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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

丁山村， 这个坐落在磨盘山中的小村庄， 是当年

方志敏坚持革命斗争的坚固堡垒。 大革命失败后， 方

志敏潜回家乡发动群众， 带领大家“ 重起炉灶， 再来

干吧！”， 正当紧锣密鼓准备秋收起义， 大劣绅张念诚

带领白军疯狂扫荡， 革命者不得不躲避到这个山高林

密的地方。 方志敏利用同学关系， 早就在这里打下深

厚的群众基础， 以毛竹做纸为生、 生活贫困的农民，

被方志敏闹革命、 救穷人的思想和勇敢侠义的人格魅

力吸引， 纷纷支持革命。 方志敏鼓励大家： “ 革命一

定会成功， 革命成功了， 要首先让大家有饭吃、 有衣

穿！” 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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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农民， 全部参加革命， 家家有人

参加红军。 正是有了丁山村， 红色的火种才有了绝地

反击的希望。 打量着这个不凡之地， 深深被革命先烈

的英勇和群众的无畏精神感动 。 山头环绕 ， 竹海苍

碧， 犹如群众声势浩大的力量汇集。 来到北面山坡，

一棵香樟、 苦槠、 红豆杉根系盘结一处、 形如一体的

奇树， 傲然挺立 ， 身形巨大 ， 被当地群众喻为方志

敏、 邵式平、 黄道三位志士并肩战斗的形象。 仰望东

面山腰两株巨枫， 村民说： “ 树下一块平地， 是方志

敏给群众开会、 讲革命道理、 战斗出发的地方。” 丁

山村民， 如今绝大多数已落户县城， 或迁居山下， 住

上楼房， 早过上了幸福生活 ， 村里只剩四位留守老

人， 一位余姓老人说： “ 解放后， 我们没房， 政府给

我们造； 没有牛， 政府给我们发， 感谢共产党！ 感谢

国家！ 真的像方志敏说的那样 ， 给了我们好生活 ！”

脸上难掩激动之情。 的确， 党团结人民革命的历程如

在昨日， 对人民的承诺也已越来越多地实现了。

山脚祝家村， 一栋白墙灰瓦的土木平房伫立在一

块平地上， 低矮、 陈旧的模样并没有掩盖它曾经璀璨

的光芒， 当年赣东北红军总医院的所在， 军民一心、

齐力奋发的特殊据点 ， 翻滚过多少奇迹般的风云 。

1932

年

8

月开始， 红军总医院适应政治和军事形势变

化， 积极开展伤病员救治工作， 医院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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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院，

最多时收容

2500

多伤病员， 员工达到

700

余人。 百

姓鼎力相助， 繁重的后勤服务、 采运药品、 采挖和制

作中草药、 运送伤病员等事务， 都有来自各地的群众

主动参与 ， 信念的力量汇成一股洪流 ， 在此发光发

热， 不少伤病员还寄放在老百姓家中， 得到无微不至

的照顾 。 医院也不忘鱼水情谊 ， 经常为村民把脉问

诊， 送医送药。 热情围上来的村民告诉我们： “ 那时

候， 老百姓和红军就是一家人！” 随着第五次“ 反围

剿” 失败，

1934

年

11

月， 总医院迁往德兴， 年底 ，

又随军整编， 主要医护人员北上， 伤病员绝大多数分

散到群众家中治疗 、 保护 。 天然的屏障 ， 细心的呵

护， 红军战士再次走向战场。

驱车前往方胜峰， 探访著名的方胜峰会议旧址。

方志敏在 《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中写道： “ 这次

会议， 的确是赣东北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会议

……”

1928

年

6

月

25

日，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 明确

斗争方向 ， 在弋阳 、 横峰交界处方胜峰 （ 当时叫庙

山） 的一座破庙里， 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两县县委联席

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邵式平、 黄道、 吴先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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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人， 会议总结了转入游击战争以来的情况 ， 讨论了

就如何应对当前严重形势的问题 ， 批判了团省委特

派员庞云飞 “ 埋枪逃跑 ” 的错误主张 ， 否决了将队

伍带到根据地外流动游击的意见 。 方志敏提出坚持

根据地斗争 ， 依靠群众 、 与群众共存亡的意见 。 耗

费一个多小时， 我们在雨雾蒙蒙中吃力地爬上山峰，

来到一座旧式土木瓦房跟前 ， 禁不住为彼时敌人重

压下、 奋力抗争的英杰们呈上由衷的敬意 。 草木森

森， 云飞苍茫 ， 四野寂旷 ， 路在何方 ？ 光明不是庙

里菩萨的慈悲 ， 求之即来 ， 而是远天 、 群山那边的

海， 浩瀚却不知方位 。 菩萨已被移走 ， 厅堂摆上了

木板条钉成的长方形简易桌子 ， 上面放两只竹篾外

壳开水瓶和若干茶碗 ， 看去像是开会的场景 。 我们

轻声议论 ， 那天 ， 那些扮装成香客的人来此秘密开

会， 怕是连这种条件也是没有的 ， 或是坐的坐 ， 站

的站， 围作一团， 极力压低嗓音争论、 决策。 所幸，

他们的精神犹如穿越迷茫雾障的天光 ， 投射在这片

山山岭岭。 方胜峰会后， 在方志敏、 邵式平指挥下，

工农革命军取得了金鸡山大捷 ， 一扫悲观失败的阴

霾， 群众的革命热情被重新点燃 ， 赣东北革命形势

逐渐好转， 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漆工镇 ， 还有两个颇有意义的村落 ， 一个是

方胜峰山脚的枫树坞 ， 这里家家有烈士 。 我们来到

这里， 瞻仰村东山脚长眠着的一位烈士———龙志光。

随行的弋阳县委党校诸葛副校长动情地讲述 ： 龙志

光， 贵州人，

1903

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

1929

年

投诚起义 ，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历任红军连长 、

团长、 旅长等职，

1931

年

11

月， 他带领红军第五次

围攻敌夏家岭炮台 ， 不幸牺牲 。 诸葛副校长边说边

指着不远处山腰另一个曹姓村落 ， 语气低沉地说那

是另一位烈士———龙志光妻子曹林花的娘家 ， 在龙

志光牺牲后的

1933

年， 曹林花在葛源被敌人抓住杀

害， 两位烈士没有后人 ， 村民主动将孩子过继给他

们， 作为血脉传后。 立在烈士墓前， 我们陷入深思：

大地有情， 百姓不忘， 就让这对烈士情人在九泉之下

永远相伴吧！

另一个村子叫里直源， 是方志敏烈士唯一的女儿

方梅寄养的村庄， 方梅在此平安生活十八年而未被敌

人发现 ， 全赖养父养母的悉心照料和村民的守口如

瓶， 如果稍稍走漏风声， 她将难以顺利生存。 当时的

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新生儿又年幼体弱， 方志敏妻子

缪敏最担心的就是女儿挨不过那个严寒的冬日， 方志

敏安慰道： “ 生于严冬的梅花， 恰恰也是生命力最最

顽强的！”， 遂取名方梅。 流连在方梅出资建在村口的

“ 哨棚” 旁， 大家真切体会到她对故土人民的感恩 ，

正是群众的养育和护佑， 才有了烈士后代的今日。

踏着烽火岁月的遗迹， 一路瞻仰， 一路感怀。

铅山县历史上因为“ 纸、茶、铜”三大产业的开发，

使铅山经济曾经繁荣昌盛了上千年。 人口增加，外来食

品种类多。我最喜欢吃的是灯盏馃。铅山群众用大米制

作的“ 灯盏馃”还可以作主食，让人吃得饱饱的。 一年中

的清明、立夏、冬至等节气，铅山农村人都要自做灯盏

馃过节日，好像不做灯盏馃就不是过节日。 现在县城里

人在街头巷尾都可以买到现成的灯盏馃吃， 不过没有

自己调制的馃馅好吃。

灯盏馃，顾名思义，因其形态相似古时清油灯“ 灯

盏”的外形而得名。 历史上没有煤油使用菜油点灯照

明时， 用于装盛菜油的中间低四周略高的圆形铸铁

“ 灯盏”，下用竹或木片制作成脚架，在“ 灯盏 ”中注入

清油加上“ 灯芯草”即可点亮照明。 铅山先人从“ 灯盏”

的外形上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以大米为原料制作的

形似“ 灯盏”，四周高中间低装满馅料蒸制的大米制作

的美味食品—————“ 灯盏馃”，长久不衰，传世至今。 许

多有识之士、饮食文化研究者，美食家希望将铅山“ 灯

盏馃”上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保护名录”予以

保护发展。

关于铅山灯盏馃的来历， 在当地还有一则有板有

眼的美丽传说：说的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二，乾隆皇

帝开始第三次南巡，大约是农历四月，来到了铅山县城

的两河（ 信江与铅山桐木江）交汇地江口村，在一家“ 悦

来米浆店”用餐。 这是兄妹两人开的小店，哥哥叫江大

松，矫健如松；妹妹叫江小竹，亭立如竹。 化名“ 郑（ 朕）

老板的乾隆皇帝一行十多人到店后， 一下子来这么多

客人，兄妹俩因没有好饭菜招待，遂将已经磨好的米浆

搞稠制成馃皮。 和以往一样做成圆型馃皮，中间放入蔬

菜，馃馅蒸熟后招待他们。 江小竹姿容秀美，乾隆帝一

见倾心。 得知蔬菜馃无名称时，乾隆皇帝说：“ 那就叫灯

盏馃吧！ ”从此铅山灯盏馃就流传开来了。 江口村也易

名为凤来村，成为铅山“ 灯盏馃”的发源地。 当然，这仅

仅是传说。

做灯盏馃所需工具简单：一是能磨米浆的石磨，二

是大锅大灶。 这些在农村都不缺。 做灯盏馃要用晚籼

米，主要品种又称细谷米。 制作流程是：首先将晚籼米

淘洗干净，然后用清水浸泡三四小时。 浸泡后的籼米要

带水磨，控制好用水量。 米浆磨成后就要“ 搞馃”了。 将

米浆放在塘锅里，放入适量的盐和清油一起熬制。

放入食盐、清油，大火熬制使水分蒸发，熬成团块

状。 接着将“ 米馃团”摘成小“ 剂子”，再捏成灯盏状。 专

职经营灯盏馃的摊贩，制作灯盏馃皮不但速度快，且外

形漂亮标准。 铅山市场上既有灯盏馃卖，也有灯盏馃皮

出售， 在淘宝和拼多多上也可以买到正宗的铅山灯盏

馃皮了。

铅山灯盏馃的馃馅一般用黄豆芽或白萝卜为主，

再加入香菇、水笋做成素馅。 如果要吃晕菜，则放进猪

肉、虾仁，或者墨鱼也可以。 然后放入锅里加油炒熟，摊

凉后调入本地产的薯粉粘结。

在蒸笼里摆放好灯盏馃皮， 一调羹一调羹把馃馅

放在馃胚中，大火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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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即可。 现在铅山附近的县

也流行制作“ 灯盏馃”。 但如果能用上铅山传统产的“ 柳

木蒸笼”蒸制，那味道更纯正好吃。 我就还保存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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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正宗铅山产“ 柳木蒸笼”舍不得用。 因为传统产的

铅山“ 柳木蒸笼”已经停产几十年了。

父亲虚岁

70

， 头发和胡子早就白了， 受家族遗传

的影响， “ 地中海” 也早已登上了头顶。 父亲从不讲

究穿着， 总是一件黑棉袄， 外面套着居委会清洁工的

橙色小马甲， 马甲上有显眼的荧光绿。 父亲往街上一

站， 就分外惹人注意了。 这就是父亲“ 黄包车夫” 退

休后的新生活， 响应城市创文号召， 成了居委会的一

名临时清洁工。

父亲的生活略有些辛苦。 父亲手机上的闹铃是喊

我帮他调的，夏天

5

点半，冬天

5

点

45

分。 父亲是任劳

任怨、老实巴交型的，只会埋头扫地，不善与人交际。 鸟

林街那一段，从头扫到尾，一个小纸片，一个小烟头，一

片小树叶，扫完再从头来一遍，一上午走四五个来回。

扫这个地和家里的地还不太一样， 父亲一只手挥舞着

竹制大扫把看见垃圾一把捞过来， 另一只手提着畚斗

马上就去接住，如此往复，扫满了一畚斗找一个附近的

垃圾桶倒掉，然后重新开始。 有一次陪父亲扫地，发现

这街道是看着干净，扫起来竟然有这么多垃圾。

本来父亲和母亲都在社区扫地， 有一天母亲为了

捡被风吹落的帽子， 从正在前进的三轮车上跳下来，

摔断了手。 打这， 父亲就开始“ 既当爹又当妈” 了。

每天出门前要帮母亲穿好衣服梳好头发， 下班回来洗

衣做饭。 母亲本来有一头长长的黑发， 每天起床要让

父亲帮她梳通再扎起来。 从没扎过头发的父亲笨手笨

脚， 刚捞起了这边， 那边的一缕又掉了下来， 后面的

才梳齐， 前面又给弄乱了， 惹的挂着绷带的母亲大发

脾气。 父亲上班时给我打电话， 让我有空带母亲去把

头发剪掉， 我愧疚地答应着。 没想到母亲不愿意剪头

发， 我只好带她去理发店洗头， 理发师顺手帮她扎了

个漂亮的马尾。 这大概是母亲生平第一次舍得在外面

洗一回头 ， 我让她想洗了就自己过来报我的名字即

可。 没想到过了几天， 父亲又打电话给我， 说母亲去

商城把头发卖了。 母亲也许是心疼父亲， 也许是心疼

女儿。

父亲从没办过像样的生日宴。 今年， 母亲怎么着

也打算给父亲办一个体面的生日宴。 我们几个孩子也

很支持， 出力的出力， 出谋的出谋。 父亲嘴上说着不

要麻烦， 心里是乐意的。

50

岁时， 父亲没摆酒席， 只有外婆和舅妈来， 一

起吃了个饭。

60

岁时， 母亲在广东， 只剩了父亲一个人在家。

他去隔壁螺蛳粉店里买了一碗猪头肉庆生， 后来他跟

我们说， 那晚的猪头肉怎么都吃不出往日的好滋味。

70

岁时， 本应该好好庆祝庆祝， 可疫情打乱了母

亲的计划。 父亲生日前一天， 我订好了蛋糕， 打电话

给母亲， 说第二天去他们那吃饭， 母亲说要不我们自

己一家人出去吃。 我听到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 “ 现

在外面的饭店都关门了， 哪里还有的吃。 不要办了，

自己在家吃就好， 别添乱。”

“ 我来吧， 老爸还没吃过我做的饭呢。” 我本已有

这打算， 只是还没想好做点什么。 打小就没怎么做过

家务， 结婚之后也是婆婆做饭， 这下厨房的技能， 可

是一丁点儿也没有。 赶鸭子上架， 既然答应下来也只

能硬着头皮上了。

本想着提前一天列好菜单， 可因为线上教学、 批

改作业忙得焦头烂额 ， 也没顾得上 。 生日那天一大

早， 我给母亲打电话， 让她先去买菜， 等我过去准备

中午饭。 母亲提议中午吃粉， 我觉得甚好， 简单， 又

有仪式感 。 吃生日粉 ， 广丰人作兴 。 等我安排好课

程， 布置好作业， 拾掇好女儿来到父母住处， 看见母

亲躺在床上休息。 母亲说， 一只手提了太多菜， 累着

了， 内心又是一阵歉疚。

炒粉是第一次做， 心里没底， 幸好有母亲在一旁

指点我。 正切着菜， 父亲下班回来了， 要夺过菜刀亲

自动手。 于是小小的厨房里， 两位不放心自己成年女

儿做饭的忧心父母挤在一处， 我索性把他们全赶了出

去， 让我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吧。 切菜、 放油、 加

料、 关火、 起锅。 嗯， 香。 闻着不错， 不过卖相差了

点， 总担心东西没熟， 应该是炒久了， 米粉有点糊，

不像店里的看起来那么清爽， 一条是一条， 一盘粉似

乎能给数出数量来 。 而我的这一盘 ， 已然看不出粉

形。 父亲连声说， 还好还好， 就是有点咸。 这就是我

诚实的父亲。

晚餐也是由我掌勺， 做了自己拿手的清蒸鲈鱼、

杏鲍菇炒肉、 辣椒炒肉、 玉米排骨汤， 还有不太拿手

的豌豆汤、 白菜， 连同父亲上班前自己炒了半熟只需

要蒸一下的鸭子， 也算满满一桌菜了。 “ 严尧星生日

快乐！” 小女儿学着我的样子对父亲说 。 孩子在闹 ，

大人在笑。 生日粉、 蛋糕、 红包、 晚餐， 虽然人气是

不怎么旺， 但是仪式感都有了。 饭后， 儿子、 亲戚们

的视频也相继发来， 问候祝福一点儿也没少。

晚上，父亲早睡了。 清晨的闹铃依旧在等着他。

一推开门，到处都变白了，雪

积得厚厚的， 大概是从昨天半夜

就开始下了。此时还有雪花在飘，

轻轻盈盈，袅袅娜娜，似花非花，

似雾非雾， 天地之间一片朦胧与

静寂。

院墙上，树丫子上，稻草垛上

都是积雪。平时它们都是残败的，

瑟缩的，但有了雪的覆盖，它们似

乎忽然就变得高洁起来， 高雅起

来，让人忍不住想大赞特赞一番。

雪赋予万物诗意！ 连屋角的那堆

残瓦都被它眷顾。

门前屋后的雪地上已有了脚

印，深浅不一，大小各异，经过的

有人，也有牲畜。 或乘兴而来，或

尽兴而归。 只可怜几只鸟雀在雪

地上不停地啄叫，有点发急。

平时出入的地方已踩出一条

条小路， 路上的雪混合着地上泥

水翻着黑浆， 让边上那些未经泥

水污染的雪显得更加可爱了！

戴上绒线手套去推个雪球。

脸冻得红彤彤，绒线手套也湿了。

雪球滚得够大了， 不如就用它来

做雪人的身子吧！ 再推一个做脑

袋。实在受不了寒冷了，忙跑进屋

里烤火。鞋袜尽湿，脱下来放在火

上烤。挨得炭火太近，已经有烧焦

的危险气味了！

等不及把鞋袜烤干 ， 隔壁

的堂弟就来邀我去打雪仗了 。

一群人来到菜园子里 ， 选好各

自的掩体 ， 就开始互相丢起了

雪团子 。 一时间菜园子里的雪

团子乱飞乱舞起来 ， 眼看怎么

也躲不过了 。 正在着急时 ， 后

脖颈竟一片湿冷 。 不好 ， 有人

从后面偷袭！ 正要破口大骂时，

才发现自己竟不知什么时候已

经退到一棵杉树底下 ， 那杉树

丫子上的雪大概也是受了我们

的影响 ， 竟自动加入我们这场

毫无头绪的乱喊乱杀中。

是骂也骂不得了， 打也打不

得了， 也无心再跟对面的小伙伴

恋战下去了， 扔雪团子的游戏至

此结束。受我刚才遭遇的启发，小

伙伴新的游戏模式马上开启，或

对着身边的冷杉树猛踢几脚，或

抱着园角中的老槐树猛摇几下，

或爬上墙头拉扯大白桦的枝条，

雪又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人却已

躲得老远去了。

我的故乡在莲荷乡上石村。

这里丹霞绵延， 最有名的景区油

桶石就坐落其间。

故乡方圆几十公里丹霞地

貌 ， 圆润俊俏 ， 峭壁林立 ， 沟

壑纵生 。 裸露的红砂岩体大都

山顶之上都会长有生命力顽强

的松树 ， 身入其境宛若是进入

了盆景世界。

这里的巨石有独立成峰、 有

绵延一体， 有似连非连的山脉走

向。 远处眺望有像恐龙、 像飞奔

的马、 像长鼻子象………又仿佛

是走进了动物世界。 最让我好奇

的还是故乡的猪头岭。

诗曰“ 昂首飞鬃蹄急中， 南

迎平阔猎寒风 。 登临其境抬望

眼， 骑跨横铅左右逢。” 它突兀

高耸 ， 矗立田畈之中 。 登顶南

望 ， 铅山县城隐隐约约 ， 北望

横峰县城尽收眼底 ， 它昂首朝

东气宇轩昂 。 这就是我故乡的

猪头岭。

猪头岭属丹霞地貌， 全头褐

色， 如果要过秤的话， 这个猪头

足足有数千万吨， 定会载入吉尼

斯世界纪录， 成为猪头之最。

远看猪头岭形似倒扣的猪

头 ， 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 走近

它， 长年风霜雪雨把红砂岩表层

侵蚀出一道道浅痕就像是猪头的

纹路， 生长在浅表层红土壤里的

杂草酷似猪头上的细毛， 留有雨

季青苔的痕迹又像是花脸猪。

猪头岭会随着四季的变化而

改变头上的妆容， 也会随观赏者

的心情而魔鬼般变幻你心中的形

象， 犹如 《 西游记》 里的二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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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之魔变。

春天， 岭上的油草、 松树一

片泛青， 杜鹃花点缀其间， 好似

染了头发的时尚女子。 夏天， 骄

阳的烤照下， 青苔褪去， 露出通

红的红砂岩原色， 红彤彤的脸蛋

犹如化妆后待嫁的新娘。 秋天，

岭上的柿树、 毛栗子、 乌米饭等

野果成熟， 引来鸟儿欢快啄食，

鸟语和着秋风就像是它在哼着小

曲。 冬天， 霜染雪盖的猪头岭更

像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任其北风

猎猎深沉不语。

劳作了一天的农人拖着疲惫

的身子面立而坐看它， 它又好像

在与你攀谈； 天真无邪的孩童看

到它更像是小猪佩奇， 萌萌哒！

嚼舌的妇人说三道四家长里短瞅

见时它又是个慈爱的老者， 宽厚

的让你无地自容。

故乡的猪头岭伴着乡亲静守

岁月不知有多少年了， 它给人们

平添的生活乐趣是丰富的。 它给

人慰藉， 给人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