线涉嫌违规动漫视频977
条、漫画167部；下线涉嫌违
规网络音乐产品 4664 首、视
频 10 万余条，清理歌单 891
个。提供含有低俗内容网络动
漫产品及漫画的“哔哩哔哩”

“快看漫画”等网站，以及涉
嫌违规经营的上海宽娱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快看世界 （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受到查处。

近年来执法部门频频采取
措施，大力度地监管和打击低
俗网络视频。今年2月，全国

“扫黄打非”办就通报了数起角
色取材于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动
画片、内容却充斥着恐怖、惊
悚以及各种不符合人伦常理的
荒谬剧情的的儿童邪典片，并
在全国开展清查行动。但是，
严厉打击之下，不文明、不健
康的网络视频并未销声匿迹，
有的“潜水” 隐藏；有的改头
换面继续“放毒”，据央视曝
光，这些低俗动漫直接或变相
宣传淫秽、色情、暴力，如血
腥的杀戮、穿着暴露的少女、
暧昧的语言和动作……而最可
怕的是，它们的受众主要是少
年儿童。

我国动漫创作正处于前所
未有的繁荣时期，其艺术造型
神奇，富有童趣，充满幻想及
想象力，非常受孩子们欢迎，
是少年儿童喜爱的精神食粮与
娱乐方式。调查显示，动漫影
视成为孩子们暑期最爱看的网
络视频。虽然动漫表现的是一
个虚拟世界，但对不谙世事的
孩子们来说，“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健康、文明等正能
量的动漫能激励少年儿童崇尚
和追求真善美，反之，色情、
低俗、暴力的动漫，对孩子们
健康成长必然产生消极、不利
影响。

如今少年儿童上网已成为
常态，因此对低俗网络文化的
毒害作用不容小觑，为孩子提
供的包括网络视频在内的精神
文化食粮，必须绝对做到文
明、健康、干净，决不容许藏
污纳垢。

此前低俗动漫“暗流涌
动”，关键是审查不严，监管
不力。2017 年 6 月 30 日，中
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颁布

《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
则》，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禁
止播放“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作品”，“网络视听节目中含
有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
味的，应予以剪截、删除后播
出，问题严重的，整个节目不
得播出”。网络平台必须严格
遵守这些规定，做到守土有
责，依法严审、监管视频内
容，筑起阻击网络不良不雅文
化及淫秽文化的铜墙铁壁，对
只收钱不监管的网站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予以严厉处罚。

同时要建立健全“护苗”
“净网”长效防范机制，执法
部门需进一步练就“火眼金
睛”，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发
现“儿童不宜”的网络视频、
游戏、图片等，并坚决铲除。
还要广泛发动网民监督举报，
形成监管与围歼不文明、不健
康，以及违法违规网络文化的
天罗地网，让网络低俗内容无
处遁形。

让网络
低俗文化
无处遁形

□ 尹卫国

明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后金国大汗
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金”为“大
清”。自此，明朝进入倒计时。几个月后，即
将成为大清属地的樟村来了一位游客，之后
以一篇《江右游记》写下了他的所见所感。
在文中，他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了一路走来的
多个地方，再以简洁几语点睛：“又西南逾二
岭，五里至章村，山始大开，始有聚落阛闠街
市。”

这位游客就是徐霞客。根据文中提及
的路线，可以推定“章村”就是“樟村”。聚落
阛闠街市，则是人烟稠密，街市繁华、巷道众
多的一种表述。由此段记录推定，300 余年
前的樟村已颇具规模，让见多识广的徐霞客
落笔“聚落阛闠”。

翻阅多个时期的《新城县志》史料可
知，徐霞客停留的那个时候，正是樟村延续
百年繁荣的开始。两省交界的地理优势、
背靠武夷山丰富的森林资源、水运发达的
交通便利，使樟村成了黎川木材的主要供
应地，木材不仅销往黎川县城，还沿龙安
河、抚河、赣江销往全国各地。同时，在这
些商业交易过程中，樟村养成了宽容并蓄
的古村风尚，接纳一拨拨的外来者。即使
在战火纷飞的乱世，还有来自广东兴宁的
纺织人流落于此落户，诞生了黎川第一家
现代木织机纺绸厂。

说起樟村的繁华过往，今年已经87岁的
许锦和依旧一脸憧憬。他年少时跟随姐夫
从宁都来到这里，再也没有离开。那时，仅
抚州、南昌等地客商在樟村做木材生意的有
30 多家，从事伐木等相关工作的从业者更
多。他们把木头从山上扛下来，在小河里扎

成一个个小木排，到了樟村便将小排变成大
排，然后沿河漂流而下，运往抚州、南昌等
地。许锦和的记忆里，时常浮现当年的场
景：村里的街巷集市人流熙攘，村畔河中的
商船往来穿梭。

赵士忠也是一位外乡人。但他几年里
对古村历史文化的深入寻访，研究成果颇
丰，俨然成为令当地人信服的自家人，并被
赞为“比杨家人还了解杨家事”。他向记者
介绍，经过多方查找资料，并依据钱庄、私塾
等多栋明清古建筑的线索，足以证明樟村从
明清以来，到上世纪 40年代，还保持着一派
繁华。因陆路不便，当地的木材、毛竹、草
纸、笋干等货物都是从这里运到抚州、南昌、
武汉等地。当时，这个村落聚集了大批来自
抚州和福建等地的商人和民工，光酒店、肉
铺就有十几家。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樟村渐渐
淡出人们的视线，湮没在群山之间。直到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一位少年的离开和归
来，才再度为世人所注目。

这位少年名叫杨吉荣。年少时他背负
着梦想和希望走出古村，辗转厦门、深圳等
地求学求职，多年后回到黎川创业，开启了
黎川油画产业发展的序幕。如今，黎川油画
产业已经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
蓬勃发展。黎川油画作品销往全球 20多个
国家或地区，年创产值3亿多元，成为当地新
兴文化产业的引领品牌。“创世界油画基地，
建文化产业名地”，已然成为黎川人的目
标。杨吉荣被称为黎川油画第一人，受其影
响走出了多名画师的樟村也时常被提及，并
被冠以黎川油画发源地的荣耀。

虽已立秋，却是暑气难消，热浪
滚滚。地处赣闽边境的樟村还是不
顾炎热，依然热闹。

河道清淤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
进行，古建筑保护方案渐次成形，当
地历史文化故事的搜集整理跃然纸
间……

拂去岁月尘埃，还原古村落的记
忆。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分明就
是江南水乡在赣鄱山村里遗落的一
个美丽梦境。

黎川的樟村最后一次作为官方规范地名是在 34 年
前。1984年8月，我国首次实施地名资料普查登记。江西
省内有四个唤作“樟村”的乡名，为有所区分，黎川县的樟
村乡改为樟溪乡。

虽然沿用了 760 余年的名称进入历史，对当地人而
言，作为植根内心深处的故土符号，樟村从未消失，继续成
为民间通行的称谓。同时，在物理空间里，古村的肌体依
旧在店上、中洲、东港三个村延续至今。

如果沿着历史长河往前900年，一个与樟村文化密切
相关的历史故事浮现，传播至今。宋元丰七年（1084年），我
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正式成书。书中收录了一
则令后世为官者警钟长鸣的纪事，写的是东汉名臣杨震过
境昌邑（海昏侯的封地）时，县令王密怀揣重金连夜前往拜
访，以谢当年举荐之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劝称三更半夜
无人知晓，杨震说了一句被后人称为“杨震四知”的经典语
录：“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者！”再以后，杨震官
越做越大，有人让其多置些产业给后代，杨震仍然严辞拒
绝：“使后世称为清白官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到了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杨震的一支后裔从
南丰迁入黎川一处山清水秀的所在开基。随着家族的日
益壮大，这个从唐朝就有人居住的村落开始渐成规模，因
周边都是大樟树，遂名樟村。

数百年来，樟村的杨震后人并没有让先祖失望，一批
批杨氏英杰在历史舞台中呈现各自的精彩。这其中，有饱
学多才名重一时、把酒言欢之际获汤显祖赠诗的杨思本，
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祯在《海洋诗话》中提及“今日善学才调
集者，无如江东宗元定九、建昌杨思本因之”。在晚清更出
了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杨希闵。

从七品官员任上挂冠回乡讲学、太平军攻城时招募乡
民迎战；清代两场著名的文坛论战中表现积极，在诗文“唐
宋之辨”时以十二卷《诗榷》阐述观点，在宋词“南北之争”
中推出《词轨》一书表明立场；发现有年谱存在错误或信息
不全的问题，立即投身其间成为年谱大家。其中十五卷本
的《豫章先贤九家年谱》里，包含了诸葛亮、欧阳修、王安
石、黄庭坚、王阳明等人物，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
料……如此种种只是杨希闵传奇人生的一小部分。48岁
那年，他以二十卷《乡诗摭谭》在江西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可
替代的印记。

杨希闵在书中做了一份《江西诗派图》，列了长长的江
西诗人名单，从晋代到清代，足有 340 余人。他从诗人道
德、学术成就、诗风多个方面综合评定后排了一个座次，明
确提出江西诗坛的“一祖三宗”：以陶渊明为初祖，以欧阳
修、黄庭坚、虞集为三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江西诗人
的成就高低进行排位。清末学者夏敬庄在该书序言中赞
叹：先生此图，则江西千古诗人定论也。上海大学文学院
教授、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任张寅彭在《文学遗产》杂志刊
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乡诗摭谭》是将历代江西诗人的内
在关系表达得最为紧密的图谱，代表了明清人泛江西诗派
观的最高认识，从而使江西诗派延伸乃至更替了原概念的
内涵，形成了泛江西诗派观。

身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赣籍学者，杨希闵对地方学术史
有不小的影响。然而，在中国或江西的文学史上却鲜有提
及。我们只能细节去感知他的存在和历史地位：胡适日记
里有一封给友人的信，说自己看完《杨希闵传》后，对文中

“杨希闵终老于台湾”的说法有疑问。
时至今日，在樟村已经无从确认杨希闵住所、终老地等

信息，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的山水桥巷，一定有过他的行迹。
庆幸的是，在古村里还能随处见到明清时代的古建筑，还能
找到杨氏清白家风的留存，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德元厅，院
内门楣之上有块醒目的石匾，上书：清白世家。

这4个字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数千年来的传承
与梦想，还是对古往今来所有为官者的提醒和激励，是中
华民族高尚道德情操的传承和弘扬。潜心研究樟村文化
历史的赵士忠向记者介绍，当地正充分挖掘以“清白家风”
为代表的廉文化资源，打造“家风家训”廉政教育示范基
地，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杨震“留清白于后世”的想法，在千年后依然得到呼
应。

历经千百年
的时光流转，许
多的古建筑已经

老去，但“清白世家”的深厚内
涵，依旧代代传承，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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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樟村，时间瞬间变得漫不经
心。千百年的岁月磨砺，早已让古村
习惯于清幽淡然。面对每一位来来往
往的过客，每一次岁月轮回、世事变
迁，以及每一回河水漫上的街巷石径，
依旧岁月静好、波澜不惊。

樟村是一个沿河而建的村落。由
此，村民们对桥有着特别的情感。全
村大小桥梁有10余座，素有“千户人家
十板桥”之称。发源于武夷山脉的两
泓溪水将村庄分割成店上、中洲、东港
三个部分，立于溪水之上的桥又将村
舍古宅连接成一体。也由此，“两溪分
三村，三村十桥联”“人在村中走，如在
画中游”等民谣流传至今。

在众多大大小小的桥梁中，双溪廊
桥最有特色。两端是店铺，桥身设有两
排凳子。桥下溪水悠悠，潺潺的水声缠
绕在耳边，桥上河风悠悠，柔柔绵绵。
廊桥两侧的木板上用毛笔写着的，竟然

是当地人创作的诗文，信手
抄来几首品读，极具乡土韵
味：“故土难忘古稀年，双溪
桥下水涟涟。戏台洲上多
少事，夕阳一半在桥边”“山
外青山楼外楼，红妆廊桥把
客留。一水两溪三村定，东
港西店南中洲”……廊桥是
当地村民休闲的好去处，每
逢集市圩日，村民有的肩
挑、有的手提，各种土特产
的买卖都聚集在这里，各种
市声响成一片，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活脱脱一幅现代版清明上河
图。

村中街巷大多沿河而建，窄小曲
折又悠长。街巷两边都是木质店铺，
店铺后面连着大厅，是主人的生活
区。历经百年岁月侵蚀，村里大多数
古宅已经老旧残破，也不乏保存完好
的古屋。德元厅、九礼第、进士第、竹
节第……在探访过程中突然发现，我
们面对的这些古建筑，以及随时随地
跃入眼底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现实
场景，其实就是一幅幅凝固的时间图
画，画中的景象正是一幕古朴秀美的
江南水乡风情。

2017年8月8日，省住建厅公布了
我省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在248
个村落中，樟溪乡中洲村位列其间，成
为首批传统村落。同时，在《樟溪乡生
态与民俗旅游发展规划》（草案）中，记
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结合本县“十三
五”规划中“生态旅游产业”的战略布
局，从景区规划到打造“文化旅游产品
设计生产加工基地、影视创作摄制基
地”，落实“以A级景区创建为抓手，加
快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努力建设海西
经济区重要的乡村度假旅游基地和商
贸旅游中心”。

姗姗来迟的规划赶不上变化。由
于长期缺乏古村保护意识，这里的街
巷肌理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
仅古屋空心化问题严重，还有早前随
意建设的楼房，无情地将幸存古建筑
再次分割断层。另外，当地对古村的
保护与管理也并不完善。当然，这并
不是对当代村人的一种诘问和责难，
而是对传统历史村落面临消失境地的
担忧。这是今日樟村的叹息，也是当
前在我省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古村之
痛。希望当地乡民不计成本地保存文
物、维修古建，为保护传统村镇格局和
景貌而继续努力。

樟村早已不复当年商贾如云、船帆穿梭
的繁忙景象，只有河岸边存留至今的一个个
古码头，向人们讲述那段繁华时光。随着一
位少年的离开和归来，才再度为世人所注目

22

古村樟村，正如江南水乡里一个遗落的梦
境，记录了无数先人的身影，和风雨沧桑的年
华，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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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穿越时空，亲眼看一看古村当年的模样。只能借助其间深蕴的文
化印记，努力还原曾经的村落往事。细细触摸这些属于中华民族祖先的遗存，
见证一代代先民的智慧、勤劳。静静聆听小桥和流水共同讲述的遥远故事，感
知古老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结晶。

回望历史的时光，时刻被浓厚的村落乡愁紧紧包围。

写有“清白世家”的杨氏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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