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桃子山可曾开过桃花不得而知，这并非
我关注和探究的，它某年与脐橙树结缘的前
因后果，才是我必定对它倾注深情的理由。

世居于桃子山四周的赤坑人记得，上山
塘一带古树参天、溪水长流，美景天然。然
而，这并不是它远近闻名的全部理由。上世
纪30年代的那个深秋，先头突围红军打完桐
梓岗战斗，沿山道前行集结上山塘，攀老鸦
岽挖壕沟筑工事，击溃大屋湾后山守敌，翻
香山渡桃江开始了漫漫长征……硝烟散尽，
上世纪60年代末，上山塘创办了国营信丰县
园艺场，开垦出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岭种植柑
橘树。想必当初创业者最初的规划是栽桃
树，于是将上山塘塘尾更名为桃子山，邻近
种梨的山就被唤成梨子山。但桃子山并没
有种上桃树，却成了脐橙母种园。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个冬日，一辆拖
拉机开进桃子山斜坡处，卸下两捆飘洋过海
而来的脐橙树苗，标签上用中文和英文分别
写着“华盛顿”品名。工人们腾出半亩山地
挖穴培育橙苗。次年母种园橙苗春梢蓬发，
开枝散叶，长势旺盛，场里农技员采其细嫩
穗条做试验，嫁接到半岭的柑橘树枝上。变
了“性”的柑橘树挂上了脐橙果子，从此信丰
脐橙悄然飘香。

桃子山的橙苗日益高大、茂密，被连蔸
带泥移植到鸦鹊塘苗圃。铲开第一锹种下
去的那棵脐橙树苗，独树一帜地留在了桃子
山盆地，场里安排了一名专职苗木园丁，一
边育菜秧一边精心管理它。或许桃子山的
地理、气候、土质等更适宜于这棵橙苗生长，
它比其它橙树发育得快，树体像一把张开的
大伞，枝干如一双双舒展的手臂，笑逐颜开
地，结出硕大而椭圆的果子，底部外皮上的

“肚脐眼”代表着它独特而显赫的身份，人们
敬称它为赣南脐橙的“母亲树”。县里竖了
一座大理石石碑刻字标识，可谓实至名归。

中国农科院南方柑橘考察队来到桃子
山勘察鉴定，得出安西种植脐橙条件“得天
独厚”的结论。年复一年，鸦鹊塘沿线延伸
出数千亩脐橙，与桃子山片区的柑橘树在面
积上平分秋色，园艺场随之换上了脐橙场的
招牌，同时管辖周围三个行政村。于是就有
了桃子山为老场、鸦鹊塘为新场的地理区
分。那时，赣南其它县尚未种植脐橙，这样，
将安西定义为赣南脐橙产业的祖地着实毫
不夸张。某种程度上，那棵见证了赣南脐橙
走过40多年历程的“母亲树”，内涵是极其丰
富的，底蕴是极其深厚的，意义也尤为不同。

二

我老家也划入了脐橙场。农村实行生
产责任制后，父亲改造了两亩旱田，种上了
一百多棵柑橘树，一位堂叔做了场里合同
工，承包了三工区一块果园。那天，父亲随
堂叔来到桃子山，面对那棵珍贵的“母亲树”
感慨万千，苗木园丁如同遇见了知己，拿起

枝剪梳理出几扎嫩穗送给父亲。父亲返回
自家果园，用水果刀将穗条切成一寸长，一
端削成铅笔尖状，放入肥水桶浸泡一阵子。
然后锯掉柑橘树多余的岔杆，破开一处处光
秃秃的丫枝，插进一根根脐橙穗条（这叫“高
接采穗”法），再紧紧包裹一层塑料薄膜。父
亲建了一个水泥蓄水池适时浇灌，沿每棵树
垂直挖成括号形穴沟，施下麸皮、草土灰拌
水粪合成的农家肥。来年春暖花开时，丫枝
接口处吐露出毛尖茶般的碧叶，它们遗传了

“母亲树”的基因茁壮成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读于安西中学

园艺班，我的优势学科除了语文就是柑橘专
业课程。学校距桃子山仅一公里，早上晨练
或黄昏散步，我与几位同窗常常钻进桃子
山，“母亲树”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守望着一
垅垅青翠欲滴的菜地和一片片橙红橘绿的
果林。周末，我们几个寄宿生常去桃子山勤
工俭学，割芦箕、挑肥料，给“母亲树”除杂
草、捉虫子。毕业前夕，我们请来摄影师以

“母亲树”为背景拍照。我年少时曾顺应脐
橙情窦初开的潮流，搜集了一些“母亲树”的
素材，写出一篇散文习作《秋景》，发表于《赣
江文艺》函授专刊，这让我兴奋了许久。

三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京九铁路通车了，
赣南果业掀起“山上再造”工程，信丰脐橙馨
香四溢叫响中外。

毕业后，我没有跟随村里人外出打工，
而是进了脐橙场干了一份“脐橙”活。我念
念不忘那棵让我发表了处女作的“母亲
树”。场里来了一位戴眼镜的农学博士，做
脐橙病虫害综合治理研究，那天，我骑摩托
车载他来到桃子山，当他看到“母亲树”周边
野生着一种开着蓝色花朵的绿色植物，眼睛
一亮，摘下几瓣闻了闻，脱口而出：真香啊，
这可是脐橙益虫依附的藿香蓟。他告诉我，
藿香蓟每年夏末秋初开花，瓢虫、捕食螨这
些益虫在里面繁殖，捕食红蜘蛛、锈壁虱、蚧
壳虫等敌害。如在橙园梯带人工种植它，能
最大限度地减少脐橙喷药危害。

我受他的启发，带了一把藿香蓟给父亲
识别。其实，我家果园也长着藿香蓟，可是
父亲哪里知道它的价值？早把它铲除得一
干二净，别人家的果园亦然。

此后，父亲保护利用了天然藿香蓟，还
在梯带间隙大量套种，橙树基本上施用有机
肥。遇有天牛飞来侵蛀橙树，父亲不轻易往
树上喷洒农药，而是用针筒吸上药水注射在
树身上的洞里，然后搅把黄泥巴堵住蛀口。
这种笨拙且繁琐的办法果真见效，既使树体
得到康复不至于枯萎，又不让果子沾到残留
药剂。父亲打趣地说，他管理的脐橙看上去
感觉不那么出众，却“低调”得放心可靠。后
来，这项藿香蓟技术成果曾一度在全县果园
推广应用。

改革开放 20周年，脐橙场实行改制，职
工置换身份，个体承包经营果园，鸦鹊塘片

区从桃子山片区剥离，归属于筹划上市的赣
南果业，我被临时抽调到信丰筹备小组，协
助主管做些上市的基础事务。场里以108名

“好汉”的名义，分配给在册职工申购原始
股。那年，一个外地企业看中了桃子山东北
边的陂头塘、葡萄山、半岭高果园，打算投资
兴建一个大型生猪养殖场。引进这样的企
业，势必会污染空气，排放污水，泱及桃子山
一带的大片果园，还有赤坑、兰塘村民的农
田及安西河支流上迳河段。场里尊重群众
的意愿，拒绝了这家企业，并坚决杜绝在禁
养区饲养禽畜。那年，安西圩寨背地段投标
建房，几乎全是种果大户出手购置，这条繁
华的街道，取名“桃子山”，颇有点饮水思源
的意思。

四

在离开老家的十多年里，我与外地朋
友谈生意、聊乡情，理所当然是着重拿脐橙
说事，朋友听得津津有味，我顿感大长脸
面。我看到权威媒体发布的消息，赣南脐
橙品牌价值超过 668 亿元，信丰脐橙占据
半壁江山，于是萌生出返乡创业的意向。
前年春节回老家，看到国家脐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赣南脐橙小镇落地了，农夫山泉
工厂进驻了……沉寂的鸦鹊塘如万山绿
遍，空前热闹。

我绕着桃子山转了一圈，那些原先荒芜
的山头田垄间，轰隆作响的挖掘机正在挥舞
臂爪整地开带，宛如当年果业大会战的情
形。一群村民面朝“母亲树”石碑鞠躬，把它
的“香火”引进新开果园、新建居所，以示“硕
果累累，子孙满堂”。我跟父亲商量，将猪牯
湾那块山重种脐橙树，“白领”堂侄提出合股
投资，父亲当即挺直腰身拍板同意。

如今，“母亲树”已老朽归土，但那座石
碑还在，仍旧意犹未尽，它在桃子山等候人
们随时去解读。

这是我最近给武宁老家写的一首歌词，作曲家
田信国将它谱成了曲，很“走心”，合我的味。这首
歌的词和曲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来的，其中有
些有趣的小故事。

一趟车旅，泛起思乡绪

2018 年 9 月 1 日是星期六，我去井冈山与来自
新疆克州（江西对口支援的地区）的同志们作文化
交流。

从南昌坐车去井冈山的路上，我忽然想起老
家武宁前不久打造的一台山水实景演出《遇见武
宁》。“《遇见武宁》这个标题很好，如果以此为题给
老家写首歌呢？”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瞬间把我
的乡情给搅动了起来。“既然动了心，那就试试
吧！”

写歌的心思一动，我仿佛置身于家乡绝美的山
水和熟悉的乡音中，老家的味道在心里越积越浓。

武宁的山是青的，水是碧的，空气是甜的；武宁
的山歌，是打着鼓唱的；武宁的茶戏，男女老少都会
哼上几句；老家人淳朴善良，热心肠，够兄弟；武宁
人教育下一代最常用的话就是“要争气”，讲究邻里
和睦、家庭和顺、待人和气；尤其是武宁的女子，如
青山碧水一般秀美，素有“好客气”之美誉。老家人
喝谷烧酒，是将酒倒在一个大碗里，碗里放一勺儿，
方便给客人添酒。酒倒进碗里那一刻，带着稻花味
的酒香便扑鼻而来，人还未饮，心已先醉。

我在车里这么想着，老家一个个温馨的符号，
乒乒乓乓地跳跃起来，把我的心充盈得满满的。

一部手机，敲出好词句

不久前，我曾经为武宁写过一篇“我眼中的家
乡美”，标题是《江南山水窟，江西风月窝》，引用的
是南宋时期著名道家白玉蟾游历武宁时留下的两
句话。白玉蟾八百年前对武宁的评价，用在今天的
山水武宁，也是恰当不过的。

“这首歌要围绕‘江南山水窟，江西风月窝’展
开，提取出最能够代表武宁特色的符号，把武宁的
山水风物人文之美表现出来。”我掏出手机，把属于
武宁特色的意象一一写下：山水、茶戏、山歌、谷烧
酒、姑娘、小伙……一路上穷尽心思琢磨和修改，在
手机上完成了初稿——

“遇见武宁，就遇见山青水碧，江南山水窟，诗
里画里等你。这里的渔歌入梦醉，这里的茶戏招人
迷，还有那震天的锄山鼓，打呀打呀，打出一片新天
地。

遇见武宁，就遇见风情万里，江西风月窝，情里
梦里牵你。这里的小伙有魅力，这里的姑娘好客气，
还有那山背的谷烧酒，喝呀喝呀，喝出一腔英雄气。

啊，江南山水窟，一幅大写意，江西风月窝，此
中有真意。”

一条微信，献上“十八”韵

午休时，我又开始琢磨这歌词。我离开家乡已
久，对武宁特色符号的把握多少还有些欠缺，便想
着要向熟悉武宁的同志请教。

第一个想到的，是武宁的张雷。我看过她写的
很多关于武宁各地风物的特色美文，我把初稿“微”
给她，很快收到回复。她建议放进一点“土气”，并
说旧县志记录有修河十八滩，武宁的茶戏也有九板
十八腔之说。我一琢磨，这“十八滩”和“十八腔”太
有特色了，于是，便用“十八滩的渔歌”取代了初稿
中“这里的渔歌”句，用“十八腔的茶戏”取代了“这
里的茶戏”句，果然生动活泼了许多。但是这又带
来了一个问题，意味着后面段落里“这里的小伙”和

“这里的姑娘”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时，她又贡献
了一个夸姑娘眼睛漂亮的武宁地方词汇“桃花

眼”。“桃花眼的姑娘”很有想象力，让人心动，与之
相对应，我想出了“热心肠的汉子”。“热心肠的汉子
够兄弟”“桃花眼的妹子好客气”，感觉又好了很多。

一通电话，“割肉”不费力

这次写歌全凭一时性起，心里并没多少底气，
便想着要向行家请教。我想到了正在援疆的江西
音乐人田信国，我把词稿发给了他，请他帮着打
磨。他很快就从音乐韵律、武宁滋味、具体词句运
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我们一中午电话打来打去，
微信微来往复，很快就改出了一稿，这便是当天下
午在“独好传播”公众号里刊出来的《遇见武宁》：

“遇见武宁，就遇见山青水碧，江南山水窟，诗
里画里等你。十八滩的渔歌惹人醉，十八腔的茶戏
令人迷，还有那震天的锄山鼓，打出一片新天地。

遇见武宁，就遇见风情万里，江西风月窝，情里
梦里牵你。热心肠的汉子够兄弟，桃花眼的妹子好
客气，还有那山背的谷烧酒啊，喝出一腔英雄气。

啊！江南山水窟，此中有真意，江西风月窝，归
去复来兮。”

这篇作品发出来后，很快就在朋友圈引起了热
烈反响。我以为这一稿应该比较完美了，没想到田
信国还不满意，说这首歌词写得太满了一点，少了些
让人回味的东西。他建议我做减法，以简练为美，哪
怕是割肉也要舍得下刀。他甚至打起了标题的主
意，认为“遇见”这个标题不够理想，应该想一个更能
代表武宁味道的标题，让人一听就忘不了。

一次求教，谨记“词眼”贵

从井冈山回家后，我便“沉迷”在对歌词的修
改中。我把歌词发给了秦庚云老先生，请他指教
一二。

秦庚云是我省的著名词家、诗人、音乐文学评
论家。秦老很热心，看到我的微信后，先是大大地
点了个“赞”，然后就给我发来了他的两篇文章。文
章中关于歌词“记忆点”、歌曲的“歌眼”、歌词的“词
眼”的论述，让我很受启发。

秦老还具体指出了《遇见武宁》歌词中存在的
问题：“就目前而言，感到还是太满了，可有可无的
字句可删去。”“很有色彩的两句‘十八’，因加了太
一般化三字后缀而显流俗，可惜！”“没有叫绝的后
缀，宁可不要”。又更具体地点出“‘打出一片新天
地’和‘喝出一腔英雄气’两句显‘水浒气’，难道想
不出更好的处理吗？”

两位行家同时都指出了这首词作写得“太满”
的问题，我开始重新审视《遇见武宁》。

一次梦醒，“游子归乡急”

为了改出秦老所说的味道，我简直到了茶不思
饭不想的地步，晚上做梦都惦记着这件事。

有一次午夜梦醒，我一遍遍地翻看与秦老微信
交流的内容，心里不停地回味老家的味道，忽然想
起老家的待客之道。谁家有客人来时，乡亲们都会
劝客人喝酒，那份热情不知不觉就会让客人喝醉

“对啊，把‘喝出一腔英雄气’换成‘喝得客人忘归期
’呢？不是更有乡情味吗？”我顿时兴奋起来，又咬
文嚼字反复斟酌，把前面的那句“打出一片新天地”
替换成了“打得游子归乡急”。这么一替换，整首歌
词的格调和品位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场心动，谱成“走心”曲

词稿基本定型后，作曲就是田信国了。
田信国做事真的是精益求精，他总感觉无论是

标题还是最后的压题，都还不够绝。他反复问我，
如果是武宁本地人来说武宁美，会用什么词？我脱
口而出“好客气”三个字。他马上建议，那就用“武
宁好客气”做标题好了，这样更接地气，是地道的武
宁味。我觉得很有道理，便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又反复推敲，对歌词的内容做了
新的调整，整首词围绕着“武宁好客气”来展开。为
避免用词的重复，把桃花眼的妹子“好客气”换成了

“重情义”，割舍掉“山青水碧”“风情万里”等句，那
真是“割肉”啊，万般难舍，却又不得不舍。《武宁好
客气》最终完稿时，我反复吟诵，激动不已。

在最终的词稿中，我用上了两千多年前西汉宫
廷乐师李延年形容女子有倾国倾城之美的“绝世而
独立”句。用这样的词句来形容武宁的惊世之美，
不是绝配吗？！用这个来压题，再加上陶渊明《归去
来兮辞》的山水真意，一定压得住，压得好。

田信国在谱曲时充分提取了武宁山歌和茶戏的
调、韵和行腔，落笔不凡，曲风优美，风格明快，精准
传神，朗朗上口，很合词意。9月7日晚，田信国发过
来了曲谱，我稍加哼唱，竟觉浑然天成。好个田信
国，不光是“快枪手”，而且是“神枪手”。这首曲子，
如此快地出炉，而且如此“走心”，令我拍案叫绝。

词曲完成后，我马上发给了秦庚云。正在吉安
出差的秦老这次给我回的微信中，最后结尾的是两
个字加一个感叹号：“佳作！”

（压题图摄影：梁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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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亲 树 ”
□□ 刘景明刘景明

张家湾的灯火

秋收以后，人间再无饥荒
安源山上，草木摇曳
它们正向天空示意
此刻，张家湾的灯火还亮着
有人在灯下绘制镰刀
有人拿一把锤子向敌人的脑袋砸去
有人抬头望灯光，把江山紧紧攥手心
命运不是秋风，该由自己掌控
在山中，荆棘也可当拐棍
一群满怀激情的现实主义者
他们沿着山路，深入虎丘，抗暴，除恶
天亮了，坐在山头上
看世界回到平静，太阳升起

罢 工

在安源，一场革命风暴正悄然进行
起先是一个人，接着两个，三个
他们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
——很显然，他们身背炸药包
他们要在人世间弄出点声音
他们像潮水一样
从矿井涌出，以坚毅拒绝黑暗
拒绝谋杀和非人道的生存
此刻，无人敢动杀念
从此世间太平
此刻，地底下的煤已经苏醒
从此世间再无压迫
天地浩荡，回到一声巨响

小矿工

安源山上，住着很多小矿工
他们嘴里叼着小矿石灯
跟在父辈的身后
一步一弓腰，把身子埋在煤堆
血雨腥风的岁月里
他们懂得斗争
懂得受苦不是天生的
他们用扛煤的肩膀扛着一个时代
把一棵棵竹子插在心间当做旗杆
用生命点亮矿灯
春天的安源，冰雪已尽

与历史谈判

今天，我坐下来继续与历史谈判
像一个穷困潦倒但梦想犹存的汉子
挥动着镰刀，从地底下钻出地面
砖木结构的楼房，我来过两次
一次是路过，另一次是谈判
门前两排尖顶铁栅栏
一次次冲击我脆弱的身躯
八方井是见证者
那一次挥刀更像是一道闪电
在安源大地上凿出一片天地
阳光照进来，整个历史俯首称臣

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

工人大罢工爆发；18日早晨，罢工取得
完全胜利。 ——题 记

远处的灵山，是个翠色的绸结，绾在老
街的一侧。黎明，一只云雀从睡眠中醒来，
冲出山林，飞到老街的上空，张开尖利的喙
啄破了黑暗的氅衣。一隙光亮洒落在屋顶
上，接踵而来的光亮循着缝隙迸然涌出，把
古旧的街道照得亮堂堂。

老街不长。东西走向的小街，无论是
长度或是宽度，抬起脚就能丈量出结果。
街头和街尾，鸡犬相闻。街道两旁的店铺，
仿佛一些熟稔的旧友，面对面相向而立，门
面墙尽是厚重的木板，将狭小的街道挤得
愈发清瘦。

清晨的老街非常热闹。来自四面八方
的人流，源源不断地奔向老街。老街人口
不多，几乎家家都开门迎客做生意。铺子
里做的多半是小本买卖，柜台上摆放的货
品也大多是本地的土特产。

农闲时节，乡下的农民上山采集茶叶、
笋、杨梅、板栗和葛，再利用传统的技术加
工成各具风味的食品。这些纯天然的货
品，泛着素朴的光泽，最是能获得外地游客
的青睐。戴着各色帽子的游客蜂拥而至，
站在柜台前，举着一包茶叶或是笋干，操着
不同的口音，向店主打听它们的来处。店
主的脸上挂着真诚的微笑，却掩饰不住些
许的得意。主宾之间相谈甚欢，话语和畅
笑在老街飘来荡去，酿出一种尤为俗世的
寻常温情。

趋近街中央的供销社突然斜逸出一
角，生生地把老街逼出一个弯道。拐角之
处，有一棵古老的樟树，俨然是街的老住
户。树梢入云，枝丫挓挲成一把伞盖，不断
地向四处扩展绿阴。倚着樟树的枝干，高
高低低搭建了数处小棚。棚子里，时不时

溢出一阵阵热气腾腾的醇香。两三张小方
桌，十几人聚集一起，悠闲地品尝地道的老
街美食。每一道美食，都教人无法自控。
游客常常撑得抱着肚子喘息，两眼却死死
地盯着锅里。临了，还不忘买上一大兜，给
亲朋好友捎去。

在这样的一条老街上，既有来者，亦有
去者。历经沧桑的老街已然有了很明确的
走向，不会因过客的打扰去刻意改变，而是
静静固守一方天地，延续着属于自己的生
活。榨油的老作坊里，轰隆隆的碾子把茶
籽碾碎，榨工用力地荡起撞石，清亮的茶油
顺着木榨汩汩流淌出来。油香与街上的路
人撞了个满怀，路人不得不收住脚步，狠狠
翕动着鼻子。

与榨油坊相邻的居民住房，灰扑扑的砖
墙上印着年深日久的笃定。被雨水浸湿的
墙缝中，是随着岁月一同生长出来的苔藓和
野草，它们相互缠绕，漫漶着悠长的往事。
推门而入，天井里的水缸，古拙质朴，盛放一
汪清清浅浅的日月。屋檐与屋檐之间支起
竹竿、麻绳，晾晒着居民的衣裳，湿漉漉地迎
风招展，铺开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狗和鸡
鸭穿行其下，走得不慌不忙。几个老人坐在
门前的旧竹椅上，顶着满头的银发聊天。老
人的心气和老屋相投，和老街相投，他们都
把自己撒手托付给时间和命，任其摆布。

街的顶端是菜市场。古龙先生说：“一
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
他去菜市场。”仅此一句，足以明心见性。
菜市场看似俗气，却蕴藏着最生动的暖
意。因着这些暖意，按部就班的日子才不
至于乏味而无聊。

老街的菜市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货品集散地。菜市场
的路口，见缝插针的摊贩兜售着各种货品：
水果、河鱼、糕点、廉价的内衣和袜子……
碰上逢年过节，有粽子、菖蒲、瓷器、年画、
香火、纸钱……

这条街上还有一家茶馆，“七碗受至
味，一壶得真趣。万语与千言，不如吃茶
去”。得半日之闲，约上三五知己，泡上一
壶酽茶，透过窗户觑着眼看街景。

老街如常，生活如常。

老街如常
□□ 王王 俊俊

一个人的安源
□□ 赖咸院赖咸院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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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话说《《武宁好客气武宁好客气》》
□□ 黎隆武黎隆武

武宁好客气
诗里画里歌里
武宁好客气
情里爱里梦里

十八滩的渔歌鱼虾醉
十八腔的茶戏老少迷
还有那震天的锄山鼓
直打得那游子归乡急

热心肠的汉子够兄弟
桃花眼的妹子重情义
还有那诱人的谷烧酒
常喝得那客人忘归期

啊
武宁好客气
绝世而独立
江南山水窟
此中有真意

武宁好客气
心旷而神怡
江西风月窝
归去复来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