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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东连江浙，南控瓯闽，信之大邑，六省
通衢。”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发达，是华东交
通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共产党人高瞻远瞩，谋篇布局，利用鹰潭交通
枢纽地位，打造革命战略通道。1926年，鹰潭就开
展工农运动，建立党组织。1927年邵式平、方志敏
先后来到鹰潭，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发动群众，考
察风俗民情和信江沿岸地理形势，结交一批劳苦
大众，在信江两岸播下了革命火种。期间方志敏、
邵式平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在月湖区童家镇老
屋村开明士绅董春财家居住10余天。

周坊暴动掀开了鹰潭工农运动新篇章，鹰潭
北部山区一片红，先后建立了贵溪和余江苏区。
1930年3月12日，江西红军独立团2000余人从羊
角渡等地渡过信江，周建屏团长的指挥部就设在
童家叶塘孔氏宗祠内，在郊区农民配合下，红军冲
锋陷阵，英勇战斗，消灭“保卫团”“自卫队”，攻占
鹰潭镇，沉重打击了敌人，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
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红军刷标语、贴布告、作
鼓动，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

童家里屋贫苦农民孔庆云深受方志敏和红军
的影响，思想觉悟提高，心向共产党，向往当红
军。遂别妻离子，跋涉百余里，奔赴苏区，寻找党
寻找方志敏，要求加入红军。方志敏与他促膝长
谈，循循善诱，灌输思想，启发觉悟，又送他脱产培
训三个月，再派回鹰潭镇，发展党员，建立游击队，
打通战略通道，于1932年1月建立了贵溪苏区第
八区童家乡苏维埃政府，童家苏区坚持斗争 2年
又2个月，它似一把尖刀，插入国民党统治心脏鹰
潭镇与贵溪县城之间，童家苏区控制信江沿岸渡
口，确保过往人员安全，成为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
区联系的战略通道和桥头堡，南来北往的红军队
伍和党的干部经此踏上新征程。

1933年1月21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
祥率红三十一师控制鹰潭镇信江流域南岸汪碧
港等渡口，迎接红十军 4000余人南渡信江，红三
十一师与红十军在童家胜利会师，王稼祥在童家
老屋董陆财家会见邵式平等红十军领导人，传达
中央指示，研究红十军改编方案。接着，在童家
嘴上詹氏宗祠召开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宣布红
十军与红三十一师合编为红十一军的命令，阐明
红十军南下改编的意义。

随后，红十一军奔赴上清，与中央红军主力
部队胜利会师，赤化金（溪）、资（溪）、贵（溪南
部）、余（江南部），开辟信抚苏区，成立贵南苏区
和河南苏区（余江南部），从此，鹰潭大部分区域
成为苏区。1933年秋，苏皖红十三师 2200余人，
从淮阴乘船南下，从闽沿海上岸，翻武夷山，到达
童家苏区，在仰潭毛家渡等地北渡信江，赴周坊
与新红十军胜利会师，壮大了赣东北红军实力，
巩固扩大了苏区。

在每次红军南来北往时，童家苏区人民不但
撑船摆渡护送红军过江，还杀猪宰鸡做好米饭，
热情犒劳慰问红军，数百位穷苦百姓加入红军队
伍。有时，童家苏区组织慰问演出，上演方志敏
撰写导演的话剧《年关的斗争》，演唱歌谣《打鹰
潭》《当红军》等红色歌曲，歌颂党和红军，激发军
民斗志。同时，童家苏区为确保过往人员安全，
对党忠诚，保守秘密，全民皆兵，忠于职守，严守
隘口，在严苦斗争环境中创造了可贵的渡口精
神。童家苏区和信江沿岸渡口群也因此成为红
军南征北战的见证者，承载着信江革命风云，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重温峥嵘岁月，弘扬渡口革命风范。为此，
月湖区童家信江渡口边建起了红色记忆主题公
园、红军渡河群雕、百姓支前和慰问红军场景
等，从而激励群众缅怀光荣岁月，传承红色基
因。如今，以苏区红色渡口革命风范为指引，以
争当区域性的创新中心、旅游中心、交通中心、
物流中心和商贸中心为重点，鹰潭努力打造区
域性综合枢纽城市，不断提升对周边区域的辐
射带动力，全力打造一个集“智慧美城”“世界铜
都”和“中华道都”为一体的新鹰潭。

红色渡口
闪耀光芒

□ 杨厚成

情系江右情系江右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
号霞客——据说“霞客”之名，是大画家陈
眉公为他取的，意指徐霞客总是在朝霞和
晚霞中出没，是具有仙风道骨的人物。他
出生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的一
个富庶之家，江阴地处大江之阴，乃是富
甲一方、人文荟萃之地。徐霞客被人称作

“古今第一奇人”，他对科举应试不感兴
趣，他的“奇”就奇在从小对《山海经》《水
经注》《搜神记》等充满兴趣。幼小的徐霞
客曾许下了这样的志愿：“大丈夫应当走
遍天下，朝临烟霞而暮栖苍梧，怎能限于
一地终老此生？”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文人酷爱流连于山
水之间。明代时期，有些读书人痛恨科举，
崇尚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即视山水
为人生之归依、生命之寄托，徐霞客就是杰
出的代表。

徐霞客一生不远万里，江西是他钟情的
地方。他第一次到江西是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从黄山经广信府，再往福建省崇安
县攀登武夷山；第二次到江西是 1618 年考
察庐山，徐霞客《游庐山日记》中有专门记
载此行的经历：他沿长江西行，八月十八日
到九江，翌日从庐山北麓登山，游石门涧，
攀缘一条被称为“百丈梯”的雄奇古道，自
古至今由此登上天池者，除了徐霞客之外
并无第二人。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
个外国登山客仰慕徐霞客之壮举，欲徇其
旧迹重新攀登一次，但到了“百丈梯”，仍然
望而却步，徒呼奈何。

有人把徐霞客称作飞鼯，有人把他称
作大青猿，因为他能在绝壁上攀缘，能在岩
洞里倒悬而上，能吊着粗藤荡过峡谷……
此后他攀登汉阳峰、游览三叠泉、考察五老
峰，对庐山的自然风貌做了极为细致的考
察，后于八月二十三日从南麓的开先寺离
开庐山。

徐霞客第三次到江西是明崇祯元年
（1628），这次他考察了南安、赣州两府；8年后
的崇祯九年（1636），徐霞客第四次考察江西，

《江右游日记》记载的即是当时的情景。是年
十月十七日，徐霞客由浙江常山入江西广信
府玉山县境，历经玉山、弋阳、贵溪、新城（今
黎川）、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永新等地，于
次年正月初十日入湖南省境。

若将徐霞客的两篇《日记》相比较，
《江右游日记》较《游庐山日记》，一是记
载时间更长，《江右游日记》所记时间达
83 天之久，而《游庐山日记》则只有 6 日；
二是考察区域更广阔，《江右游日记》所
记区域横跨江西中部，《游庐山日记》则
集中于对庐山一地的记载；三是内容更
丰富，《江右游日记》对所经地区地貌、洞
穴等自然地理和人口、经济、城市、交通、
文化等人文地理都有详细记载，《游庐山
日记》较集中于自然地理记载。这两篇
日记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自然
资源资料，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
西作了翔实的诠释。

情寄名胜情寄名胜

江西风景瑰丽，稍早于徐霞客的明人王士
性曾说：“江右，江以章、贡为大，泽以彭蠡为
阔，十三郡水皆归焉，总会于九江而出，大姑、
小姑二山拦扼之，此山川之最胜……”明代文
人以“出门寻山水”为人生追求，徐霞客好友黄
道周就曾说他：“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
遑游行天下名山。”江西的山川胜景极具观赏
价值，自然成为徐霞客必游之地。

远观三清山后，徐霞客觉得“其山高耸
若负扆，”似一道倚天屏障；龟峰是典型的丹
霞地貌景观集“奇、险、灵、巧”于一身，有“天
然盆景”之美誉，徐霞客形容自己期待龟峰
风景为“余心艳之”，在游览之后，发出“盖龟
峰峦嶂之奇，雁荡所无”的赞叹，意思是连雁
荡山都不如龟峰。

徐霞客于明崇祯九年（1636）十月二十六
日到达龙虎山，并对龙虎山做了精彩的描绘：

“遥望东面乱山横翠,骈耸其北者,为排衙石,最
高；斜突其南者,为仙岩,最秀；而近瞰岭下,一
石尖插平畴,四面削起者,为碣石,最峭。”同年
十一月初二，出建昌府南门，游览了麻姑山，
认为麻姑山以水取胜，而不在峰峦之秀上。

同年十一月初四，徐霞客出建昌府东门，
游览了天柱峰，初五日继续南行，游览了铁仙
岩、觉海寺后，初七日过新城（今黎川）县城。
十一日入南丰县境，游览了狮山、象山。而后
在宜黄、乐安等地，游览多处名胜。同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沿乌江（今恩江）出乐安县入永丰
境内，乘船西行，于十一月三十日到达吉水县
城，因天气严寒，又雨雪不断，故在吉水待了四
天时间，期间游览了仙女排架山、嵩华山，攀大
洲岭，十二月初二日到达吉安府城，游遍了城
府附近的人文和风景胜地，如“瑞石飞霞”景
点，登上了白燕山、神冈山顶，造访青原寺。

十二月二十五日，徐霞客乘船沿禾水河
前往永新县。沿途游览了义山、梅田洞山，
徐霞客早已仰慕梅田洞风景，“余夙慕梅田
之胜,亟索饭登涯,令舟子随舟候于永新。”明
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一日，便急于上路，

攀登武功山，详细记载了武功山景色旖旎、
花岗岩、混合岩地貌梯形分布的情况，后于
同年正月初十日由界头岭出江西进入湖南
茶陵州境内。在江西境内的83天里，尽览了
赣东北、赣中、赣西南的美丽风光。

情结人文情结人文

明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三十日，徐霞
客到了永新县李田。因为除夕，“旅店俱不
能容，”最终在刘姓儒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到
刘怀素家度过除夕，“主人以村醪饮余”，饮
的虽是“村醪”，也使其暂时忘却“逆旅之
苦”，发出“真另一天地”的感叹。所谓“村
醪”，就是村民自家酿造的米酒。

徐霞客第四次江西旅游考察正值冬天，
此时年逾五十的他开始了最富传奇的“万里
遐征”历程，由于天气寒冷，他便“取药煮
酒”，自制药酒，调理身体。江西是酒乡，诸
如南昌丁坊酒、樟树四特酒、吉安堆花酒、赣
州章贡酒、南城麻姑酒等。徐霞客自制药
酒，可见当时药酒制作技艺已被民众掌握，
而徐霞客每到一处，都有寺僧乐庵挽留他停
留，饮酒叙怀。从《江右游日记》所记载来
看，每逢节日必饮酒，为古代节日饮酒习俗
提供了生动例证，也说明了江西酒文化具有
悠久的历史和民间基础。

徐霞客生活的明崇祯时期（1610-1644），
明王朝风雨飘摇，人民生活困苦，所以更多民
众选择入教，希望从宗教的超脱世事中寻找心
灵栖息。明代江西的宗教活动，主要是道教，
高道辈出，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徐霞客在贵
溪西华山时，见此山自下而上，“俱仙庐之所托
矣，”都是些道士的居室构筑在上面，足见此时
道教的兴盛。吉安青原寺地处山坞，其坞中耕
田“皆寺僧所耕而有焉”。青原寺本是七祖古
刹，但“后沦于书院”。其后南皋、青螺二老还
曾想寺观、书院并存，自本寂主管内外事务后，
极力主张寺观与书院应分立，“始得迁书院于
外。”徐霞客登上寺后山坞，俯瞰寺院，发出“若
天造地设者”的感慨。

据统计，徐霞客4次出游，共游寺、庵、庙
335座，交往僧侣 158位，游宫、观、阁 47座，
交往道士19位。在江西时，僧人常常给徐霞
客充当导游，有时还热情的以香茶美食款
待。除了普通僧人，他交往的不乏“知识
僧”，如江西曹山寺的观心和尚“通释儒之渊
薮，兼诗文之玄著”，两人长谈至深夜，竞叹
呼“恨相见之晚也。”通过旅游考察宗教场
所，结交僧侣，《江右游日记》中记载了江西
明代道观、寺庙的情况，为宗教文化的发展
脉络和状况提供了佐证。

情牵教育情牵教育

徐霞客受家族影响，自小不走科举之
路，立下“志在烟霞”的鸿鹄之志。但这并不
表示他本人不重视读书，他对积极上进，追
求学识之人，不惜褒奖之词，而对那些科举
才士也是充满敬意。

明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初一日，徐霞
客到吉水县寻访宣德年间在常州做官的张
宗琏的后人，得知张宗琏的后人住在西园，
且家族人数众多，却“无读书者，即子衿亦无
一人。”如此大的家族却没有读书人，连秀才
也没有一个，徐霞客感到十分惋惜。

书院发展到明代，经过几百年的历史，
无论是数量、形制、外部建设、讲学风气还是
祭祀活动，都获得了相当迅猛的发展。明代
各地共新建2122所书院，在人文发达的江西
地区就有 332所，位居全国之首。吉安古称
庐陵，该地自然环境优越，土地肥美，被赞为

“江西望郡”，白鹭洲书院是南宋淳祐元年
（1241），由时任吉州知军江万里（南宋著名
政治家、教育家）创建。

明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二十一日，徐霞
客拜访白鹭洲书院，并在《江右游日记》中作了
详细的记叙，饱经风雨的白鹭洲书院曾差点遭
阉党所尽毁，直到明崇祯八年（1635）才得以修
复，当徐霞客见到刚恢复原貌的书院时，心中
无限感慨。明一代吉安府一直是科举重地，这

与书院的维护和新建有关，王艮、刘俨、彭教，
都是吉安府吉水县人，且因所居村庄各相隔五
里路远，故有“五里三状元”之称，徐霞客到达
吉安府后，遍访名人故里，在过泷头出百里贤
关后，特意记下百里贤关之所以闻名，是因为

“百里有贤人出也”，这是对明代吉安府人才辈
出很好的诠释。

情怀民生情怀民生

聚落，是人类居住及其附带的各种营造
物之集合体。聚落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满
足了人类对居住的需求，人类从早期构木为
房，隐洞而居，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聚集
群。徐霞客注意到水源对江西居民聚落发
展的影响，并详细记录在《江右游日记》中。

玉山县城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时才得
以兴建，徐霞客到此处时建城只有75年，他由
县东门入城，发现“城中荒落殊甚,而西城外市
肆聚焉”,并指出原因是“以下水之埠在也。”因
航运码头设置在西城之外，带动了西城的发
展兴盛。河口是明清时江西四大镇之一，徐
霞客认为河口之所以能货物所集，经济繁荣，
也是因为“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铅、信二
河在河口交汇，增强了它的航运能力。

徐霞客还对依水而建乡村聚落进行了
大量的描述，贵溪市的渔塘、南城县的硝石
铺，黎川县的坂铺，吉安县的永和、永阳等。
但他认为，依水而建，还要择高而居，择谷而
居，以得良田，在南丰县见“入山口，居舍一
二家，去路颇遥”，在梅田洞山见“山麓有龙
姓者居之。”可见其观察细微。

徐霞客游览考察江西时，详细记录了所
见经济景象，对人们了解明末江西经济提供
了丰富史料，他考察了三处生产纸张的场
所，在贵溪渔塘，见当地居民均以造纸为生
计，“渔塘居民以造粗纸为业”。在南城县又
见到数十家居民村落，也尽是以造纸为业，
可见当时江西造纸业极其发达。

对于农业，徐霞客尤其关注。在经济作
物方面，他在安仁县（今余江县）新岩时，“剖
橘柚为午餐”，橘树和柚树正是明清时期江西
中南部广泛种植的果树品种。江西是茶叶的
主产区，他经新城县（今黎川）箫曲峰，见南面
山上有居民数家，都以“茶竹为业”，大面积的
茶树种植和销售，推动了江西地方经济的发
展。如铅山县河口镇作为江西、福建、浙江、
安徽茶叶的集散中心和外销茶加工中心，享
有“万里茶路第一镇”的美誉。

徐霞客在《江右游日记》中所记载的工
业、农业、渔业、贸易业以及聚落环境、耕种
方式、水利设施、桥梁栈道等诸多方面的内
容，可谓是明末江西社会的经济史、风俗史
和人文生态的生动画卷，在今日乡村振兴的
伟大实践中，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霞客精神霞客精神

《徐霞客游记》历经30余年游历的记载，
是徐霞客生命价值的结晶，毕生理想追求的
体现。在游记中，他“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
的场所”。他是优秀的地理学家，突破古典
地理学的束缚，描绘出地理地貌的形态特
征；他是优秀的文学家，以雄伟绮丽、高旷超
逸的文字，描绘出千姿百态的山水胜景；他
是优秀的旅行家，不同流俗，特立独行，一生
行走在路上；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民俗学家，
访微探幽，深入民间，记载了各地的风土人
情，风俗习惯以及生活和耕作方式，留下了
弥足珍贵的明代生活百态图。

徐霞客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一个特异的
身影，尤其是他科学严谨的态度，勇于探索
的勇气，实事求是的作风，开拓进取的精神，
时至今日，仍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不久前，江西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景德
镇落幕，作为旅游大省，在大力实施全域旅
游开发战略之时，“徐霞客江右行”科考路
线，应该成为撬动江西当代旅游的一个重要
支点，而充分发挥历史名人在文化旅游中不
可替代的作用，将为秀美江西增添一道道更
亮丽的风景。

徐霞客的徐霞客的徐霞客的江右情江右情江右情
□ 周敏生

““达人所之未达人所之未
达达，，探人所之未知探人所之未知”，”，
这是被称为这是被称为““千古奇千古奇
人人””的徐霞客毕生的的徐霞客毕生的
向往与追求向往与追求。。作为作为
明代著名的地理学明代著名的地理学
家家、、旅行家和文学旅行家和文学
家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徐霞客一生志在
四方四方，，足迹遍及今足迹遍及今2121
个省个省、、市市、、自治区自治区。。

经过经过 3434年的考年的考
察察，，徐霞客撰写了一徐霞客撰写了一
部部 6060万字的地理名万字的地理名
著著《《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他他
是我国是我国““走出书斋走出书斋，，走走

向自然向自然””的第一人的第一人，，用毕生践行用毕生践行
““朝海暮梧朝海暮梧””的夙愿的夙愿。《。《游记游记》》的内的内
容十分丰富容十分丰富，，涉及地理学涉及地理学、、生态生态
学学、、民俗学民俗学、、史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史学和文学等多个领
域域，，描写了许多具有审美情趣的描写了许多具有审美情趣的
自然意象自然意象，，交叉着作者的情感起交叉着作者的情感起
伏和精神走向伏和精神走向，，达到以主体精神达到以主体精神
体验反衬客观景物审美的效果体验反衬客观景物审美的效果，，
体现了作者真挚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作者真挚的人文情怀。。

江西是江西是““江南西道江南西道””的简称的简称，，
因地处长江之右因地处长江之右，，故又称故又称““江江
右右”。”。徐霞客对江右大地情有独徐霞客对江右大地情有独
钟钟，，曾四游江西曾四游江西，，第四次考察更第四次考察更
是停留了是停留了8383天之久天之久，，留下了留下了《《游游
庐山日记庐山日记》》和和《《江右游日记江右游日记》》两篇两篇
佳作佳作，，共共 8787 则日记则日记，，其中尤以其中尤以

《《江右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最具价值最具价值，，为江西为江西
现代旅游资源的开发现代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丰提供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佐证和重要的自富的历史文化佐证和重要的自
然生态依据然生态依据。。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月湖区童家镇红色记忆主题公园

白鹭洲书院旁的书院桥白鹭洲书院旁的书院桥，，徐霞客曾到访此地徐霞客曾到访此地 张昱煜张昱煜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