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即家乡，对于岁数大一些的人来说，它还是

小时候青梅竹马的记忆。 所以以前人们去到其他

地方谋生， 被说成了背井离乡。 河口早年有很多

井，深的浅的、园的方的，有的公用，有的私属。 其

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祝家井， 不仅滋润出了一个美

丽动听的传说，还泡发出了河口卖豆芽的行业。

此井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一天，有个姓祝的

中年汉子携带一家子从外地来到河口讨生活，找

到祝家井这个地方，看到一条沟里面有流水，遂选

择在此安家落户。他先是盖了一栋茅草屋，再在门

前水沟旁挖了一个池子蓄水， 开始每天起早贪黑

泡发豆芽卖的生涯。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劳作，总算

立住脚，不至于全家人挨饿受冻。

可好景不长，第三年开春，连着几个月没有下

过一场透雨，祝家门前这条水沟里的水断流了。为

了生计， 老祝只好到半里路外的狮江挑水回来泡

发豆芽。可不久狮江里的水也越来越少，为了能挑

到干净一点的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赶往狮江。

这天清晨，外面还是乌吗漆黑，他就已经从

狮江挑了一担水回来了。将水倒入缸里的时候，听

到“ 扑嗞”一声，似有个东西掉到里面。 舀上来一

看，为一条金红色的，头上长有两个角不知是什么

鱼的鱼。 儿子见了要拿去玩，老祝不让，欲将其放

生。

沟边小池还有一点水， 他把那个四不像的鱼

放进去，就先担了豆芽去菜市场卖。谁知这鱼一进

到小池，扑腾了几下不见了。 更让人奇怪的是，待

老祝卖了豆芽回来，小池开始往外喷涌泉水。尝一

口还蛮好喝的，清澈甘洌有点甜。

这下河口人可以吃到干净的水了。 老祝兴奋

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邻乡八家， 邻乡八家又转告他

们的亲戚朋友。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老祝

家的门口，就挤满了前来打水的人群。有人对老祝

说，这样打水也不是事，还是修口井吧！ 以后大家

打起水来也方便。老祝说好！带头干了起来。不到

半个月，这口井修建好了。 感恩老祝的善举，大家

相约叫这口井为祝家井。之后地方因井得名，被叫

做了祝家井。

河 口 祝 家 井

杨必源

文化

责任编辑：傅菲

电话：

8237576

邮箱：

srrbzt@163.com

２０22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四

5

过了腊八就是年，赶紧挥毫写春联。 写春联是每位

书法工作者的必修课，大多数书法家都乐此不疲。 于我

而言，写春联至少有三乐。

尽享天伦之乐

从我记事时起，每逢除夕来临，父亲都会买来红纸

和墨汁，每张大红纸，平均裁四开，用于两副带横批的

春联。 二哥写春联时，我则在八仙桌下及大人们的膝下

穿梭，时而帮忙牵纸，时而帮忙递笔，耳濡目染间兴趣

盎然；上初中以后，二哥脱担子给我，我开始承包大家

庭里十多对门楣、 柱子的春联。 每副春联都是一次完

成，没机会重写，不允许浪费，只要没有写错字，就往门

上贴，不计好坏，就图喜气。 自家春联贴好后，父亲会带

着我到左邻右舍门前转悠，看看哪家还没贴春联，哪家

春联的字漂亮， 哪家的春联内容好？ 在写春联的过程

中，大人会讲解一些传统文化和节庆习俗，比如什么人

家里不能贴春联？贴春联有哪些讲究？五福临门是哪五

福？ 等等。 这种“ 包打天下”的局面延续了好些年头。 随

着我女儿逐渐长大，她也开始参与其中，从帮忙牵纸到

协助研墨，由提笔写福字到大胆写春联，渐入佳境，已

敢和姥姥同台竞技。 前些年大姐的孙子孙女也加入到

这个行列。 现在基本是男女老少齐上阵，除主门上的春

联由我完成外，其他门联大家分摊，保留节目是每人写

一个福字，拼在一起拍成全家“ 福”，或者同写长卷，寓

意长“ 福”长“ 寿”。 集全家“ 福”与写春联、包饺子、照“ 全

家福”已成为我家过年的标配。 为了写好春联，大人还

得要求孩子提前做些功课，选好内容。 上一辈常常从毛

泽东诗词中选摘，比如“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

为桥”“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后来逐

渐从有限的课外书籍上摘抄，诸如“ 冬去山明水秀，春

来鸟语花香”“ 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人间福满门”之

类，慢慢地又增加了“ 桃花人面红相印，杨柳春风绿更

多”“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等词句，通过

写春联，晒福字，把家庭骨肉团聚的欢乐融入到了传统

习俗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中。“ 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

乐事”，年节里，小家院子中不仅弥漫着菜香味 、鞭炮

味，还洋溢着浓浓的中国风、墨香味，这是我们家特有

的年味。

藉以助人为乐

百姓的需求是书法工作者最大的创作动力。 每年

春节来临， 我都会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到由省市书法家

协会组织的“ 红色文艺轻骑兵”书法小分队“ 送万福进

万家”活动之中，深入周边厂矿、学校、村镇、社区送福

送春联。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我共两次进农村，两次

进社区，一次进机关，一次进景区，分别为环卫工人、交

通警察、社区老党员、农民朋友当面送春联和“ 福”字数

百幅；为自己所在的小区业主和同事、亲友义务写春联

100

余副。连续两年被省书协评为“ 送万福进万家”先进

个人。 小小的春联不仅能成为助人为乐的载体，有时还

能成为表达敬意的信使。

2021

年

10

月底至

11

月间，上

饶市发生新冠疫情，省市县广大党员干部不眠不休、医

务工作者争分夺秒以及无数普通人的平凡义举都令人

感动。 为表达对医务工作者的深深敬意，我为驰援上饶

的江西省胸科医院应急队医生书写了一批作品， 有四

字吉语，有书房小对联，还给每人撰写了一副春联，并

用篆隶楷行草五种字体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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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福字的十米长卷，祝

愿疫情早退，祝福国泰民安。 每一幅作品我都用近似虔

诚的心态创作，一丝不苟，前后用了四天三夜时间。 白

衣天使们收到春联和书法作品后深受感动， 特意拍视

频表达感谢。 作品能激励医务人员为抗疫加油，我感到

无比快乐。

终生不改其乐

挥春之乐，乐在内容上雅俗共享。 在送万福进万家

活动中，面对的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

的。 有些需要文雅的，我就推荐“ 千首新诗千斛酒，一天

明月一江云”“ 好书悟后三更月， 良友来时四座春”之

类，把书房联当春联写；有些需要通俗的，就推荐“ 和顺

满门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 物华天宝常安乐，人寿

年丰大吉祥”一类，以表达祈求平安、迎祥纳福的美好

愿望；要是来到旅游景区或文旅小镇，就建议写“ 百世

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以及“ 举头已觉千山绿，

破萼初惊一点红”“ 楚宫杨柳依依碧，灯火楼台处处新”

等宋词集联，寓教于乐，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边览景一边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在活动现场， 除了一般的春联需

求，有人碰巧进新房，有的正逢新婚日，有的需要长联，

有的需要大字，因此，每次书写前我都会认真查找合适

的春联内容，并通过工具搜集最美的字体、最合适的写

法，尽可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挥春之乐，乐在时间上忙

闲有致。 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像以前一样

组织大规模大范围的活动，我们就准备好纸张，提前联

系好相关单位或社区，按照他们的需求，组织书法家朋

友在自己家里书写。 这样一来，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有

机会有功夫，提笔就写，一二十分钟可以，一两个小时

也行。 春节前两个月，我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写春

联上，把春联当作国展作品来对待，一丝不苟。 忙闲皆

是自由身，让自己忙出境界、闲出情怀。 挥春之乐，还乐

在润笔上丰俭由人。 练习书法这么多年，参加了不少活

动，总有一些朋友会从尊重劳动的角度支付适当报酬，

对此，我的态度是随意给付从不强求。 我向来认为，要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书法艺术， 但从不像爱惜羽毛一

样爱惜作品，何况是春联作品。

写春联，是我一辈子也割舍不了的情怀。 梁启超先

生说，写字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而我把写春联当作写

字中的第一项娱乐，将终生不改其乐！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原国家民委、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 、 余干籍

著名作家吴仕民的长篇新作《 御窑重器》 ，是一部以文学视角真切地再

现瓷都百年风云和社会风情的长篇巨著，是作者继《 铁网铜钩》《 旧林故

渊》《 佛印禅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明代至民国， 景德镇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艺术品制造业中一枝

独秀。《 御窑重器》一书揭示了官窑御瓷的重重奥秘，通过国运瓷运的层

层连接，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和制瓷的惊天技艺。 一打开《 御窑

重器》 ，便把读者带回到景德镇御窑厂走过的一段不寻常岁月：大清气

数将尽，被迫停烧设在景德镇的御窑厂。 朝廷下旨关闭御窑之前，慈禧

太后却心有不甘， 旨令御窑烧制最后一窑， 其中要烧造两件传世重

器———龙凤双尊。 督陶官奉旨前往景德镇御窑厂，统辖鞭策众工匠，历

尽艰辛，穷尽技艺，终将重器烧成，但其中却有无法示人的隐情。重器解

京后，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皇帝与太后相继离世，督陶官失智，御

窑最后烧成的重器也不知所踪……可谓“ 一尊传世宝，惊天悬疑案”。

瓷器是中华瑰宝，凝结着伟大的中华精神，而这些都是通过复杂曲

折的故事情节、有声有色地展示的，这是我读这部小说最强烈的印象。

全书共四卷， 宏观而又细致地描摹了瓷都景德镇经历的时代变迁和龙

凤重器的坎坷命运。从御窑厂的去留、重器形制、加烧龙尊、瓷成开炉到

御瓷晋京、交易龙尊、夜半劫宝、寄存龙尊，层层波澜，环环相扣。在讲述

这一系列扣人心弦故事的同时，描绘了慈禧太后、督陶官、瓷艺大师、烧

窑师傅、军阀、日本侵略者等各色人等的众生相。 随着一个个人物的粉

墨登场，围绕制作、管藏、诈取、强掠、守护这两件官窑重器，演绎出惊心

动魄、曲折精彩的故事。御瓷的层层神秘奥秘，人性的种种善恶美丑，国

运与瓷运的深度交织，亲情、友情、爱情的缠绵纠葛，新观念与旧习俗的

激烈碰撞，尽在其中。

小说没有迷恋于波澜起伏的故事、 曲折惊险的情节， 而是着眼于

人，着眼于人的精神，通篇透出主人公对中华精神、对爱国主义的礼赞。

小说从大清将灭写到抗战胜利， 这正是中华民族蒙受苦难的一段灰色

岁月，又是中华儿女寻求复兴的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中华精神大放光华

的一段辉煌岁月。这一非同寻常的时代背景，为人物命运的安排和形象

的塑造提供了特定环境。

“ 国家已经像一座百孔千疮的柴窑，必须推倒重建，才能冒出新烟，

烧出好瓷。 ”书中通过新四军岳团长的一段演讲，道出了中华民族面临

的时局，表达了各族人民的心声，也为主人公的活动提供了舞台。

贯串《 御窑重器》一书全过程的主人公方浩，是一个孤儿，是一个通

晓中国传统制瓷工业而又留学过日本的制瓷家。 他不仅是一个本领高

超的瓷艺者，更是一个心如火烈、志若石坚的爱国者。他深深意识到，旧

中国就像破败的旧窑一样，正呈彻底坍塌之势，只有通过社会变革，重

修重建，才能浴火重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所以他主张废除官窑御瓷，

开办新的瓷业公司；为了以瓷兴国，他又力主培养人才，认为这是振兴

瓷业之根本并鼎力亲为，办学授艺，虽几次受阻，依然孜孜以求，并不惜

倾家荡产，兴学育才。当面对外敌的侵略时，他凛然以对，机警地识破和

阻止了日本人盗窃釉料配方的企图；当日本飞机轰炸时，他傲然而立，

置生死于度外；窑炸塌了，重建重砌，要以保护和复兴景德镇的瓷业这

种特殊方式，与外敌抗衡。 中华儿女爱中华、卫中华的伟大精神在他身

上得到集中表现。

清代镇窑代表了世界传统制瓷窑炉营造技艺的最高水平， 在景德

镇

1700

多年的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靠的是什么？ 原因

之一是蕴藏在中华儿女身上求精求细求好而又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在书中可以看到，工匠们为拉成重器的坯胎历尽艰辛，以至到了要羞赧

自杀的地步；一件大的瓷画，只因一只龙的眼睛颜色稍有不正而视为次

品；为制成乌金釉而十多年矢志如一，屡败屡试。 这便是中华精神在瓷

艺制作上的熠熠闪光。

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千年瓷都景德镇相继复烧了

清代镇窑、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宋代龙窑等历代典型瓷窑，再现了

“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新的灿烂辉煌。 这是传统技艺的传承，更

是中华精神的薪火相传。

我深深感到这是一部瓷业文化小说，作品中体现的中华精神，爱国

情怀，很有现实意义，为我们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题材

挖掘、主题提炼和创作实践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报讯 日前， 由广丰区文广新旅局主办、光阴文化促进会承办的

广丰

2021

年度“ 光阴文学奖” 评选结果揭晓。 该奖对该区

2021

年度文

学创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和检阅。 共设

2021

年度“ 榜样作家奖”“ 新

锐作家奖”“ 年度散文奖”“ 年度小说奖”“ 年度诗歌奖”“ 年度歌词奖”“ 年

度报告文学奖”“ 年度影视戏剧奖”和“ 年度古体诗词辞赋奖”。

榜样作家含“ 在文学创作上出成绩做榜样、在为本土文学繁荣上作

贡献做榜样”双重含义。 新锐作家重在表彰

1985

年以后出生的写作新

生代。 以他们作品的质量、数量和写作潜力综合考量产生。 该奖已第二

年举办。

小说创作方向俞燕燕、陈亨成、陈洪柳、郑华红，诗歌创作方向刘志

明、筱凡（ 周真红） ，散文创作方向余敏获得“

2021

年度榜样作家奖”；一名

90

后作者刘茜、一名

85

后作者严淑英获得“

2021

年新锐作家奖”。

余敏《 秋天的怀念》 、姜丽敏《 老街烟云》 、余新勇《 洋口

C

叔素描》

获得“

2021

年度散文奖”；俞燕燕《 第一条红领巾》 、陈亨成《 闪闪的红

星》 、郑华红《 猎人和鹰》 、王永寿《 天堂的路我不想走》 、陈洪柳《 悬壶》获

得“

2021

年度小说奖”； 筱凡（ 周真红）《 知遇》 、刘志明《 中年之心》获得

“

2021

年度诗歌奖”；俞明龙《 唢呐声声》 ，王和泉、蒋日豪《 又见红军岩》

获得“

2021

年度歌词奖”；余燕《 涓涓之水汇成河———一名记者的战疫

日记》获得“

2021

年度报告文学奖”；卢新民、宋铁雄《 王贞白》 、刘金水

电影剧本《 归情似海》获得“

2021

年度影视戏剧奖”；徐辉生《 洋口赋》获

得“

2021

年度古体诗词辞赋奖”。 （ 周莉莉）

“光阴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

中华精神铸就中华瑰宝

———简评吴仕民长篇小说《御窑重器》

史俊

挥 春 三 乐

杨立坤

青 年 黄 道 的 选 择

方研会

大革命时期， 黄道通过建立江西改造社、 岑阳学

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人才，通过开展全县农民运

动，积极准备家乡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奉上级党组织指

示，创建了中共横峰县第一个党支部。

创建江西改造社

1921

年

1

月

1

日，在南昌第二中学求学的黄道与

袁玉冰等将鄱阳湖社改名为江西改造社。 改造社以改

造社会为宗旨， 目的是使黑暗的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

新江西。 江西改造社编辑出版的《 新江西》 ，是当时在南

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方志敏就读九江南伟烈学

校期间，在《 新江西》发表《 私塾》《 狗儿的死》《 哭声》等

白话小说和白话诗，揭露社会的黑暗。

1923

年秋， 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24

年由李

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 同时

考取北师大的还有在南昌第一中学求学的邵式平 。

1925

年，邵式平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生会主

席。 黄道与邵式平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运动，

同时也利用假期回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

建立岑阳学会

1925

年暑假，黄道从北京师范大学回到家乡横峰，

创建了以“ 宣传革命，吸收人才”为宗旨的革命青年团

体岑阳学会。 黄道等岑阳学会革命青年深入贫苦农民

家中，向他们讲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故事，介绍广东海

陆丰农民协会铲除土豪劣绅的事迹， 讲解农民为什么

受苦受难的道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黄端喜是黄道

的堂兄，对旧社会不满，又无力抗争，思想很消沉，沉湎

于赌博。黄道不但不嫌弃他，还竭力教育、培养他。黄道

认为黄端喜是可以在革命队伍里慢慢加以改造的。 一

天傍晚，黄道找黄端喜谈心。

“ 你为什么甘愿自暴自弃？ ”黄道问。

“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道里头，你又能有什么作为？ ”

黄端喜苦笑一声，“ 一进赌场， 什么烦心的事情都

没有了。 ”

“ ……况且，眼不见，心不烦嘛……”

黄道说：“ 你这是饮鸩止渴啊，我的喜崽哥！ ”

黄端喜看看黄道，不吱声了，低下了头。

黄道进一步启发他说：“ 是啊，这个世道是黑暗，因

为黑暗，才需要人寻找光明，传播光明，可是你不求光

明倒也罢了，却还要在这片黑暗上再涂一层墨……”

在黄道的耐心帮助下， 黄端喜终于觉悟了， 进步

了，并积极协助黄道发展农协会员，在经过了血与火的

考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有着黄端喜这样渐渐觉悟了的贫苦农民，黄

道、吴先民等人在姚家垅、青板桥、楼底蓝家等地秘密

组织了横峰县的第一批农民协会筹委会；接着，吴先民

在明心岗、上坑源、金鸡山，程伯谦在葛源、黄溪、石桥，

李穆在篁村， 钱璧在下坊等地也先后秘密地建立了农

民协会筹备委员会。 当时农协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迅

速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提

高其阶级觉悟；并以修桥补路、打猎为名，筹备粮款，制

造武器，上山练武。

这些活动，为横峰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创造了条件。

领导农民运动

在黄道的带领下，姚家垅首先成立了农民协会，全

县各地也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 为

了进一步培养骨干、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黄道在

老家姚家垅开办了农民夜校，亲自担任教员。

姚家垅地主黄文中是黄道的堂弟， 他参加过改造

社和岑阳学会，倾向过革命，但是没有得到改造，随着

革命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露出他的地主阶级本性。 眼

看农民协会势力日渐壮大，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黄文中既害怕，又仇恨，千方百计同农民协会作对。 这

年，正逢青黄不接，农民饥饿难熬，黄文中却囤积居奇，

谷仓装得满满的，就是不肯在本村开仓卖粮，却又把粮

食偷运出村卖高价。 饥肠辘辘的贫苦农友肺都气炸了，

指手跺脚地咒骂黄文中“ 黑心肠”。 这时黄端喜、黄球向

黄道反映了这情况。

“ 地主不卖粮给本村群众，秘密外运卖高价，那我

们就采取行动！ ”黄道很干脆回答道。

“ 谁来担任这个任务？ ”黄球又问。

“ 我们组织农民协会是为了什么？ ”黄道提醒说，

“ 现在我们组织的农民协会还是秘密的，只将他偷运出

去卖的谷子在路上截住，扣留下来，分给贫苦农友。 ”

黄球、黄端喜按照黄道的话，组织农协会员在姚家

垅村外的桥头等候。 他们推一车谷子过来，农协就没收

一车，推两车没收两车，一夜之间没收

20

多车。 黄球、

黄端喜率领农协会员拿着斧子， 挑着谷箩蜂拥到黄文

中家。黄文中见情形不妙，只得把谷仓打开了。为此，黄

道还为农民协会草拟了四条口号：不准米谷出境；不准

抬高米价；不准囤积居奇；实行减租减息。 黄道在横峰

组织的农民协会和当时方志敏、 邵式平同志在弋阳组

织的农民协会都是赣东北最早的革命火种。

组建横峰县第一个党支部

1926

年秋，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支部书记黄道奉上

级党组织指示，回家乡开展革命工作。 黄道回横峰后，

从岑阳学会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 主要有吴先

民、邹秀峰、钱壁、李穆、黄端喜等，在姚家垅建立了中

共横峰支部，支部负责人是黄道。 随后，党员分头宣传，

积极扩充队伍，并陆续在姚家垅、港边、青板桥、龙门等

地建立了党小组。 到第二年春夏，横峰党支部组织农民

自卫军，发起了三打横峰县城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