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山书院：胡一桂入元后

退而讲学建。 一桂字庭芳，生

而颖悟，好读书，尤精于《 易》 。

年十八领景定甲子乡荐，试礼

部不第 ，退而讲学 ，得失子朱

委之正。 曾入闽，博访诸名士，

建安熊禾（ 去非） 时读书武夷

山中 ，与之上下议论 ，归而著

书，远近师之。 号双湖先生。

晦庵书院：在文庙侧。 婺

源为朱子之故乡，旧县仅以祠

附。 元至元丁亥

(1287)

，江东宪

使卢挚命知州汪元圭创书院

于文庙侧。 里人助其役，复捐

田以养士，名“ 晦庵书院”。 延

祐甲寅（

1314

）遭火毁，元圭子

良买北关汪氏园宅为新祠。 后

至元间（

1335-1340

）再建于县

学东北。 至正壬辰

(1352)

毁于

兵。明嘉靖九年

(1530

） ，知县曾

忭改建县治后山上 ， 更名日

“ 紫阳书院”。

明经书院： 在考川西山之

麓。 元季胡淀、胡澄兄弟纪念

其唐末举明经之远祖昌翼而

建 ， 并捐田充祭祀及师生廪

饩。 知州黄惟中聘淀族父胡炳

文（ 云峰）为山长。 至正十二年

(1352

）兵毁。明成化，炳文裔孙

睿请重建，旋圯。 万历十二年

(1584)

重建，复圯。

郎中书院：在朗山。 元至正

间，行枢密院判汪同建。 延赵

汸为师，以教乡之俊秀者。 后

圯。 石丘书院：在考川南，婺源

胡孟成建。 以居来学。

中山书塾：在中山，中山隐

者祝寿朋建。

无情成荒漠，草木不长 ；有情成江海 ，万物滋

生。

《 有情》是上饶女作家宋亚萍写给生活的情书，

不是一页，不是一封，是一本。 套用一个网络新词，

《 有情》“ 甜野”，野性而纯真，率性而温情。

有心生活，有情记录，有爱流动。 《 有情》 ，把带

有体温的文字触角探入生活内部， 采撷亲情的花

朵、自然的露珠和尘世的光亮，奉献给热爱生活或

忽视生活的人，让热爱者因此更加深爱，让忽视者

从此懂得珍视。

《 衷情》是内心之情，这个系列聚焦亲人，贴近，

亲近，带你走近亲情世界。 母亲、父亲、孩子、舅舅、

故乡……她喃喃细语，娓娓倾诉，细细描摹，深深呼

唤，轻轻落笔。

《 嗨，母亲》 ：“ 她一生只维系了一件事情：牵挂

每一个孩子。早期，她的牵挂是奶水……中期，她的

牵挂是汗水……暮年，她的牵挂是泪水……”《 愿做

您的眼》 ：“ 您的小呼噜时断时续的，您翻个身子，小

呼噜消失一会，过一会小呼噜又冒出来。或说，是您

在睡梦中放着一群牛羊， 从山坡的一端跑向另一

端。 小呼噜也是您种下的蔬菜嫩芽吧，一片片一朵

朵在您的梦中开了花。 ”《 颤动的手指》 ：“ 舅舅的右

手用筷子夹着一块米糕、一只炸虾，当他的右手停

顿在桌上，夹着的米糕或者炸虾无一例外地在筷子

的夹击中开始微微舞动……舅舅右手的大拇指和

食指乃至整个右手都呈现出一种无风自舞的状态

……”《 轻轻地喊你的小名》 ：“ 再回到故乡， 我要轻

轻地喊岀每一座山峰的小名， 好比是在异乡途中，

忽然有一个乡音喊出了你的小名，回头刹那，你忍

不住泪流满面”……

她不断变换角色，以女儿、母亲、游子等身份，

像探照灯一样照见人生的喜怒哀乐，像显微镜一样

放大生活的细枝末节，像记录员一样呈现那些动人

心弦的烟火日常，她追踪陌生学子的身影寻找儿子

的影子，她大声喊叫母亲的名字……她本色纯真的

岀演，让心底的情感借助白纸黑字声声唤出，一不

小心就会让你的眼眸和心湖泛潮。

《 寄情》是寄托之情，这个系列关注自我之心、自

然之美、季候之变、偶遇之人，热情，共情，带你触摸世

情的脉搏。 她《 在有限的时光里》致自己：“ 我伏在岁月

冷静的镜面上，与不同时期的一个个自己相顾相拥相

怜相爱，如坠万花筒，缤纷旋转，定格岀此刻场景：日子

喧嚣，内心繁花。 ”她在《 聚拢在一个寻常早晨》写聋哑

缝补匠：“ 他朝胖女孩咧嘴笑，指指太阳，指指自己：晒

热了，出汗了，热得脱帽子了。 ”她在《 异域灵魂曾进驻

过我的身体》观察舞者：“ 似有水花一直缭绕着她的身

体，在臀部一直冲击泼溅，水花的动静大起来，震颤到

了腰部……在胸部，这股力量扩散开去，形成电波，起

伏动荡……”她在《 丝琴拨弦 雪客迎春》托身白鹭：

“ 有没有一种可能，白鹭就是我们的前世和来生，它们

快意江湖，钟爱这春野浩荡、这人间乐土，百读不厌，它

们是在替我们一遍遍巡视察看，替我们绵延对这片土

地的深情与挚爱”……

我尤其喜欢她在《 春风三笔》中展现的热情蓬

勃和炽烈想象：“ 春风投掷三笔，一笔描花，一笔摹

叶，一笔添香。花先于叶，早一步说出对尘世的万千

喜爱。 叶胜于花，婆娑起舞，翩跹缱绻。 正是这春满

人间的彻骨芬芳，这尘世值得我们反复留恋，倾心

热爱。 ”她就是红尘里这样的一缕春风吧？ 走村串

野，穿街过巷，跋山涉水，把心中的温暖传递给山山

水水、枝枝叶叶和人人事事，让人们随她一起《 振翅

山水间》 ， 借 《 一束春光》 ，《 与一朵油菜花惺惺相

惜》 ，感受《 水田温暖》 ，看《 丝瓜出篱墙》 ，体味《 一个

真苹果的味道》 ，做一个《 最快乐的人》 。

《 尘情》是虚构之情，这个系列注重内心思考，以

小说形式观照尘世。 你不必受篇名蛊惑，《 枯荷之偈》

《 火棘》《 双面》《 黑》，看似无力、无助、无语或无常，但

她文字的内核是爱，依然传导温暖和力量。《 黑》不惜

笔墨抒写一个人的至暗时刻， 但结尾依然绝处逢生。

她想告诉每一个人，黑暗是光明的床，绝望是希望的

钟，人逢绝境也会像瀑布一样跌宕飞扬。

我似乎在《 不如来饮酒》中看到一个野性而纯

真的宋亚萍：“ 我不为任何情绪而喝，我只为美酒而

饮。 路遇好景，不妨缓行。 路见佳人，闻风相悦。 且

尽杯中酒，敬天地，敬过往，敬朝阳，敬月光。我所求

的只是希望通过眼前这一杯薄酒， 与自己释怀。 ”

《 有情》 ，是她写给生活的一本情书，也是她用文字

酿造的一坛佳酿，献给尘世，致敬岁月。

宋亚萍他们有一个窝，窝里集结了一堆上饶的

才女才子，他们一个个有颜值，有才情。他们偶尔会

窝聚，有御用摄影师。 他们喝酒聚会，摆

pose

拍照，

然后一个个刷屏， 那似乎是烟火生活的一种补偿，

文艺而新潮，我隔着手机屏幕，在朋友圈里看看，就

觉得十分美好。有窝友说，宋亚萍是窝里的小太阳，

有她在，身在冬天，也不觉寒冷。 看了《 有情》 ，我是

信的。

有情相伴，人间可爱。

铅山讯

2020

年

12

月

1

日， 上饶市

老年书画协会会长盛平珍携上饶市老年

书画协会与铅山县老年书画协会的书画

家们，来到铅山县石塘镇，开展了“ 唱支山

歌给党听”石塘笔会。

笔会在石塘红色家书馆 、石塘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 。 在笔会上 ，书画

家品茶论书，之后，现场泼墨 ，创着了一

幅幅笔墨酣畅淋漓的书画作品。 书画家

们高超的书画技艺 ，服务群众服务社会

的诚挚情怀 ，吸引了当地的书画爱好者

与喜欢书画的群众。 他们或向书画家们

请教书画知识 ，或点题请书画家们创作

书画作品 ，让群众在欢乐和谐的艺术氛

围中感受到文化的熏陶感受到书画艺

术的魅力。

笔会结束后，书画家们还参观了《 唱

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姚筱舟展览馆以及

新四军整编纪念馆，进一步了解姚筱舟信

党、爱党，一生坚定地跟党走的品德与情

怀。学习了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英

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参观学习，书画

家们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坚定了服务

群众的决心与信心。

最后，书画家们还来到石塘的书画爱

好者查冬红的家中，对其书画创作进行点

评指导。 书画家们深入乡村深入群众，将

惠民最后一公里的距离拉近，将文化真正

送到群众的手中。

(

丁智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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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脚书写新时代的自然文明

傅菲

2013

年

7

月， 我去了福建浦城县荣华山下工

作。 每天，我会徒步去荣华山走走，有时是十几分

钟，有时是半个下午，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 我渐

渐把自己融入了山林里，似乎是山林的一部分。 我

一个人，深入深山，去辨识植物，去观鸟，去倾听虫

鸣，去认知四季的原色，每一次在山林，都会发现奇

异的自然之美。 即使在同一座山冈上，因天气因时

间因视角的不同，也能发现别样的美。

荣华山是武夷山南麓的一部分，是一座原生态

的国家森林公园，并无人烟。我生活之所，在最矮的

一个山冈上。我步行五分钟，便上了进山的山道。采

集野花，寻找树上或灌木丛里的鸟巢，探访泉水的

源头，都是我十分乐意做的事情。 我完全摒弃了浮

躁，洗去了虚化。在深山中，众生平等，万物平等，我

常想起孟浩然的 《 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 所言：

“ 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 ”我越发珍爱万物的生

命。

我把看到的自然，感受到的自然，写成了非常

原始的文字。

离开荣华山后， 我每个月安排出更多的时间，

去更远的深山。我去了皖南，去了恩施，去了苗族自

治州，去了粤北，去了赣西北，去了浙西南。 这些地

方，有古老的深山。我怀有这样的想法：以自己的心

灵去浸透山林，鸟一样投奔山林的怀抱，建构一个

属于自己的山地美学：有情、有趣、有思、有异、有

美、有灵。

己亥年，我在鄱阳湖流域和饶北河流域，做了

为期八个月的观鸟考察。

每个双休日我都回到故地———江西上饶广信

区郑坊镇枫林村。 这里是灵山以北的最大盆地，除

了有开阔的田畈，还有河水丰沛的饶北河、茅草茂

盛的丘陵，以及松木绵密的高山。我对这个盆地，做

了细致的观察。庚子春，我在枫林生活了三个月，对

每一个山坳、每一块荒坡、每一条峡谷、每一脉山

溪，再一次做了实地考察。

在长达七年的野外考察中， 我积累了很多素

材。根据这些素材，我为荣华山创作了系列散文、为

赣东北鸟类生活创作了系列散文，为饶北河荒野创

作了系列散文。 荣华山系列散文结集为 《 深山已

晚》 ，于

2020

年

4

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鸟类

系列散文结集，已交付广西师大出版社，进入出版

流程之中；“ 荒野系列” 正在创作阶段，

2020

年

10

月，完成初稿。

三个系列，均属自然文学。 我回归了传统的表

达。相比于以往文字而言，自然系列更富有诗性，生

机盎然，情感更细腻，描写更细致，有大自然给予人

的禅性和道悟。 始终如一的是，我热爱生活的情怀

从未改变。在大自然中，一个人徜徉久了，会渐渐忘

记很多尘俗中的事，或者说，把尘俗中的很多事，看

得很淡，甚而全身心投入到万物交融之中。 我甚至

有些武断地认为， 大自然可以治愈人类的心灵疾

病。 我们不仅仅要去认识生命的伟大，更要去认识

生命的渺小，坦诚接受生命渺小的事实，接受生命

是一个不断受到挑战并因此受难的过程。我深深地

知道，生命之所以辉煌，是因为生命在受难中坚韧

不拔，闪耀光辉。

在大自然中，没有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是丑陋

的，是可恶的，不道德的。 这就是生命的自然伦理。

在我无数次目睹诸如蛇偷袭鸟、鸟啄食蛇、鼠狼捕

杀山兔等捕食事件发生时，我既为个体失去的生命

而惋惜，更为强大的生命而兴奋。 但我反对人对自

然动物的捕杀、圈养和伤害。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发

现，以伤害自然动物为谋生手段的人，心理大多很

阴暗，人生的结局或家庭的状况都比较糟糕。 我有

这样的认识 （ 不敢说是结论） ： 不敬畏自然生命的

人，也不会得到自然的滋养。反之，热爱草木热爱虫

鸟的人，活到老年了，皆面目慈善，脸如璞玉。

自

2002

年开始写散文， 我的写作属于率性而

为、随兴而作，缺乏严格的自律和规划，也不过于注

重实地考察。

2013

年秋以后，我明显有了一种紧迫

感，即长期深入写作地理空间，捕捉鲜活的素材，为

自己的文字注入生机。这样的紧迫感来源于对大自

然的认知———只有不断深入大自然，才会深度认识

大自然。

我们太需要对大自然探寻并确定新的自然文

明体系。 我们的祖辈父辈、我们、我们的孩子，均缺

少大自然的哲学启蒙，缺少自然文明的涵养。 相较

于其他题材领域的文学，如乡村、爱情、战争、城市、

科幻、历史、童话等领域的文学，我们的自然文学至

少在体量上，少得可怜；可以称得上当下自然文学

的作家，屈指可数。

在我看来，美国的自然文学在世界自然文学中

的影响最大，经典著作很多，产生广泛影响的自然

文学作家很多。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

人物，林肯称他为“ 美国的孔子”。特丽·威廉斯以家

族的地域史为文本创作的主体，她的《 心灵的慰藉》

写的是人生遭遇变故后， 寻找拯救内心的方式，极

具社会学意义。 梭罗的文本有很深厚的文学思考、

哲学探索以及博物学的体系。 约翰·巴勒斯一生中

五分之三的时光都在山间度过， 他的文本引人入

胜。 约翰·缪尔既是冰川学家，也是博物学家，被誉

为“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对湖泊、地质的构造，尤

其是对加州的群山非常了解，他的文本也围绕此而

作。 还有西格德·

F.

奥尔森，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荒

原，

83

岁的时候在一场冬雪中钓鱼， 因心脏病发

作，倒在了雪地里。 他的《 低吟的荒野》以春夏秋冬

四季描述了美国北部的奎蒂科

-

苏必利尔荒原。 美

国自然文学开山之作之一《 瓦尔登湖》 ，在世界范围

内影响深远，其作者梭罗更是声名远播。奥尔多·利

奥波德在《 沙乡年鉴》中提出了“ 大地伦理”的概念，

为人类治理环境提出了科学与哲学的指导。

当然，还有别的国家作家，如日本的德富芦花，

他的散文富于东方文明的自然特质。 俄国的米·普

利什文作为民俗学家，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

对地方民族进行调查， 也得以近距离观察到自然，

他的文本内容多以民俗、自然、博物学为核心。英国

的自然文学有很深的哲学思考。 比如理查德·梅比

的《 杂草的故事》 ，他把园艺、文学、历史、自然、博物

学进行了高度的融合。

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最大自然文明成果，是二十

四节气。 节气的交替时间是天体运动的自然结果，

概括了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反映了物候、气候等

在季节中多方面的变化，指导着大中华文明下的农

业生产。

因为诸多的原因， 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

出现了自然文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

世

纪

80

年代以降，国内涌现了徐刚、苇岸、胡冬林、鲍

尔吉·原野、刘亮程等一批大家，以及李汉荣、格日

勒其木格·黑鹤、李青松、辛茜、项丽敏、东珠等一批

优秀的作家。 但汉语作家中，还没出现世界级的自

然文学大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在自然

文学方面，还没有出现高瞻远瞩的理论构建者。 其

实，苇岸的《 大地上的事情》 、胡冬林的《 狐狸的微

笑》 ，并不逊色于世界级自然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这

有待于我们的翻译家，把汉语的自然文学经典著作

推向世界。

据我的了解，国内的自然文学作家中，只有胡

冬林是动物行为学家———我们的自然文学作家，源

于博物学家身份的，真是太少了！ 美国的自然文学

作家基本上是博物学家。我们缺乏扎实的博物学学

养，写自然文学显得“ 营养不良”。所以，“ 补充营养”

和野外实地考察，十分重要和必要。

“ 忠于自然，却不雕刻自然之像；忠于内心，却

不失丰富浪漫的想象。于自然而言，最大的人性，是

尊重生命，尊重一切生灵的生和死；尊重自然原始

的风貌；尊重自然的原则；尊重自然的丰富性和残

酷性、仁慈性。 ”这是我写自然文学恪守的原则。 我

强调在自然中发现生命价值，强调原始之美，强调

东方文明中的祥和、宁静、野趣的元素。

自然文学作品，看似很简单，其实非常难写，但

野外考察、写作过程非常享受。 这是我个人的写作

体会。写作自然文学，不但需要学养、体力、毅力，还

需要知行合一的情怀。经典自然文学作品出自大地

苦行僧。

铅山讯

11

月

25

日下午， 铅山县首

届“ 辛弃疾文学艺术奖”颁奖大会在该县

新滩乡罗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铅山县首届“ 辛弃疾文学艺术奖”是

由铅山县委宣传部和县文联组织实施的，

设有文学、书法、摄影、美术、电视、赏石、

图书、舞蹈、民间文艺、诗词、曲艺

11

个奖

项，汪彩萍、潘立船、王霖、杨博、顾强、刘

万兵、丁智、占历妮、吴建河、黄万祥、吴姗

等人荣获此奖项。

(

柯援生

)

广丰讯 自

7

月

25

日在《 广丰作协公

众号》平台及有关媒体刊登贞白文学奖评

选消息以来， 广大文学作者踊跃投稿参

评。 截稿时间之后，广丰作协对参评稿件

进行仔细的梳理，并外邀评委对参评稿件

进行认真的评选，经过评选，评定出了最

终结果，结果近日揭晓如下：

2019

年度诗歌奖

慧子获奖作品《灰鸟涌向何处》（发表

于《草堂》

2019

年第

12

期）

刘志明获奖作品《写好又想涂抹的墓

志铭》（发表于《星火》

2019

年第

3

期）

筱凡获奖作品 《安静下来》（发表于

《四川文学》

2019

年第

12

期）

2019

年度散文奖

沐沐获奖作品《年是一个轮》（发表于

《厦门文学》

2019

年第

3

期）

姜丽敏获奖作品 《别名田园的河流》

（发表于《江西日报》井冈山副刊

2019

年

1

月

4

日）

2019

年度小说奖

余新勇获奖作品《 老三的第一爆》（ 发

表于《 星火》

2019

年第

6

期）

贡献奖

张庆棣

刘志明

余新勇

徐建西

耕耘奖

刘兵良

徐辉生

刘诗良

（ 刘志明）

广 丰 “ 贞 白 文 学 奖 ” 评 选 结 果 揭 晓

铅山举行首届“辛弃疾文学艺术奖”颁奖大会

文 化 进 乡 村 笔 墨 颂 党 恩

生活的 “甜野 ”情书

刘诗良

婺 源 五 大 书 院

刘秉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