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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地
采风

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纪念馆。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淮海战役先烈的革命精神永垂不

朽”十五个金色大字上，那是陈毅元帅的题词，与基座上
“战斗”“冲锋”“胜利”“支前”四座浮雕一起，组合成对这场
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光辉篇章的最直观注解。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战略形
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作战思想做出相应调整的情况下，
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导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
和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共同实施的大规模战略
性战役。

翻开浩如烟海的史册，淮海战役开始之初，国共两党两
军最高统帅部都认识到此战关系甚大。1948年11月16日，
毛泽东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
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蒋介石致函国民党第七
兵团中将司令黄百韬：“此次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
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
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将时间的放大镜，对准同辽沈、平津战役一起，被誉为
解放战争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革命
取得根本性胜利的淮海战役，我清晰地看到，在这场我军
总兵力唯一少于国民党军的决战中，我军以“饮马长江、解
放全国”的态势，歼敌55.5万人，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以少
胜多的奇迹！

60万对80万，这锅夹生饭是怎么吃下去的？在淮海战
役胜利 72周年前夕，我来到碾庄镇，重温淮海战役那段荡
气回肠的红色记忆，探寻淮海战役蕴含的宝贵革命精神。

肃立在纪念广场粟裕大将骨灰撒放处纪念墓前，脑海
里翻过一幕又一幕：我仿佛看到，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根
据战略形势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
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
力部队的战略设想；我仿佛看到，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粟裕通过深入缜密分析，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在中原
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三次直陈；我仿佛看到，毛泽东
给予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之权，从善如流放手使用
粟裕等前方将领后，总前委出神入化，气势恢弘指挥这场
战役的一个个辉煌瞬间。

碾庄战火已尘封。在徐州好友的陪同下，我驱车来到碾
庄镇倪庄村，黄百韬就是在这里被流弹击中。当年的芦苇塘
如今已经变成农田。1948年11月6日傍晚，遵照我最高统
帅部“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
的电令，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
海战役由此拉开了序幕。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时任华野副参
谋长张震后来评论：“全歼黄百韬兵团，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
的一次铺底之战、关键之战。由此，切断了徐蚌线、孤立了徐
州，我军牢牢掌握了淮海战役的主动权。”

在“胜利之势、剑指淮海”展区的电视屏幕上，正播放
着战役期间任粟裕秘书鞠开的回忆，淮海战役分为围歼黄
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全歼杜聿明集团三个阶段。这是两
个野战军首次联合作战，要取得胜利，关键是要一切行动
听指挥。

伫立在纪念广场展陈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刘伯承、陈
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图片前，当年总前委书记邓小平
的铮铮誓言仿若犹在耳畔，穿越时空，响震山河：“只要能歼
灭黄维兵团，哪怕是中野付出再大的损失，即使打光了，全国
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代价也是值得的。”
小平同志的话，充分体现出听党指挥、顾全大局的政治担
当。这是何等的全局意识和革命豪情！古往今来，在决战场
上没有这种豪情和气魄是压不倒对手的！

淮海硝烟战旗翻，英雄以血谱春秋。纪念馆里血与火
的虚拟空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到浴血双堆集的战场。在总
前委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20里南北
15里的包围圈里，中野、华野以执行党的指示不打折扣的
革命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一次次奔雷般的追击，一次次
铁壁般的阻击，一次次潮水般的攻击，全歼黄维兵团，取得
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眼前一幅幅我军官兵不怕牺牲、决战决胜的图片，让
我想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心胜》一书中写的话：“人
要有点精神，军人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
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是国家和民族
的无价之宝。”在往昔的峥嵘岁月中，我似乎看到了 72年
前，我军将士超人的坚韧性与战斗精神的英勇壮举；我似
乎触摸到了淮海战役中牺牲的3.1万余名烈士那仍然在剧
烈跳动的、炽热的胸膛……

淮海战役蕴含着一往无前、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纪
念馆“十人桥”的复原场景，让我的心中油然生出一股厚重
而深沉的敬仰和感慨。1948年 11月 8日，华野第 9纵队 27
师 79团 1营尖兵 2连为渡过沂河，围歼堰头之敌，2排 3班
战士抢搭了一座桥，因没有桥桩很不稳固，人通过容易翻
转落水。身着薄棉衣、脚穿胶鞋的全班一齐跳入冰冷刺骨
的河水中，人当桥桩扛起浮桥，用沸腾的热血，谱写出了流
传百世的英雄乐章。

“杜氏将军，倾巢突围也难逃。”纪念馆展区声光电模
拟的战场实景，逼真地再现了淮海战役收官之战——陈官
庄歼灭战波澜壮阔的恢宏篇章：1949 年 1 月 6 日，大地冰
封，高天朔风，当炮火再次从陈官庄战场轰然鸣响时，面对
兵力和武器都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我军官兵以敢打必胜
的革命精神，将杜聿明集团彻底歼灭。鏖战 60多天的“南
线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
定了胜利基础。毛泽东在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发表声明：

“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
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
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很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
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统治即将土崩瓦解，
归于消亡。”

淮海战役是一座历史丰碑。“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
做军鞋；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淮海战役中不断涌现的人
民群众支前场面，汇集成了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红色荣光。
从山东平度出发的一位担架队员，每到一地，就在一根用
来助力的竹竿上刻上这个地方的地名。当他完成任务回
家时，竹竿上一共刻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 4省 72个城
镇的名字。讲解员动情的讲解，使我感慨万千，淮海战役
是本底蕴深厚的书，值得我们永远翻阅。

深秋，天朗晴空。奔跑了一天的太阳带着微笑，渐渐沉
入宿羊山下。披着绯红的落霞，我流连在纪念馆抚今追昔，
遐思悠悠：今天，我们站在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但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艰
难。当此之际，更需要我们弘扬伟大的淮海战役精神，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创造新时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未来！

淮海决战气如虹
□□ 宋宋海峰海峰

一
一处东郊，一处西野

一个在平原沙地，一个在密林山区
一个种瓜，一个种药
他们——对歌在脱贫攻坚的大道上

二
他，站在瓜畲乡的新安村口，只是这一回
既不等神，也不等运气
五年过去了，他再次站了起来，学会了种瓜得瓜
只等烈日，等寻找甘霖的人群
如果遇见无助的人，也可以分文不取
让他把水灵灵的西瓜带回家去
仿佛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不是他陈家风
这种莫名的欢愉胜过吃瓜者的清凉和甜蜜

就在刚才，他才把摊位摆放停当，还对着一个爱写诗的女子
如刮穿堂风一样说起自己的经历——从长子智障，到中年再次艰难育子
他的慢性病每加剧一寸，妻子的腰就弯下一尺
从陌生的乡村干部，到踏破门槛和自己称兄道弟的第一书记
从农民合作社里一个年薪万元的麒麟瓜徒
到一亩瓜一年最好能结7茬、用15亩瓜地崛起的独立男主
儿子老夸他种瓜也有王者归来的气度

风吹徐徐，苦难与爱教给他好脾气
“生病有健康扶贫五道防线保驾
耕地流转有产业扶贫护航
我如今只管种豆种瓜，把日子好好过下去”
他已经习惯并享受这种生命的倒叙，他已拥有心中的烈日
和新安的灵魂。梦里乡愁都像西瓜那样，结出了圆满和糖分

三
他，穿梭在武功山下的神元湖畔，眼睛注视一片燎原的药场
目光扫过黄精、重楼、虎杖、白芨、绵萆薢、粉防己、百部……
也落在阳根、裕章、亮生、喜民、春雷、小桑……这伙人身上
他们正在拔草、施肥、采药。暖暖的风翻起微滚的绿浪
裹挟着或高或低的笑语，荡漾着袭人的药香

“嗯，这满园的寒苦之物，算是没辜负这群历经寒苦的人哪”
他眼角一热，不由地深吸一口气，任自己在这股声息中陷得更深

眼前这千亩绿野俨然是一张已被兑现的协议书
上面清晰地签着他叶昌炎的大名，还摁着60多名贫困户鲜红的手印
他们从钱山到洋溪、到严田，带着全部的身家和信任奔自己而来

“你们信得过我就放心投资，三五年就回本赚钱
没有本钱的可以来我这上班赚工分……”
此刻，他仍然记得自己当年的豪言壮语发得比打锣还响
震得大伙眼睛里都迸出火样的光亮
唯有大病初愈的阳根和儿子摔坏腰的聚丰蹲在角落里黯然
他鼻子一酸、热血一涌，当场决定让他俩用劳动力入伙当老板

五年的时间既短暂又漫长
直到这些家庭都重新燃起希望的烟火，心才踏实回到胸膛
他们逢人就说“昌炎的心里住了个菩萨呀”
镇政府为此还把自己这一介平民推荐去当“脱贫攻坚奋进之星”
妻子总笑他，这荣誉可是很沉哪。他突然感到
身子仿佛被人重重地扶了一把，不由加快了巡园的脚步

苦与甜的对歌
□□ 简小娟简小娟

我开始经常性地吃炒粉，是在大学毕
业分配到县城工作之后。

单位食堂只卖早餐和中餐，晚餐得自
己解决，这就难倒了我这个单身汉。一个
人吃饭，弄多了吃不完，弄少了又不够味，
弄了几次就不愿意了，只好到外面打游
击。

离单位不远有个农贸市场，市场四周
满是门面不大的小吃店，各式菜肴、早点面
食、来料加工，一应俱全。我常常是炒一两
个小菜就一碗米饭，或炒一盘米粉吃，一段
日子下来，还是觉得炒粉吃不厌，又实惠。

炒粉并不复杂：先将油下锅烧热，放
入肉丝爆炒，接着放少许蒜瓣、辣椒、几棵
小白菜快炒，然后放下焯过的米粉，再放
适量的盐、酱油、味精翻炒几下，就可以出
锅。讲究的还会放一些绿豆芽，这样粉不
易粘连，吃起来也更爽口。吃多了，我嘴
变刁了：炒粉的锅一定要热，炒的过程要
一气呵成，把粉炒熟炒透，这样炒出的粉，
既筋道又糯软，吃起来有一股大米的香
味，那才叫过瘾。

十几年前，我调到南昌工作。南昌人
也爱吃粉，一碗拌粉加一钵瓦罐汤，是绝
大多数南昌人早餐的标配。入乡随俗，拌

粉也成了我日常的早餐。吃拌粉的好处
是快捷。拌粉做法比较简单，将煮过沥尽
浮水的米粉，装进漏勺放入沸水中烫过，
倒进已经放好盐、食用油、酱油、胡椒粉的
碗里，再放上腌菜或榨菜、萝卜丁、剁椒、
炸酥的花生米、葱花等佐料，搅拌一下就
可以吃了。腌菜的酸、剁椒的辣、萝卜干
的脆、花生米的香，吃起来口感相当丰
富。当然，佐料也可按照吃客个人喜好来
调配。

吃拌粉，一般都会来个瓦罐汤。瓦罐
汤秉承古老的煨汤方法，将汤料和清水盛
入小瓦罐放进大瓦缸内，用木炭火恒温煨
制六七个小时，煨制出的瓦罐汤原汁原
味，清透鲜美，喝了之后顿觉味蕾大开。
瓦罐汤的品种很多：肉饼汤、鸡蛋汤、乌鸡
汤、猪蹄黄豆汤、海带排骨汤、茶树菇汤等
等，不一而足。拌粉口味较重，瓦罐汤的
口味清淡，边吃粉边喝汤，不仅口味中和
了，营养也更丰富均衡了，真是绝配！

南昌炒粉也很有名。江西各地的炒
粉做法大同小异，炒粉还是记忆中的那个
味道。每当下班太晚了，或老婆大人外出
了，我就会想到去吃炒粉。我喜欢去小区
楼下或附近小街小巷的小店铺。小店铺
的烟火气浓，吃的人多，老板往往兼掌
勺。进了店，喊一句：“炒个粉！”掌勺的会
问：“炒猪肉、牛肉还是鸡蛋的？”“要不要
放辣椒？”当然，我也可以提要求：“老板，
多放点青菜！”彼此都很随和。一般我会
点那个吃了多年的瘦肉青菜炒粉。刚炒
出的米粉筋道、绵软又爽滑，趁热吃口感
最佳。我吃起炒粉来如风卷残云，大口吞
咽，几下子就光盘了。

生活原本可以简单些的，只要一盘热
气腾腾的炒粉，就能赶走我们的饥寒，满足
我们的口腹，抚慰我们的心灵。

市井百味

最是米粉吃不厌
□□ 吴黎宏吴黎宏

从安徽祁门大洪岭出发，乘竹筏沿
着清浅狭窄的河道盘旋而下，沿途水流
湍急，波浪参差而起，树枝一般的支流
不断地汇聚、积蓄、储存，一涡三啭，淋
漓丰沛。约莫半个晌午的光景，竹筏便
纳入了沥水河，我挎着相机，轻快地跳
上了一只老旧的雕子船。

一路上波翻浪涌，尾水如天。我站
在船头，沿途的斑斓尽数错错落落，景
德镇老城便沿着昌江呈长龙形延伸、展
开，但见两岸沿河建造了许多的古窑，
沿窑而成的市镇，依旧有心有法，自有
一番繁华。

遥想那年那月，水与水相遇，便形
成了集镇，便蹚开了古老的水道。一种
首尾较高、船身宽且设有桅杆的大鹜梢
船，还有那船头船尾尖且翘起、船身狭
长，顺风张帆即可行驶的雕子船和罗荡
船，迤逦在河道上，排列如蚁。一批批

“船巴佬”将高岭土，打垒装箱的青花
瓷、青白瓷、薄胎瓷，还有浮梁的茶叶等
琳琅满目的货物装上这种小木船，蹚过
碧水清潭，绕过急流险滩，或是逆流而
上到达安徽祁门，或是沿河而下，由景
德镇沿昌江西进，到鄱阳县凰岗镇外的
姚公渡，再将瓷器一一从雕子船和罗荡
船上卸下，换装到体量庞大的木帆船
上，转道饶河进入鄱阳湖驶向长江，转
而沿江出海，到达明州、泉州等大港，再
装上远洋货船运往阿拉伯、东非、欧洲
或是东南亚。昌江从北往南穿越了景
德镇的大半区域，走浮梁、珠山众多县
区，先后汇入沥水河、北河、东河、西河、
南河、滨田水等主要支流，再往下贯穿
鄱湖平原。那光景，河道开阔，河宽达
一里之遥，可以载得大船载得重舟扬帆
远航。这，便是水上瓷器之路。

昌江，似乎是专属于瓷器，专属于
景德镇的水系。景德镇冶陶始于汉
世，自元代开始至明清，历代皇帝都派
员到此监制宫廷用瓷，设瓷局、置御
窑，此处烧制的瓷器“白如玉，明如镜，
薄如纸，声如磬”。厚积薄发，这古老
的集镇终究以青花、玲珑、粉彩、色釉
四大传统名瓷亮出了招牌，叫人念念
不忘。一件件瓷器炉锤之妙，千载啧
啧，诧为奇事，竟使中国的英文名称

“China”，词根的含义却是“瓷器”的意
思。便是“China”的发音亦源自景德镇
的古老名称“昌南”。昌南即昌江之

南。追根溯源，昌江之南又一座古镇
叫新平，唐武德四年，又称昌南镇，先
后隶属于新昌、浮梁县。公元 1004年，
对景德镇制瓷史而言是一个注定要被
写入史册的重要年份。这一年乃是宋
真宗景德元年，因镇上烧制的白瓷令
闻广誉，四海成响，北宋朝廷从高岭村
所在的浮梁县，设置新镇，特地以皇帝
年号赐名——景德镇，从此为这一方
水土划定了新的制高点。

船儿出了窄窄的河口，顿时水天茫
茫，浩淼无限。我正翻阅陶瓷考古专家
三上次男的《瓷器之路》，雕子船已然抵
达姚公渡。船巴佬忙上忙下，肩挑、畜
驮，将一件件瓷器转运到挂着一面方形
竹席的大帆船上。我上了岸，望眼葱茏
茂密的桑柳一直绵延到水边，林子掩映
着远方一溜黝黑的村舍屋顶，落目便知
是清一色的徽派建筑。沿途列肆受塵，
延袤十数里，烟火几万家，落在我眼里
便是历代制瓷人留下的人生痕迹，是昌
江的气息。彳亍之间，看见在昌江边上
立着一座大水轮车，一打听，方知是往
昔制瓷作坊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
之力粉碎瓷石的器具。仅银坑、三宝等
地加工瓷石的水碓就有 250车、1000只
碓，每当春夏之际，车轮旋转，水碓翻
腾，伸卷万象。故而有人作诗云：重重
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舂得泥
稠米更凿，祈船未到镇船回。水车是旧
的，碾盘是旧的，江水照见它斑驳的影
子，扭捏之间，似乎汲汲漫漫的流水又
等了我一回。

一炷香的功夫，我又上了体量庞大
的木帆船，沿着昌江水道乘风破浪。隅
中时分，茫茫浩淼的彭蠡泽已然遥遥在
望，忽听数声雁叫，其中间或有高亢的
渔歌互答。

歌谣渐行渐远，余音袅袅，消散在
白浪打湿的天际。我意犹未尽地收回
目光，便端详到身旁堆着的一搭搭瓷
器。这一搭是白底上绘着天蓝色花纹
的大量青釉瓷碗，上面的花纹有花木、
水果、鸟类、麒麟、虫鱼，以及由蔓藤花
草构成的万宝图案。我思忖：这日常用
具走进千门万户，倒叫人享用了一把亲
近泥土的生活美学，又有多少人从中找
回人生的印记？那一搭是青花玲珑瓷，
瓷工用刀片在坯胎上镂成点点米粒状
的玲珑眼，再填入玲珑釉料，并配上青

花装饰，看上去明彻剔透，高雅秀洁。
还有薄胎瓷，薄如蛋壳，透光透亮，胎质
乃用纯釉制成。想想从配料、拉坯、利
坯、上釉到绘画、烧制，恐怕须经数十道
工序，从粗修、细修、精修，反复百次的
啐啄同时，方能薄似蝉翼，轻若浮云。
船上装载的圆雕、捏雕、镂雕、浮雕瓷
器，有佛像尊神，有花草鱼虫，真个千姿
百态，栩栩如生。遗憾的是没有见到釉
下五彩，无缘领略那庄重的浑厚、富丽
的堂皇、夺目的鲜艳。我拿起一件雅致
的青花釉里红鱼盘，摩挲那清淡秀丽的
纹饰，那如玉的温润，令我爱不释手。
这绸缎也似的青花，荡漾着一丝昌江水
意，叫人一念纯粹，顿觉春日宽大，风轻
草绿，日头生香。

船工见我痴迷，便搭讪道：“这青花
与粉彩是景德镇瓷器大宗，你手头的青
花釉里红久负盛名，仅红釉系统，就有
钧红、郎窑红、霁红和玫瑰紫，怕是明永
乐年间就开始流行啰！”

我接过话头问道：“师傅可知景德
镇手工制瓷工艺主要分布在那些区
域？”

船工答道：“城乡各地皆有，主要分
布在樊家井、三闾庙、高新区等地，皆是
老祖宗赵慨的发脉噢。”

我晓得赵慨乃是晋代陶工，人们尊
他为景德镇瓷器师祖。早年在福建、浙
江、江西为官，因不趋炎附势，嫉恶如
仇，得罪上司和僚属，遭奸臣所害，降职
贬官，来到新平镇隐居。因在浙江为官
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制瓷技艺，在新平

镇陶瓷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上克服
障难，道通神秘，法济生灵，被奉为制瓷
师祖。自此，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
走。景德镇瓷器品类无中生有，有中生
特，特在其人，人联八方。制瓷业终归
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
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手工制瓷工艺生
产体系，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灿
烂的一段历史。

船过鄱阳县凰岗镇后，便进入了临
鄱阳湖河段，此时天地一宽，河道阔处
已达 300多米，大帆船和中小客轮可长
年通航。自景德镇至鄱湖为昌江下游，
乃是瓷器与茶叶主要通道。木帆船向
鄱湖西北一路犁波破浪，过都昌、星子，
转而遥接湖口，驶入浔阳江。九江，作
为“水上瓷器之路”的襟要之地，素有

“瓷都橱窗”之谓。清代，九江的瓷器业
多为提篮小卖，从业者达数百人。随着
长江航运业的壮大，外商接踵而至。多
数瓷器小贩逐渐由提篮小卖、摆摊设点
蜕变成前店后作坊的商业字号，至鼎盛
时期，九江瓷器店铺商号已达百家之
多，一时间聚集了多少陶瓷行当的企图
心。翻开九江瓷器业商号名录：光华、
国华、荣华、树华、顺华、华昌、华盛、华
美斋、华丰利等等，一百多家带着老字
号血统的瓷器店，不断地开枝散叶，真
个是：江流如苍狗，一帆挂长风。青花
如水色，眉目作山河。

立在船头，眼看着沿江的琵琶亭、
锁江楼依次临近，不禁心事清零，胸藏
美好。

青花色的河流青花色的河流青花色的河流
□□ 梅曙平梅曙平

红色
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