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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中国的最后“ 一湖清水”，是

上饶最著名的生态品牌。 自古以来，鄱阳湖

就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我们无数的子孙。

我对鄱阳湖的认识有八：

一是鄱阳湖是全国面积最大、 水质最

好的淡水湖，是世界最大的候鸟栖息地，是

长江的重要调蓄湖泊和具有世界影响的重

要湿地。

二是鄱阳县的形象定位是 “ 中国湖

城”，蕴含着鄱阳人“ 与湖一家亲”的情感，

意味着鄱阳人追求“ 一流的水质、一流的空

气、一流的生态、一流的人居环境”的坚韧

毅力。

三是鄱阳湖南纳赣饶五水， 北吞万里

长江，在上饶境内面积占了三分之一。 滨湖

的鄱阳、余干、万年三县在鄱阳湖生态系统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鄱余万都四县，是

省委省政府重点支持、扶持发展的县份。

四是鄱阳湖是中国淡水湖中最大、最

著名、湖泊最多的湖。 中国一平方公里以上

的湖，就有二十分之一左右在鄱阳。 鄱阳湖

开发价值最高，湖产品最丰富，湖文化最多

彩，湖生态保持最好。

五是鄱阳湖山清水秀、风光无限，充满

着“ 千里金堤柳如烟，芦苇荡里落大雁；渔

歌催开千张网，荷花映得天鹅来”的诗情画

意。 鄱阳湖湖水涟漪，众鸟低飞，渔舟唱晚，

渔船悠悠， 阳光照耀下的湖水呈现出赤橙

黄绿青蓝紫的色彩。 鄱湖儿女特有的勤奋

和吃苦耐劳，赢来了“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取蛙声一片”的好年成，博得了“ 鱼米之乡”

的美誉。

六是在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号角

声中，“ 中国湖城” 成为鄱阳县这个江西最

大县域发展的“ 导向牌”、凝财聚气的“ 吸铁

石”、城市形象的“ 金名片”。 滨湖县保护环

境、 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强烈。

七是从过去的“ 富饶之州” 到今天的

“ 中国湖城”， 定位的升华凸显生态保护的

升级，其知名度优势、差异化竞争优势、城

市产业优势、湖文化优势、生态优势、动植

物资源保护优势、 核心竞争优势等都凸显

起来了。

八是候鸟是鄱阳湖的生态符号。 这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 其范围内有

鸟类

300

多种， 其中水鸟种类约占全国

225

种水鸟的

51%

，被称为“ 白鹤世界”“ 珍禽王

国”，被称为“ 生命湖泊”。 这个中国最大的

淡水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很

多湖泊面临威胁的情况下， 鄱阳湖完全可

以称得上是全球湖泊保护的标杆， 是一种

典范。 ”全球自然基金会主席玛丽安曾如此

评价鄱阳湖。 所谓“ 生命湖泊”，一定要有流

动的水体和相对较好的水质， 绝不能是一

湖死水，鄱阳湖是当之无愧、真正的“ 生命

湖泊”。

然而， 鄱阳湖的生态也面临着严峻的

考验：

一是目前世界上很多湖泊几乎都面临

着范围缩小、水质污染严重、生态功能退化

萎缩等问题。 调查显示，全球

69%

的湖泊都

处于不健康状态，其余

31%

比较健康的湖泊

中，就包括鄱阳湖。 由于在所有的自然生态

系统中湖泊是最脆弱、 最难恢复的生态系

统，鄱阳湖的生态弱化问题也日显突出。

二是“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

羊”这本是草原的景象却出现在了鄱阳湖。

我看到在鄱阳湖的一些草洲上， 羊群正在

这里低头吃草，附近还停靠有搁浅的船只。

这些年，鄱阳湖水位转为下降状态，原在湖

底的水草也露出水面，变成万亩“ 草原”。 这

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三是长期以来， 因为气候变化和人为

因素，今天的鄱阳湖正面临湖面缩小、水质

污染、功能退化等问题……

记得

2014

年

11

月， 第十四届世界生命

湖泊大会在南昌开幕。 大会发布了《 携起手

来，共同保护世界湖泊的生命之源》的“ 鄱

湖共识”，提出：世界生命湖泊组织将通过

分享各国湖泊保护的成功经验和技术，为

鄱阳湖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并将在世界范

围内推广鄱阳湖保护的经验。

过去从上饶到鄱阳， 路上要花大半天

时间；今天通了高速公路，不到两小时即可

到达；过去鄱阳没有一条铁路，现在一条高

铁、一条动车线路“ 双铁”穿境而过。

2017

年，我两次来到鄱阳。 每次看鄱湖，都有新

变化、新感受，而最大的感受，是目睹了鄱

湖儿女以“ 退”字为内涵、以“ 保”字为根本、

以新理念推进新发展的深刻变化。

首先是， 人们放下斧头挥动锄头， 造

林、 育林、 护林、 清湖、 护湖成为一致行

动。 山在变绿， 水在变清。 “ 中国湖城”

发展战略明确：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保持

干净的水、 清洁的空气， 建设山川秀美的

生态体系 ；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 建设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和谐的人居

环境； 建设先进文明的生态文化， 致力于

将“ 中国湖城” 建设成资源节约型、 环境

友好型的城市。

其次是，低水种养，高水还湖，村庄后

靠，发展旅游。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大野

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保持生物物种多样性。

保护饮用水源，控制化肥、农药、有害农膜

的使用量，控制畜、禽、渔养殖业污染。 建立

血吸虫病防治长效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保障生态建设投入。

再次是，大力度推进秀美乡村建设，大

面积实行稻虾共作，大范围推进湖泊旅游。

这些，都给鄱阳的“ 老表”们带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进一步提升了鄱阳的人气。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仿佛春风吹

到“ 中国湖城”。 鄱湖在变，鄱湖人在变，鄱

湖生态环境在变，“ 中国湖城” 的好风光变

得越发醉人。

鄱阳湖对于上饶、对于江西、对于长江

流域乃至全国来说，生态地位都十分突出。

昔日洪水的创伤已远去， 但我们千万不能

“ 好了伤疤忘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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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上饶市吴芮文化研究会经

上饶市社联和上饶市民政局批准成

立。

吴芮是江西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

名人，江西第一人杰，西汉初年被刘邦

封为长沙王。 他在任期间忠君爱国的

思想， 仁政爱民的精神， 为后人所景

仰。全国有历史专家、学者对吴芮文化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以江西、湖南的

吴芮后裔为主体， 建立了吴芮文化研

究联席会议长效机制，召开了四次“ 吴

芮文化研究联席会议”， 出版了三卷

《 吴芮文化文集》 。

吴芮是上饶市第一文化名人，是

我们上饶市特有的文化资源。 在上饶

市不仅有很多的吴芮文化遗存， 如吴

芮的出生地余干的“ 芮王殿”，吴芮在

鄱阳担任第一任县令的“ 番君庙”、“ 吴

芮祠”；婺源有吴芮墓、吴村和德兴的

吴园等。 民间有不少有关吴芮的故事

和传说。 吴长庚、吴超来、张伟、吴大

行、吴启文、史俊、卢新民等上饶市吴

芮文化研究者， 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

《 长沙王吴芮传》 、赣剧《 吴芮》 、话剧

《 吴芮筑城》和数十篇研究吴芮文化的

文章。

成立上饶市吴芮文化研究会，有

利于弘扬上饶市吴芮文化研究， 为上

饶的文化经济发展服务。

(

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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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豆腐说起来是件平常事， 但用栎子制成的豆腐你

一定吃得很少，我们平时吃的豆腐主要是用黄豆做的，此

外还有苦楮豆腐，红薯豆腐、黄精豆腐等。 栎子豆腐就是

用山林里栎树的果实制作的。栎树又称橡子树，栎树的果

实橡子形似蚕茧，故又称栗茧。橡子外表硬壳，棕红色，内

仁如花生仁，含有丰富的淀粉。

婺源地处山区，林深叶茂，小时候跟父亲上山打柴就

认识了栎子树（ 婺源这边都称栎子树） ，听说栎子可以做

豆腐吃，每次上山回来就摘了一些，衣袋里鼓鼓的，嚷着

要母亲给做豆腐吃，母亲总是说：太少！ 太少了，不够，做

豆腐要很多才可以做，我只好作罢。 因为家里离山甚远，

栎子总量少，大人们又没时间上山摘，所以吃得不多。

己亥年冬，我与友人到县内的思口镇西源村一带，发

现有户人家的农妇正在晒盘里翻检栎子，手脚娴熟，将栎

子的外壳去掉，把内仁置于一边。 她边动边说，他们这一

带山上栎子树多，栎子也多，好多村民都上山检栎子来制

作豆腐，不用上树摘，满地都是，用手捧进塑料袋扛回家

就是，说楼上还有约

200

斤的栎子，晒干了准备用来制作

豆腐。我来了兴趣，了解了相关工序，得知制作烦琐，是一

种需要耐心才能完成的活。

与制作红薯粉过程差不多， 大致是先将翻晒干净的

栎子内仁在清水中浸泡五天五夜， 每过一夜便换一次清

水，使之除尽涩味，随后磨碾成浆，把浆放入一只大木桶

内，加进

5

倍左右的清水，不断搅拌，让其沉淀。

3

个昼夜

后，将清水全部倒出，木桶底部便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栎子

淀粉，淀粉如需保存还要晒干，太阳好晒两三日即可。

想吃时，把淀粉放进锅内，加两倍左右的清水调和，

生火加热煎熬，反复搅拌。 趁热将栎液倒入一个大盆里，

冷却后即成“ 栎子豆腐”，用菜刀切成块状，色呈棕黄，颇

显光泽，微具弹性。

在农户家的院子里，我看到了院子里有很多缸，上面

盖着尼龙布，知道那就是用来浸泡栎子内仁的，主人说再

过二日说可以磨浆了。

我们在农户家吃饭时， 主家特意烧了一大碗栎子豆

腐端上桌，大家都吃得很香，原汁原味，属纯天然有机食

品，软糯甘甜回味无穷。

栎子粉还有一道粉和二道粉之分，一道粉质量最佳。

临走时，大家都自发购买了栎子粉和栎子豆腐，豆腐回家

红烧、炒、煎煮烹饪都行，栎子粉可以存放，想吃随时可以

取出来制成豆腐当菜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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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区丰溪街道南屏路

(

俗名水南街

)

坐落于“ 城内有山，

山外有城”的屏风山脚下。南屏路车辆南来北往，川流不息；路

两旁店铺、居民楼房鳞次栉比，一幢连一幢，一望无际；居民区

内街道小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面广住户多人口密集，属上

世纪中期新开发的“ 城乡”接合部的闹区。

住户多，人口密集，每天清扫出来并集中倾倒到路旁的垃

圾不计其数。垃圾不及时清除，势必臭气熏天，细菌泛滥，严重

危及百姓的心身健康，也有碍市容市貌。

春节，广丰实行封城，打响了阻击新冠肺炎的战斗。 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环卫工人勇挑重担，没有退缩，坚持日

日保持市容美洁。负责南屏路的清洁卫生是一对形影不离“ 父

子兵”。父亲叫周行田，

48

岁；儿子叫周伟健，

26

岁。父子均是农

民，芦林街道三官殿人。 他俩的脸庞同样沧桑黝黑，双手同样

粗糙而结满老茧。

连日天气阴冷，又下着雨，较之往年行人骤减。然而，路边

垃圾特别多。 百姓爱家庭卫生，怕垃圾滋生细菌传染人。 于是

乎，旧衣旧鞋旧帽旧袄旧被、废电器废塑料制品废炊事用具、

破碗破盘破雨具、烂瓜果烂蔬菜、残羹剩饭、煤渣等生活垃圾，

向街道边垃圾桶扔，垃圾桶装不下了，便扔在地上。 周伟健父

子每日从清晨

5

时开始清扫装运，一车又一车地送往约一公里

处的垃圾转运站。 因垃圾太多，是平常时日的好几倍量，他们

便一直拉，到了中午，吃方便面充饥。

封城一日，他们父子便操劳一日，戴着口罩，扫垃圾，拉垃

圾，沾满身的灰尘。每日清晨，居民还在梦乡，我便听到垃圾桶

上装运车的碰击声，铁铲铲垃圾声，扫帚扫地声。 这声音不嘈

杂更不陌生，似乎是对居民的安慰声。他们一天到晚频繁往返

于南屏路上，时时刻刻保持路面和垃圾桶的洁净。

“ 父子兵”没有节假日，平时是这样，抗疫期间更是这样。

他们每天的工作超

10

小时。 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心

系百姓的身体健康，令人肃然起敬。

广丰早已荣获“ 全国卫生县城”“ 全国文明县城”的光荣

称号 ，这离不开全体环卫工人的功劳 ！ 疫情期间 ，市容清

洁，更是离不开环卫工人辛勤的劳动。 他们是最美的“ 城市

美容师”。

�������

《 铅山乡土志》载：“ 闽省出入，咽喉属

铅。七关扼险，八寨备边。设有阃府，警报风

烟。武帝征闽，关道始辟。平越置郡，军政创

立。 ”巍巍武夷山，逶迤东南，纵贯江西、福

建两省。 千百年来，铅山境内，留下关口十

余处，或为省界，或为县界。 赣闽八大关为：

温林关、观音关、分水关、桐木关、鸭母关、

马铃关、云际关、火烧关。

温林关位于铅山县武夷山镇东偏南

16.1

千米处，海拔

1050

米。 东西两侧山峰分

别高

1371

米和

1395

米， 属王头山峰和五府

山峰。 关南属福建武夷山市， 关北属铅山

县。 因关口南邻福建温林村，故名温林关，

是古代兵家的必争的要塞之一。

观音关位于铅山武夷山镇东偏南

12

千

米处 ， 关口海拔

1150

米 ， 东侧山尖海拔

1291

米， 西侧海拔

1249.4

米。 关南属福建

崇安县 （ 今武夷山市） 双溪口地源村， 关

北属铅山县武夷山镇。 有古道到观音关。

关前山峰如观音， 观音关名由此而来。 古

关不存， 只剩被荒草覆盖的墙垣。 所在山

峰———黄敖峰。 所在跨行政区铅山县武夷

山镇、 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

分水关位于铅山县武夷山镇南

7.6

千米

处。 海拔

750

米。 东侧为海拔

1424.7

米的东

路山， 西侧为海拔

1506.7

米的望夫山， 南

属福建崇安县， 北属铅山县。 闽赣公路由

关口通过。 分水关是古代江西铅山县和福

建崇安县交界的大关， 福建 《 崇安县志》

载： “ 有关为崇铅之界， 有石如妇人携抱

二子伫望关外状， 俗名望郎回。 行人以见

为吉。” 南宋淳熙二年 （ 公元

1175

年） ， 朱

熹参加完与陆九渊的鹅湖学术辩论后， 途

经武夷山分水关，写下《 题分水关》 ：“ 地势

无南北， 水流有西东。 欲识分时异， 应知

合处同。”

桐木关位于武夷山镇南偏东

25

公里

处，海拔

1135

米，关口南侧为海拔

1754.6

米

的屋背山。 南侧属福建省崇安县，北属铅山

县。 现存关城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建，麻石

砌筑，上下二层，上层建有亭，高大雄伟，闽

赣古道贯穿其间

(

现为公路

)

。桐木关在武夷

山主峰黄岗山下。 黄岗山顶立有两省界石，

至高点

2158.8

米位于江西省铅山县内。因山

顶生满萱草

(

俗称黄花菜

)

八九月开花时节，

山岗遍染金色，故名黄岗山。 是地球同一纬

度上仅有的一片生物多样化绿洲， 其价值

弥足珍贵。

鸭母关位于铅山县篁碧畲族乡西南

5

公里福建分界处 ， 属篁碧畲族乡中村村

委会辖区 。 因关前山脊如母鸭伸颈呷水

得名， 古时是铅山通福建光泽县的要道，

有路亭。 鸭母关海拔

750

米， 关口东侧山

峰高

824.8

米 ， 西北侧高

915

米 ， 属武夷

山脉。

马铃关位于天柱山乡政府所在地高泉

西偏南十几里， 海拔

700

米， 两边的山峰

分别为海拔

1065

米和

1395

米。 关城始建于

宋代。 关城石条上“ 马岭关” 三个字依稀

可辨。 右上角的题款一竖的小字， 有“ 咸

丰年” 字样。 福建光泽地界， 宽阔平坦，

可驰马练兵， 山下可闻马铃声， 因此得名

马铃关。

云际关位于铅山县天柱山乡南部，为

通往福建光泽县的要道，海拔

700

米，东侧

山尖海拔

767

米，西侧山尖海拔

980.9

米。 有

石磴凌空而下，地势险要。 西南属福建光泽

县司前乡云际村； 东北属铅山县天柱山乡

佛寨村。

火烧关位于铅山县太源畲族乡境内西

南，距离乡镇府驻地

17

公里，海拔

750

米。 关

口以南属福建光泽县， 关口西边属江西贵

溪，关口东、北属铅山太源。 关门有两米多

高，城墙用青石块修砌。

“

上

饶

市

吴

芮

文

化

研

究

会

”

获

政

府

批

准

成

立

战“疫”中的环卫工人

刘孝行

鄱阳县吴芮祠

山区饮食文化的瑰宝：栎子豆腐

汪稳生

赣 闽 八 大 关

黄一亮

鸭母关残存的古驿道

鸭母关城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