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涌的硝烟弥漫为冰冷的晨雾
喧嚣的枪声碎落成永久的寂静
枪口曾同他们的心一起怒吼
子弹骤然绽放一朵朵鲜红的花朵
结出的果实让豺狼尝尝
自己也把豺狼的子弹头嚼嚼
就再也没站起来
躺成一座座巍峨的山峰
和那场席天卷地的飓风一起沉默
但 那一声声昨天的铿锵呐喊
至今仍在深幽峡谷间蜿蜒萦绕
寻找回声 寻找归宿
那一颗颗岩石般坚韧的心
一次次撞响历史的回音壁

岁月在战壕旁 为他们
擎起一树树美丽的山茶花
凋谢后
果实的鼓槌就猛擂起来了
咚咚咚
敲响悬在天穹的太阳和月亮
敲响每一个不该沉寂的日子
让每个人心里的钟
都感应到昨天洪亮的声音
他们
一群走进太阳神圣光环的
共和国先驱们
一串串脚印
撒在这片血沃的土地上
清晰的脚印栉风沐雨 饮雷饮电
他们 安息在这片红色的土地
成为一棵棵挺拔苍劲的青松

烈士纪念碑
□□ 胡刚毅胡刚毅

征 文
“行程万里 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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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村庄，是从一棵站在村口的香樟树
开始的。

时间退到一千二百多年前，我的村庄
只是大鄣山下的一片盆地。当时，有位名
叫洪延寿的唐代归隐长史，从安徽篁墩沿
着五龙山脉，走进了婺源大鄣山深处。“崛
起石垒墩，仰依天马峰。天马高昂驰骤，俯
瞰轮溪浪洪。余欲览春色，一一植樟松。”
在寂静的山野里，在他期待的内心，开始生
发香樟树的诗意。于是，他在溪边长满黄
荆的土墩上，植树定村，赋诗以记，把一个
家园的梦，植入了一棵香樟树中。他植下
的这棵香樟树，以站立的姿势，年轮储满了
村庄记忆的源头。

听长辈人说，我的村庄车田，在历史上
是林木森森，清溪环绕，田畴相连，那村基形
似车轮，初名是轮溪。轮溪、车田，想必村庄
前后的村名都蕴藏着先祖的田园诗意。香
樟树发达的根系，连接着的是村庄洪氏的血
脉亲情，唐代长史洪延寿，宋徽猷阁直学士
洪皓，金石学家洪适，钱币学家洪遵，瑞明殿
学士洪迈，一祖同宗，各有建树。然而，他们
都无法留住岁月的脚步，在不同的年月里化
作了尘土。即便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虽己
定都南京，但仍心怀故土，千里迢迢赶到香
樟树下祭祖。“如盖亭亭樟覆霓，专程祭祖到
轮溪。残庐依旧莽荆发，故墅犹新鸡鸣啼。
河曲流长翁醉钓，山祟峰峭月忧低。裔今壮
志乘天马，大训堂开阅战车。”洪秀全当年祭
祖时的吟诵，既是对车田古樟风物的观照，
也是一位农民革命领袖的自我抒怀……

始祖延寿公与天王洪秀全诗中的“天

马”，是指村口的天马山。而天王阅战车的
“大训堂”呢，便是车田村洪氏宗祠。“耕读传
家久，诗书济世长。善良根基稳，孝顺大其
昌……”“……亲力亲为成大业，戒骄戒躁莫
逞强。家训谨记日三省，光前裕后福泽长。”
大训堂孕育与传递的家风家训，应是村庄质
朴人文风貌的呈现吧！村庄流年，这样的质
朴直接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烟火与“四时八
节”的礼俗中……

从我家祖居“忆善堂”到古樟与“大训
堂”，约莫两三百米的距离。记事起，位于古
樟边的“大训堂”已成村中的小学。操场上，
木板拼接的乒乓球台上，春天经常有古樟树
叶飘落的身影。老屋、古樟、祠堂，一直是我
少年成长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背景与底色，也
是无法抹去的特殊记忆。然而，村中老师躬
耕的身影，孩童朗朗的读书声，却经年传递
着一种文化传承的信息。

黄荆墩上的香樟树，在车田乃至洪氏后
裔心中，已超出了植物本身，成了一个神秘的
图腾符号。有关古樟的故事，听长辈人说过
很多。比如：古樟樟叶的翠绿与枯黄，预示着
村庄耕种的年成或自然灾害；一位村人搭梯
上树，锯掉雪压的枝丫，竟落下了腰部残疾；
婴儿夜里时常啼哭，在红纸上写“天皇皇，地
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的帖子，贴于古
樟，便可酣睡天明；甚至，把体弱多病的孩子
写入“寄世帖”寄世给古樟……所有这些，仿
佛上了年纪的古樟包裹着一种神性，其实，这
是村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尊崇与膜
拜。想想，父母能够把自己的子女都托付给
一棵始祖亲手栽植的香樟树，那还有什么不
可托付的呢？

早年的黄荆墩，除了父老乡亲种菜的菜
园，还有一棵一抱粗的桂花树，几行蓬蓬勃勃
的茶树，相杂的黄荆，次生缠绕的藤蔓，还有
风化的墓碑。而如今进入人们视界的黄荆
墩，经过规划的村民休闲广场，鹅卵石垒的基
础，花岗岩的廊柱，砖墙石径，花草点缀，给鸡
犬相闻的村庄，给村民安宁的生活，带来了一
种全新的体验。那古樟风中舞动绿叶的声
响，哗啦哗啦的，像传递给空旷明净天空的合
唱。“大训堂”废墟上的小学，早已搬迁新址，
现在成了村委会的办公场所。从与村干部

的交往，到黄荆墩古樟广场的筹建，以及看
到村周的山青水碧，让我感受到了他们不止
是对古朴宁静家园的驻守，还有一种民俗文
化的衔接与延续，建设美好家园的态度与使
命。古樟广场建成后，放电影的，演戏的，跳
舞的，志愿者服务的，都来了，时常是一家刚
刚退场，一家又在开锣。不知不觉，古樟广
场周边的“望樟楼”“轮溪人家”“农家易香
馆”“徽菜楼”，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

香樟树的繁茂，洪氏后裔的繁衍，成了树
与人在村庄的集合。对于远离故土的洪氏后
人来说，车田村只是地理家园的一部分，黄荆
墩与香樟树，俨然是村庄的地标，成了精神家
园的一分子。5年前一个初春的日子，从车
田发脉的各地洪氏宗亲在古樟下相聚一起，
一个个都以膜拜的方式，铭记这棵香樟树。
许多侨居外地的洪氏宗亲，都是经过了漫长
的等待，才迎来古樟下团聚的机缘。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是村庄最为暖心与盛大的节
日。黄荆墩、江思坑、琢林前、天香院、外山
洞，仿佛是长辈经常念叨的小名，都一一被唤
起。记忆好比一根引线，那些遮蔽的沉淀的
村事一旦点燃，便顺理成章地爆出了五彩的
烟火。串联的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图景。而
土生土长的我，静静地伫立古樟下，视线从黄
荆墩古樟的碑刻到高耸入云的古樟，把心中
的朝觐化作对家乡的祝福。

当香樟站在村口,那参天的浓绿，已成
了无数洪氏宗亲神往的秘境。

锦绣江西
梦想中国 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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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当香樟站在村口
□□ 洪忠佩洪忠佩

九月的凉风袭来，网上那个背着大葱开学的小男
孩，唤起我心底的诸多求学往事，把我的心拉回三十
多年前那段苦涩而甜美的青葱时光。

欲说当年好困惑
我家在铅山县武夷山镇一个四面环山的贫困山

村。那时，村小只有一名叫江大胜的老师负责教授一
至五年级的全部课程。初中就要到 20多里以外的下
渠分场上学，由于学校离家远，只能选择住校，一周回
家一次。学校没有食堂，周末回家我都要带够一周的
咸菜，用毛竹筒装好，带到学校吃。

伴随着饥饿，我读完了初中。初中三年，尽管生
活、学习环境非常艰苦，但我时刻告诉自己，不刻苦读
书就永远改变不了命运，因此一直非常努力，学习成
绩也名列前茅。1981年，我考进了离家有60多里的武
夷山中学。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家，要先走16里的林海
山路，走到离家约7里远的和尚坪时，天就黑了。路上
没有伴，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孤身走在漆黑的山路
上，内心的紧张和恐惧可想而知。有一次，我像往常
一样，打着手电筒哼着歌往前走，走到离家约3里的地
方，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拿手电筒仔细一照，吓
出了一身冷汗，竟然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由于年纪小、营养差、身体弱，我时常在学校生
病，大热天浑身发冷，穿棉衣还觉得冷。有一次体育
课上，老师很生气地说：“这么热的天，你穿棉袄来上
体育课，开什么玩笑！”

放假时，家里也请了医师诊了多次，都没找出病
因。无奈，父亲请了神婆来看，说我上辈子与文曲星
做对，这辈子不能再读书了。父亲听从了神婆的话，
不让我读书。可我坚持要读书。就这样，我和父亲僵
持了半个月。最后，我向父亲摊牌，不让读书，就去学
医。背了半个月的药箱后，赤脚医生对我父亲说，这
孩子吃得苦，又上进，也挺聪明，在山沟里做赤脚医
生，太可惜了。父亲听他这么说，又看见我身体渐渐
壮实起来了，就答应让我继续上学。可是，回到学校
上了十多天学，我又出现了和以前一样的症状。班主
任看到我的身体状况，也建议我休学。这使我陷入了
深深的痛苦、迷茫、困惑之中。

留下真情在梦中
记忆是梦的一扇窗口。那个炎炎夏日，为争取上

学的机会，我独自找到在县城开货车的远房堂叔，请
他帮忙把我转到了铅山一中。上学的问题解决了，最
担心的还是身体。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时常生病的
主因是长期营养不良，但窘迫的家境没办法给我加强
营养。当时学校有个规定，食堂买菜需要一名学生监
督，每天四五点钟就得起床跟车推车，酬劳是每天可
以免费吃食堂的馒头。尽管别的同学都不愿干，可我
却因为这份“福利”，愉快地把它承包了下来。

当时铅山一中每个年级有两个大专重点班，一个
中专重点班，其余都是普通班。我转入的是高二普通
班。刚开始，学习成绩仍不好，随着身体恢复，不到一
个学期，除语文、英语外，我的数理化等课程都是全班
第一。学习成绩的提高，使我萌生了转入重点班学习
的念头。班主任徐鸿斌老师正直善良，认为我成绩
好，有必要转入重点班，并积极帮助我向学校申请，但
因只剩一个学期就要高考，没有一个班愿意接收。虽
未能如愿进入重点班，可我并不气馁，仍然拼命地看
书，更加努力地学习。

普通班的同学大多不参加高考，只有重点班的考
生有老师带考。我是独自一人前去参加高考的，还带
去了婶婶特意准备的六个大苹果，本来是让我每天吃
两个，结果被我一天就全吃完了，那真是天底下最甜
的苹果啊！

那天，我与父亲正在帮姐夫家插秧，得知了我考
上江西农垦学校的消息。彼时，家里的积蓄早被我用
光了，上学的路费都是乡亲们给凑齐的。开学前，众
乡亲从家中拿来米和菜，共同庆贺了一番，放了鞭炮，
也喝了香槟酒，整个山村一片欢腾。

求学路上，一路走来，我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
这沉淀在我心灵深处的亲情、乡情、友情、同学情和师
生情，让我每每想起心中都充溢着温暖和感动。

如此执着为什么
怀着憧憬的心情，我踏入了农垦学校的大门。入

校后，我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一是强壮体魄，二是文
明精神。

高中时的病痛折磨，让我格外注重身体锻炼，每
天跑步、练习蹲马步和拳术，雷打不动。同时，我还广
泛阅读了各种书籍。一类是毛主席著作，一类是关于
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还有一类是法律方面的书
籍。为了把中文成绩提上去，我听着收音机练习普通
话，认真阅读四大名著等文学著作，这些，对我后来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促使我学习法律的重要原因，源于一个沉重的记
忆。那是1983年的夏天，村里有些大人商议着翻过分
水关，到福建那边砍杉木运回来卖，并叫上外乡到我
村教拳的一个姓祝的武师带了几名徒弟去“保驾护
航”。结果，半路上与福建人打了起来，受到法律的严
惩。我不断在思索，被判刑的村民其实都是非常善良
的人，只是因为不懂法酿成了苦果。功夫不负有心
人，后来，我还考取了法学研究生。

那几年，有学习的充实快乐，有运动的酣畅淋漓，
也有为了买书、为了日常必要开销去赚钱的艰辛。两
年暑假，我都是在上山伐木、教人练拳中度过。

如今工作在外，那段求学往事时常涌上心头。我
所经历的锤炼打磨，使我能够坦然面对人生每一段经
历、每一个成败、每一次荣辱。我所走过的每个岁月，
每一份感动，每一份长进，都是一种最美的回忆。总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教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漫漫求学路
悠悠过往事

□□ 黄胜富黄胜富

一

1927年秋，自称“革命山大王”的无产阶
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率众上井冈山，将袁文才、
王佐“绿林好汉”的井冈山，变为革命的井冈
山，至今整整90年。

曾经，一个“贫”字，让多少人成为“山大
王”“绿林好汉”？！

2017年，井冈山向世界宣布：在全国第一
个实现脱贫“摘帽”！这“轰隆”一声巨响，世
界为之一惊，绝不亚于当年“黄洋界上炮声
隆”。

那年毛泽东上井冈山，“轰隆”一声：“秋
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带领
秋收起义队伍“轰隆”一声上井冈山，大山为
之久久震颤！

90年，弹指间。
袁文才、王佐占井冈山，“靠山吃山”，振

臂高呼：杀富济贫。毛泽东上井冈山，“靠山
吃山”，打土豪，分田地，奋笔疾书：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今天，井冈山人“靠山吃山”：大力保护
发展绿色井冈，杜绝任何污染，依托青山绿
水，发展红绿旅游、林下经济、农家乐、绿色
特产等，走出了一条有特色、可持续的脱贫
致富之路。

二

“农家乐”，井冈山旅游的生力军，脱贫神
器之一。

泰井高速公路与井冈山连接线交会处，

著名的“井冈红旗”钢塑舞动的方向不远处，
青砖黛瓦、飞檐翘角的民居古色古香，牌匾、
灯笼、旗帜火红，这是远近闻名的菖蒲古村。

2009年除夕，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到
井冈山看望慰问老区干部群众，特意来到菖
蒲古村，同村民们话家常、炒栗子、磨豆腐、饮
水酒。总书记的到来，使这个小山村名气大
增。

记得 2010 年夏天，我到该村采访，一走
进吴建中的“农家乐”，就看到墙上“胡锦涛
总书记到我家过年”的大照片。

老吴说：“十多年前这里公路窄，每天只
有一班公交车，人多抢不到座位，去镇里一
趟得花一整天。村民以种地为主，日子紧
巴，年轻人只好去外地打工……”2005 年泰
井高速公路和井冈山连接线两条路在村口
连成一体，菖蒲古村一下子变成井冈山与外
界联系的交通枢纽。在外地开饭店的老吴
看到商机，2007 年回村办了第一家“农家
乐”。

“院外立一个招牌，院里支 4 张桌子，就
开张了。”老吴说，“后来，井冈山红绿旅游日
益红火，店里客人也多了。每天客人上百，
甚至几百。两个儿子原来在外打工，我把他
们叫了回来，又请了十来个人。今年收入可
能超百万元。”现在，菖蒲古村有“农家乐”近
20家，彻底脱贫了。

2016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的
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如今更是面貌焕然一
新，成为井冈山“乡村游”异常火爆的新热
点，一年半以来，“农家乐”接待游客 20 多万
人次，十几家“农家乐”生意特别红火。

群山环绕的霞溪农场，空气清新，百鸟
争鸣，是井冈山“农家乐”的升级版和经典
版。老板之一叫黄娟，有“阿庆嫂”般的能干
和客气。

2011年冬，白手起家做“农家乐”站稳了
脚的她与几个合作者，流转此地 1600多亩山
林，成立“霞溪农场”，种油茶 600多亩、杨梅 2
万多棵，还有金橘、枇杷等。放养的野鸡、贵
妃鸡、兔子等在果园闲庭信步。林场里开“农
家乐”，主打“客家九斗碗菜”，受到游客追捧，
2015年获“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殊荣，

游客争相慕名来看霞溪美景，品客家美味。
游客日增，单一“农家乐”不能让客人“全乐”，

“旅游一条龙服务”应运而生：盖山顶酒店、住
特色木屋；山窝筑别墅型音乐厅、书屋；农场
中心建“乡村大舞台”……节假日游客爆棚，
须提前预订。今年春季，“霞溪农场山歌节”
吸引八方客家山歌爱好者参赛，场面热闹，媒
体争相报道。

农场几十名员工都是附近村里的老表，
果林施肥、除草皆请周边农民，带动了当地有
志青年发展特禽养殖、花卉苗圃。因“霞溪农
场”的影响，其所在的汉头村也成了“乡村旅
游村”，民居和农场统一外墙，整洁美观。

黄娟感恩地说：“霞溪农场得到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许多领导多次来考察指导，赞誉
有加，给了我们加快发展的巨大鞭策力。”

三

开发特色绿色农副产品，是井冈山人脱
贫致富的又一秘籍。

阳春三月，艾草丛生。这个时候江西老
表绝对不肯错过的美食之一就是艾米果。

初夏，我走进黄坳乡“井福隆生态农业”，
品尝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艾米果。他们利用
当地丰富的艾叶草和劳动力资源，标准化生
产，一年四季都能做出艾米果，速冻之后保
存，锅里一蒸，随时可吃。

“将艾米果引入线上销售，是我最骄傲的
一件事。过去春天才能吃到的艾米果，现在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让各地的吉安人、江西人
随时能尝到这口‘乡愁’。”运营总监戴月华很
兴奋：“这个艾米果牵手我的电子销售平台，
月销售5万斤左右，供不应求。”

井冈山艾米果，已经不单是食物的味道，
还是春天大山的味道，脱贫致富的味道。

戴月华还是井岗思源山巴佬电商董事
长，他用一部手机点燃山里大妈的脱贫致富
梦。

互联网时代，农村大妈不会打字不敢视
频。当子女将4G手机送到她们手中时，才知
道它可以网上说话和视频……培训后，她们

知道了——那些普通的鸡鸭芋头红薯等，城
里人是多么宝贵它；被收购老板压价的土特
产，如今可通过手机以翻倍价钱卖出去；自
己可以既弯腰耕作又挺腰销售。

两个孩子都在读初中的朱玉兰，约了姐
妹们学做农村电商，办起了服务站。在她的
带领下，已有 21人直接从阿里巴巴总部拿到
每个淘宝店铺 8600 元的开店扶持基金。

“卖山里好货，好好在山里卖货”。2000
多农村媳妇、大妈在戴月华的带领下，握着
一部手机，在致富路上快乐点击。

来自井冈山下偏远农村的返乡创业青
年罗水洋，人们更多地叫他的昵称“红军
哥”。他身揣 2万元启动资金，开始了井冈创
业之旅。2011年从开办一家特产小店起步，
一步一个脚印诚信经营，几年下来累积了客
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渐渐打开局面。之
后，他又创办了井冈山特产连锁机构，有实
体特产店三个，还有两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起成立了“红军哥·良品汇”社群分销平
台。

红军哥旗下的特产连锁机构扎根井冈
山，以“合作社+实体连锁店+电子商务”的形
式，帮当地老表广寻农特产品的出路。秉持

“良心成就健康良品”的理念，他获得不少全
国各地来山旅游度假、学习培训游客的好
评。红军哥热心公益事业，是数个爱心志愿
者协会成员，发起设立的“红军哥微慈善基
金”，每一笔都来源于其经营实体的营业额
中的提取，用于捐资助学、扶危济困、助老爱
幼等公益慈善事业。

“井冈山红军文化旅游城”和它的 1976
年出生的创始人郑山，是将井冈旅游事业和
绿色产品做大做强的现代化样板，辐射和带
动更多的井冈老表走上持久致富路。郑山
大学毕业后南下创业，最后与几位志同道合
者目标锁定井冈山：井冈山的红绿色资源开
发潜力无限、任重道远，顺理成章有了该

“城”的孕育、诞生……
秋高气爽，万山红遍。
人们看到，无数井冈人的身影，闪现在

五百里井冈的脱贫致富路上。

豫章
随笔

““靠山吃靠山吃山山””井冈人井冈人
□□ 庐陵裁庐陵裁纸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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