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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在南昌原城纪一场文化展示活动中，
非遗传承人李寿印带着他的团队，正准备唱响他一
手复活的《塘南贺郎歌》。

大红喜庆的戏服穿起来，好戏就要开场了。塘
南贺郎歌的演出一般都是实景，道具颇多，不但要备
好八仙桌，还有礼盒、糖果、热水瓶、贺郎酒、瓜子、花
生等结婚用品，就连新郎官、新娘子都有专人扮演，
男的长袍马褂，女的凤冠霞帔，隆重、喜庆，演绎着人
世间洞房花烛的庄严、神圣。

忽然一声响锣，传承人李寿印爽朗、清脆的喝彩
声传来：“伏羲吔，天上金鸡叫哇，地下凤凰啼哟，洞
房花烛夜呀，正是贺郎时哦！”“伏羲吔，南昌是个好
地方啊，绿水青山好风光哦。滕王高阁依赣江啊，英
雄城美名天下扬哦……”

紧接着，李寿印放开喉咙正式开唱：一对花烛喜
连连，满堂宾客听我言……，一人唱、众人和，热闹非
凡，一时引得满街欢腾，其乐融融。李寿印和他的塘
南贺郎歌团队，让游客们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不知
不觉地感受中国婚庆文化的丰富内涵。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李寿印，是土生土长
的塘南人氏，他从小就听父辈讲贺郎歌，听乡亲们唱
贺郎歌，跟着大人们学唱贺郎歌，他是塘南贺郎歌第
十四代传人。

据了解，塘南贺郎歌由鄱阳湖渔歌演化而来，曲
调大同小异，歌词千变万化，内容唱古颂今，表演丰
富多彩。塘南贺郎歌一度流传于南昌地区乡村，是
举办婚庆礼仪、洞房花烛之夜必备的一种艺术表演
形式。其曲目众多，歌词文采飞扬，表现形式丰富、
气氛热烈。

塘南贺郎歌多为一人领歌，众人喝彩，并有唢呐
伴奏。以唱两首贺郎歌吹奏两首唢呐伴奏音乐交替
进行为表演形式。贺郎歌的曲调固定，但是歌词却
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这些优美欢快的曲调都是劳
动人民长期积累的智慧财富和知识结晶，是一份极
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贺郎歌在塘南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它的流

传和这一方水土是分不开的。贺郎歌最早可以追
溯到南宋末年间，大量渔民迁入此地定居，不久便
就有了贺郎歌，经世代家族相传，形成了独具地方
特色的塘南贺郎歌。

据李寿印介绍，塘南镇柘林街历史上是鄱阳
湖的一个驿站，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迁徙该岛便有
了村落。1510 年左右，李天爟举家迁至塘南镇葛
溪，李天爟的长子李汝璨，打小和父亲一道研究贺
郎歌的旋律和押韵的唱词。后来家境逐渐富裕，
他便和自己的孩子一道，创作出贺郎歌的主要旋
律，并加入了唢呐的伴奏。这些旋律至今一直是
塘南贺郎歌的基本曲调。

“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家族世代相传下
来的贺郎歌在南昌县塘南镇声名鹊起，十里八
乡的乡亲们不论谁家有婚庆喜事都要请来葛溪
李家人唱贺郎歌，表达对新人的美好祝福。”李
寿印说。

随着现代文化活动的不断丰富，人们的审美
情趣也不断变换，塘南贺郎歌这一古老的传统音
乐艺术一时陷入了困境。这让李寿印非常忧心。
为了复活贺郎歌，他立足塘南，深耕乡土，每月拿
着 38 元的生活补贴，一个人挑起了塘南文化站的
主要工作，经过数年的民间采风和调查研究，归纳
出了《贺郎歌》的七个特点和四个价值，创作新编
了《塘南贺郎歌》，将搬上舞台亲自主唱表演。

为了传承弘扬这一文化，李寿印不仅开办了
塘南贺郎歌培训班，还编排了《贺郎歌舞》，让贺郎
歌走上了现代舞台。2013 年，《贺郎歌舞》还获得
了“江西省首届农民工才艺大赛”一等奖。

李寿印介绍，南昌县从 2013 年起，连续 5 年
每年拨款，用于扶持保护塘南贺郎歌，培养塘南
贺郎歌学员。塘南贺郎歌 2014 年被评为第四批
南昌市非遗项目，主唱李寿印获评代表性传承
人，它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地方民间音乐文化发
展的缩影。

2019 年，李寿印终于迎来了厚积薄发，他受邀
参加央视春晚井冈山分会场录制节目，塘南贺郎歌
一夜之间响彻华夏大地，迅速成为塘南文旅的一张
亮丽名片，为南昌、为江西赢得了荣誉。

遇见非遗

塘南贺郎歌
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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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赣西大地，远山如黛、生机勃
发。距萍乡市城区6公里的安源区安源镇，
苍松翠柏包围着牛形岭，把这座海拔并不算
高的山脉，装扮得庄重而蓊郁。安源路矿工
人运动纪念馆陈列大楼，就坐落在牛形岭的
半山腰。

沿着山脚下的台阶拾级而上，要经历8个
平台，寓意毛泽东从1921年至1930年间，曾8
次来到安源；每个平台设立17级台阶，代表安
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签订的17个协议；全部
台阶加在一起，共136级，象征着当年有1.36
万名路矿工人，加入了大罢工的行列。

站在纪念馆前，细雨蒙蒙中，大楼上毛
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8个大字
格外醒目。遥想百年前，正是在这片土地
上，路矿工人水深火热，革命浪潮云涌，革命
志士前赴后继，恍然间，这一切已经被定格
成一幕幕传奇，被历史深深铭记。

步入纪念馆陈列大楼内，历史仿佛瞬
间为我们打开了神秘的大门，5000 余件馆
藏珍贵文物，200 余件一级藏品，宛如一张
张黑白照片，向我们默默诉说着被时光尘
封的往事。

纪念馆研究室主任黄领告诉我们，安源
路矿，其实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
创办于 1898年，是清末邮传大臣、官商盛宣
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特意引进外资
合办，属我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
煤、炼焦的煤矿，也是当时中国十大厂矿之
一。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运动后，安源路
矿工人最多时达 1.36 万人，大多是来自江
西、湖南、湖北等地的破产农民。

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的压
榨下，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以上，下
井没有任何保护用具，工资十分微薄。路矿
两局还对工人任意逮捕、审讯，滥用私刑，有
的工人甚至落下残疾、丢了性命。面对剥削
和压榨，工人们没有放弃反抗，从 1901年到
1919年，安源工人先后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
的自发斗争，但由于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
导，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

历史总是会作出最好的选择。1921年，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
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将一个火种
种植在中华大地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
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蔡和森等革
命者，践行初心和使命，汇集安源开辟和领
导工人革命斗争，举起了一面引领风潮的工
运旗帜，创建了不朽的革命功绩。安源革命
斗争也从此成为江西革命历史的开篇之作，
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星火在指引星火在指引，，地火在燃烧地火在燃烧

除了纪念馆陈列大楼，在安源，还有多
处革命遗址：毛泽东在安源考察时住过的八
方井 44号；刘少奇和路矿当局谈判的安源
公务总会大楼；李立三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的
五福巷……一处处遗址，见证了曾经的烽火
岁月和一代伟人的艰辛探索与青春奋斗。

八方井 44 号，坐落在安源煤矿井口总
平巷的一侧，被一棵棵高大的樟树环抱。站
在这处由青砖砌成、造型简陋的居所前，看
着屋檐下一颗颗晶莹的雨珠悄然滑落的情
景，我们的眼前倏忽间仿佛出现了一个画
面：一位青年身穿青衣长袍，左手握拳，右手
挟着纸伞，目光如炬，步履铿锵地向我们走
来，身后山峦肃立，风雨欲来，而他气宇轩
昂，心中似乎藏着雄兵百万。

这位青年就是时年 28 岁的毛泽东，而
这样的画面来自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
源》，画中描绘的正是 1921年秋毛泽东第一
次前往安源时的情景。

黄领告诉我们，毛泽东当时前来安源

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
师附小主事(相当于校长)，他利用这个公开
身份，以走亲访友、参观访问、推广平民教
育的名义，来安源考察，就住在八方井四十
四号。这栋房子是萍乡煤矿建矿初期建造
的，是萍矿总平巷甲段段长毛紫云的住
房。毛紫云是湖南湘潭人，曾和毛泽东的
父亲一起在长沙做过生意。毛泽东就是利
用这个同乡的关系住在这里。如今，这里
已经改造成了“安源毛泽东故居”。

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安源，开启了为期一
周的考察之旅。他深入矿井、锅炉房、工房，
广泛接触工人，从谈家常入手，深入地了解
到工人的疾苦和安源的阶级状况。在这里，
毛泽东目睹工人们的悲惨现状，他意识到，
安源是一座“火山”，具备发动工人运动的充
足条件。

考察期间，一名矿工向毛泽东哭诉：“矿
工如果死在井下，工头只给赔偿16元，一匹
马还卖 60元呢，我们工人的命真是连牲口
都不如。”另一名工人无可奈何地说：“这有
什么办法呢，怪只怪我们命苦哇！”

“不对！我们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
而是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听到这里，毛
泽东随手捡起一颗石子，对工人说：“一个小
石头，一脚就踢开了，如果用石灰把很多个小
石头砌在一起，就不那么容易搬动了……我
们要组织大家一起抱成团，才有力量。”

同年 11月，毛泽东偕同李立三等人，再
次来到安源，他们白天访问工人，晚上邀请
工人到他们的住地交谈，宣传组织工人团体
的必要性。他们回到长沙后，决定在安源开
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党团组织，并委派李立三
常驻安源开展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一到安源便
创立了一所平民小学，免费招收了三四十名
工人子弟读书。此后，李立三以访问学生家
长的名义，走家串户，广泛接触工人，对他们
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不
久，吸收了周镜泉、李涤生等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于 1921年底，成立了由 8名团员组

成的团支部。随后又成立了工人补习学校，
吸引60多名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

1922年2月，一个江西革命史重要的时
刻来临了：李立三和朱少连、周镜泉、李涤生、
朱锦堂、蔡增准等6人，先后来到株萍铁路安
源火车房，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李
立三把用红纸做的党旗挂在墙上，严肃地说：

“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旗。红色象征革命，锤
头、镰刀，代表了工人和农民，标志着工农团
结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第一卷记载，中
共安源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江西中
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安源支部是江西
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中国产业
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安源路矿党组织
的建立，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江西工人
运动的胜利结合。

唤起工农千百万唤起工农千百万

有了党支部，就有了主心骨。1922年 5
月，在党支部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成立了，这不仅进一步集结了工人力量，也
把工人运动推进到新发展阶段。

近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立在牛角坡
52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旧址，内心百
感交集。作为20世纪20年代安源工人革命
活动的中心，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
这里曾经风云激荡，见证革命者的群情激昂
与坚强意志。抚今追昔，耳畔数以万计罢工
者的口号声，仿佛还在声声回荡。

1922 年 5 月 1 日，300 多名俱乐部部员
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向
社会各界宣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
立。大会选举李立三为总主任，朱少连为副
主任。9月初，毛泽东等人在听取各方面情
况汇报后，果断作出举行大罢工的决定。9
月 11日，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少奇临危
受命，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赶赴安源，加强罢
工领导。9月12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罢工
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
全权代表。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斗争
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
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改
善工人福利待遇等正当要求。

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全
面爆发，伴随着划破沉沉黑夜的汽笛声，
13000多名工人手持火把，高喊着口号冲上
街头。随即长沙、湘北、湘南等地的工人运
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安源煤矿公务总
会，刘少奇带着 17项复工条件与安源路矿
当局义正词严谈判。

“大罢工爆发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
迅速给予广泛声援。在毛泽东、李立三、刘
少奇等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工人们挫败了安
源路矿当局的种种阴谋。最终，路矿当局在
谈判中不得不做出让步。”黄领告诉我们，迫
于内外压力，9月 18日，安源路矿当局同工
人俱乐部代表签订条约，答应了工人们提出
的17项条件。

至此，与路矿当局斡旋5日，路矿工人大
罢工取得了“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完全胜
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
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
一次伟大壮举。这段闪亮的历史，成为中国工
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漫漫长夜响惊雷。罢工胜利后，饱受压
迫剥削的工人们备受鼓舞，安源路矿工人俱
乐部成员由此前的 700 余人迅速发展至
17000 余人，安源支部党员人数也不断增
加。1923年春，在中共安源支部基础上成立
了中共安源地委，到 1925 年 1 月，党员发
展到 230 人。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1927年9月，时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

的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安源。在这里，他召集
安源、浏阳等地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组建
起党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队伍。一大批
安源工人就是从那时走出矿井，走上了武装
革命的道路。

红色血脉赓续传承红色血脉赓续传承

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采访的当
天，虽然雨下个不停，却挡不住人们前往参
观学习、接受教育的脚步。在馆内，我们遇
见了一批从分宜县二中远道而来的中学生，
数百人的队伍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脸上都带
着求知的专注神情。前来研学的初二（3）班
学生涂楚涵说：“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非
常有意义，通过讲解，我知道了矿工们当年
生活的艰辛，了解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与牺
牲，我一定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
习，报效祖国。”

在纪念馆的展厅，我们还偶遇了年轻
的讲解员金月，入职还不到半年的她，讲
解起党史故事来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
给人以心灵的震撼。细聊之下得知，这个
长相俊美的姑娘，大学毕业于空乘专业，
进入纪念馆当讲解员前，曾在一家知名航
空公司担任空姐数年，尽管现在的收入只
有以前的五分之一，但她动情地说，作为
一名土生土长的安源人，受父辈们的影响
和召唤，能够回到家乡宣讲红色故事，感
到非常自豪，她会坚守岗位，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弘扬好安源精神，让更多的人了
解这片红土地。

在纪念馆的门口，我们还遇见了一位
普普通通的保洁员。馆里的知情人告诉我
们，这位名叫黄如恒的老人，今年已经 60
多岁，是安源路矿著名的革命烈士黄静源
的外孙女。黄如恒老人原在湖南老家郴县
乡下务农。前些年，纪念馆得知了她的境
况，为照顾她的生活，请她到馆里做一些工
作量不大的保洁工作。黄如恒告诉我们，
她在馆里搞卫生时，经常会到自己外公的
展板前，一遍一遍地凝视着亲人的照片，反
反复复读他的壮烈故事。

黄静源是安源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 ，
1925 年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
任。同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安
源工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同年 9月
21日晚被逮捕，受尽酷刑，坚强不屈，于 10
月 16日被杀害于安源俱乐部广场前，年仅
25岁。

黄如恒说，外公为革命牺牲付出，家里
人从不后悔，都为他的英勇事迹而自豪，她
也一直在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向太外公学
习，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做好自己的事，为
国家多做贡献。

结束采访前，我们来到了此行的最后
一站——安源煤矿总平巷井口。雨中，一
辆运送矿石的小火车“哐当哐当”驶入巷道
深处，有着 120 余年历史的安源煤矿如今
依然维持正常生产。一百年前的 1921 年，
毛泽东从长沙乘火车来到安源考察，第一
站便是这方矿井。而现在，举目四望，远处
高楼林立，绿意盎然，一派繁华胜景。安源
这座具有光荣传统的老工业城市，如今以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为先导，走上了高质量
发展之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先辈战
斗过的地方，生活安宁而幸福。

一百年前，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一
首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曾广
为传唱：“创造世界除压迫，显出我们的威
风；联合我劳工，团结我劳工，劳工，劳工，
应做世界主人翁，应做世界主人翁。”今
天，站在建党百年的新时代的天空下，我
们可以骄傲地告慰先辈，你们奋斗过的世
界，将由我们接续奋斗，你们未竟的事业，
我们将在新征程的路上接续完成。

1922年2月的赣西，大
地苍茫，阴霾盘桓，寒冬还
未退却，春天似乎遥遥无
期。但在株萍铁路安源火
车房一间简陋的工房里，一
件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正在秘密进行：略显
斑驳的墙上，一面用红纸做
成的党旗，被工工整整地挂
了上去。李立三、朱少连、
周镜泉、李涤生等6名党员，
站在党旗前庄严宣誓：努力
革命，遵守党纪，牺牲个人，
永不叛党。

红色的党旗象征革命，
锤头、镰刀，代表紧紧依靠
的工人和农民。

好似霹雳一声惊雷，这
一天，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
产业工人支部——中共安
源支部正式成立，这也是江
西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从此，革命的火种开始激荡
与燎原，人民的力量像火山
一样爆发，安源成了中国工
人运动的摇篮、秋收起义的
策源地，在中国革命寻找正
义、真理与光明的征程中，
安源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
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印记。

星星之火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可以燎原
——寻访江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安源支部诞生地

□ 本报记者 祝芸生 毛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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