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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
江西

历经百年沧桑
却依然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总有昂扬的激情青春的热血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因为她守得住初心使命
成立那天的宣言与宗旨
至今仍被全体党员忠贞践行
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时时萦怀
把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天天操心
当14亿人的国度里绝对贫困终于成为历史
旺了民族的自豪亮了世界的眼睛
而乡村振兴的号令
又在神州大地铿锵轰鸣
她空前的壮举
把民族的意志国人的精神百姓的诉求
紧紧地扭在一起
她就有不竭的动力
永恒的信心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因为她把信仰视为自己的生命
总是不畏艰难敢于在困难中前行
为了信仰，她敢于用梭镖土铳抗衡枪炮
面对数十倍于自身的反动派
用血与火铸就英名
长征，这全人类闻所未闻的苦难
竟把她锻造成震撼世界的民族精英
而当新中国的摇篮盛满笑脸与甜美
鸭绿江畔却又狰狞起飞机坦克的残忍
雄赳赳气昂昂炒面裹雪扛起步枪
面无惧色奋不顾身
让头号强国甘拜下风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勒紧裤腰带建设社会主义
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
以一往无前的姿态
奔涌着艰苦拼搏
呼啸着自力更生
终于让原子弹氢弹惊醒宇宙
让中华民族跻身世界之林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因为她总能驾驭潮流开拓创新
横空出世就开天辟地
救民族危难于火热水深
三湾改编古田会议
史无前例把支部建在连上让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成立苏维埃政府
让工农掌权的共和国预演运行
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无不是艰苦卓绝开拓进取的结晶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花映红苍穹
中华民族有了全新的身份
意气风发的社会主义建设
让满目疮痍的中国逐步欣欣向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开拓了崭新的航线
特区的迅速发展成了繁荣昌盛的引擎
嫦娥天宫舞新姿
蛟龙九洋探新容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顺应时代她的视野宣言直至人类大同
血气方刚的和平守护者
青春洋溢的文明中国龙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因为她的红色基因代代赓续
从建党初期50余人到如今9500多万党员
拳头举起的追求与忠诚
将一腔又一腔热血浸染旗帜
为主义泼洒心甘情愿
为信仰滴尽欣然从容
为真理迸溅无怨无悔
为目标流干赤胆忠心
李大钊方志敏董存瑞雷锋孔繁森郑培民……
一代代共产党人成为民族的英雄
还有多少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功勋
让她的脊梁始终挺拔刚毅
让她的肌肉从来饱满丰盈
当然也有少数败类随时被清除
这就是她保持强大而又充满活力的造血功能

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原来人民的幸福笑靥是你生生不息的干细胞
原来坚定的信念理想是你汩汩流淌的养分
原来坚持真理的勇气是你虎虎生威的雄风
原来创新担当的本色是你披荆斩棘的动能
原来9500万党员的热血是你生机勃勃的魂灵
原来14亿人的爱是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

今天，当中国共产党发出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号令
她的朝气锐气勇气依然吞山河震寰宇
她的信心雄心忠心照样日月鉴天地明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永远年轻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为什么
永远永远年轻年轻

□□ 张秀峰张秀峰

正是火红的日子，我走进万绿丛中，为品读靖安
山水绿映红；正是繁茂的季节，我跻身清华之间，以
感受九岭南麓云水境。

绿从连绵起伏的峰峦上倾泻下来，从潺潺湲湲
的溪涧里流淌开去。风为绿吹出了千层皱褶，或者
说，绿赋予风以生动的形色；雨将绿闹出了百般动
静，或者说，绿传授雨以悦耳的音韵。

雨后，一条条玉带缠绕着绿，一团团轻纱包裹着
绿，那些飘然而至的洁白，似乎合谋着要把绿打包带
走，而绿似乎格外钟情于这片佳丽之地。我一回回
目睹着云雾无奈散尽，山川清淑，绿色更绿。

靖安的绿，是可以诵读的，譬如诗词美文。名列
“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游历至此，赋诗写道：“地气芳
以洁，崖声落潺潺；虽为千家县，正在清华间。”而早
在盛唐，著名诗人刘慎虚见此地山明水秀、俗美化
淳，“道由白云尽，春随青溪去”，索性落地生根，归隐
水口一带的桃源村。宋时邑人有七言古风描写桃源
四时景色，并道破了吸引刘慎虚的所在，只道是：“此
源非是为避秦，此处桃花不浪传。山城画里纵盘旋，
奇峰兀突摩大圆。”原来，让刘慎虚迷恋的，竟是桃
红，竟是柳绿！于是，他筑“深柳读书堂”读书写诗，
在桃源村开枝散叶。如今，“深柳堂”仅存遗址，赋诗
填词的风气却蔓延全县。我所到之处，时见挥毫赋
诗场面，老的老，少的少，农人原来是诗人，“斯民无
日不题吟”，要知道，靖安乃乡乡有诗社的“中国诗词
之乡”。家乡的绿，无疑是他们吟咏的主题之一，我
记住了这么一句诗，“原生态里心涂绿”。人心逢春，
才有大地的无边绿色吧？

靖安人的好诗，也许还受清代诗人舒梦兰影
响。这位乡贤选辑历代著名词人各种词牌的代表
作，按照格律分别注上平仄声，编成《白香词谱》，为
填词者典范，至今风行。我搜索到他游庐山的一则
日记，甚是有趣，云“……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
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云为绿而生，
云醉乃绿醉也。我相信，舒梦兰的庐山云醉当有家
乡生活的深刻体验。

靖安的绿，是可以品鉴的，譬如靖安白茶。呼吸
着绿，似有扑鼻的清香沁人心脾；况味着绿，似有悠
长的回甘耐人咀嚼。是的，崇尚绿本来就是我们身
边的文化和传统，不信，请看靖安之绿所蕴含的山水
文化和生活理想——绿是村庄择址开基的重要条
件，因为绿象征着生气。白鹭张家的祖先决定分迁
子女另觅居所，觅得潦河南岸有一片绿洲，茂密的树
林上空群鹭翩翩，于是便选择在那里开基立业。鹁
鸠垄涂姓先人十分爱鸟，为了与啾鸣不止的林间小
鸟朝夕相处，其不惜举家迁移，毅然与参天古木为
邻。该村爱鸟、养鸟、惜鸟的传统延续至今，每遇天
寒地冻，村人便会为林中成千上万的斑鸠呀鹧鸪呀
投放食物；绿是村庄安全无虞的可靠屏障，“无樟不
村”，此乃江西乡村的共有景观。靖安亦如此。“矗矗
山围坐，团团树绕家。”宋人舒邦佐的一个“绕”字，惟
妙惟肖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相依相偎的情状。朋友告
诉我，宋坊村前沙洲上的樟林，古樟多达三百余棵，
树龄百年以上，树冠浓密蓊郁，整体树龄之高、保护

之完整，着实罕见。而拥有几十棵古樟、古松等古树
的另一个村庄，更被成片的野生楠树林所围绕，于
是，该村索性更名为“古楠村”。随意数来，靖安以树
命名的村庄不少，有古竹、烟竹、槐树、三枥、棠棣、梓
源、茶坪、茗岗、茶子山、樟树港、枫树垴、枫树湾等
等，一座村庄有以茶山作陪嫁之传说，干脆取村名叫

“油搽头”，殊不知，从前的茶油也是高档的头油。人
们依恋树，甚至膜拜树，牌楼村钟情古柏，时至今日，
新婚男女仍要摘一枝柏叶挂在床头，以求吉祥。

雷公尖林区有一处景观叫天香崖。何为天香？
那里长满野生山茶，每年初冬，连片的山茶花竞相开
放，香气四溢，山风拂来，但见花瓣飘飘洒洒，而石壁
崖缝里遍布蜂巢，石崖之上则有老鹰和雅雀麇集。
人称，它们是来闻香、吃蜜的，香甜滋润了它们的鸣
唱。是吗？我深以为然。这不，近来在九岭山自然
保护区的密林里，发现了植物界的“金丝猴”——极
度濒危植物野生大黄花虾脊兰，它属兰科常绿草本，
生长在海拔 300米至 1500米的深山常绿阔叶林下，
对生态环境和水源要求极高；而安置在林中的红外
相机，则捕捉到了豹猫的身影。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豹猫，体型与家猫相
似，皮毛呈美丽的豹纹，具有夜行性特点且行踪隐
秘，主要栖息于山地林区、郊野灌丛，这是江西首次
于白天发现豹猫觅食活动。频频现身的珍稀动植
物，应是被靖安的绿所召唤，并被其所迷醉。

靖安的绿，是可以雕琢的，譬如中源竹雕。中源
乡境内层峦叠嶂，郁郁葱葱，此地有修水水系和北潦
河水系的分水岭，也是多条河流的发源地，得天独厚
的竹木资源，催生了肇始于清代中期的竹雕工艺，盛
菜、装茶、灌油的竹筒被刻上花鸟和文字，日常生活
便被艺术化了。而作为中源竹雕的代表，蔡氏竹雕
自清道光年间传承至今，历五代，到了第五代传承人
蔡长远兄弟手上，已有十个品类，其中尤以镂空雕最
为出色，作品造型由古代建筑中的亭台楼阁衍化而
来，因刻法、刀具、造型独特，获奖多多，并取得八项
国家专利，为传承技艺，蔡长远还义务培训竹雕学徒
上千人次。关于他的镂空雕笔筒，人们或许记忆犹
新，它曾偕资溪面包一同上过央视《小崔会客厅》。
关于他的老家中源，人们可能偶有所闻，一个“六月
无棉，莫上中源”的避暑小镇，因有“小庐山”之誉，引
得游客纷至沓来。如今全乡民宿有接待床位两万余
张，而夏季旅游高峰日，游客可达三万多人。因为
绿，中源避暑休闲旅游的红火，一年更甚一年。站在
镇街上，蔡长远手指对面山坡上的葱翠，葱翠之中的
老家，满脸微笑。凭着这张笑脸，他曾与慕靖安名到
访的洋学者长时间地自说自话，言语不通，微笑为
径，彼此竟也能顾自侃侃而谈，至于究竟聊了些什
么，惟有心知道。

民宿与竹雕有关吗？有。避暑旅游的产业发
展，同样依托当地资源，同样需要一颗匠心，需要以
匠心去培育，用匠心来雕琢。算起来，这里的民宿发
展已有不短的历史，就像工匠磨砺技艺一样，当地农
户终于能够娴熟地驾驭经营之道了。人们评介蔡长
远的竹雕技艺，便用了这个词，“技进乎道”。那么，

中源民宿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是规范的管理模
式，是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作机制。
我在此便看到了由中源乡农宿文化乡村旅游协会公
布的统一的房价表，看到了实现智慧化管理、服务及
营销的智慧旅游平台。正是午餐时间，走进一家农
户，只见几位房客围坐一桌，俨然一大家子。都是来
自南昌的老人，最长者 93岁，他们在此避暑已有八
九年，每个夏天住上两三个月。像夏候鸟似的，年年
如期而至，自然是出于对靖安之绿的向往，无疑也是
对“道”的赞赏。而避暑于清凉的绿世界，闻香并云
醉，亦可算是一种生活艺术吧？何况，这里是农民书
画之乡，游客颇可以轻易地融入老百姓的艺术生活。

靖安的绿，是可以漂流的，譬如三爪仑森林公
园。提起靖安，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爪仑，便是出现
于南昌街头的旅游广告“到三爪仑漂流去”，它让我
第一次接触“漂流”的概念，于是，邀拢一拨文友，乘
坐一辆客车，经过半天摇晃，到达三爪仑的某条“爪”
状山脉的窝窝里。时为五一节后，一场神奇的大雪
颠倒了季节。好在下榻的招待所虽简陋，客房里却
有壁炉和干柴，身裹棉被毛毯，笔会暖烘烘地召开。
二十多年后，我再度来到三爪仑，乘坐小火车“漂流”
在虎啸峡的溪流之上、林梢之上，顿悟当年开发林海
漂流的意义。三爪仑曾是全省最大的采育林场，上
世纪 90年代初，也许正是出于对绿的崇尚，以采伐
为重要任务指标的林场猛然认识到，“山上的树砍倒
卖，不如长着看”。不砍树，就是在心底种下了生态
观，种下了新的发展观！为了“长着看”，三爪仑经策
划、申报，成为江西唯一的国家示范森林公园，于是
乎，“看”的人多起来，“农家乐”风生水起，林海漂流
闻名遐迩，朋友证实，因为三爪仑漂流起步早，以至
于各地经营漂流的，多有靖安老板。“长着看”的植
被，令今朝群山更好看，三爪仑一带的森林覆盖率已
高达 95.7%。生态，正是靖安的金字招牌，它是全省
首个国家级生态县，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而今，以“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
从生态，三产保护生态”为发展模式，一大批生态康
养旅游项目，纷纷落户于九岭南麓的万绿丛中。

我乘坐的观光小火车，据说是世界第一条森林高
架轻轨，此地广告词称：“坐着火车去漂流，激情穿越
大峡谷。”漂流，一个动感十足的词汇，它让人起伏跌
宕在谷壑溪涧里，让心飘摇浮沉在鸟语花香里。漂
流，也是富有想象力的词汇，它教人像鸟，像鱼，像树
叶，携手自然，亲近自然，或者，就像一个孩子吧，在山
水的怀抱里嬉闹、淘气，撩起水花，浇湿谁的胡子……

下榻于靖安之绿，牵念着绿海日出，早早出门守
候桥上。此行绕县境一圈，满目苍翠欲滴，几乎不见
裸土，于是便想，在森林覆盖率之外的，大约就是水
面以及城镇村庄道路了。其实不然。靖安的水里也
覆盖着森林，覆盖着层层叠叠的倒影。未等到日出，
我用手机摄得一组照片，桥下的河里，白雾缠绕葱
茏，天光辉映晨林。发了朋友圈后，多有询问：这么
美的地方，在哪里呀？那天，我也是云醉了，竟未回
复。姑且在此一并作答吧——

那是靖安的绿，江西的绿！

夏天的雨，反正也不着急，一个夏
天呢，有的是下雨的时间，那就慢慢地
下呗。有时下暴雨，有时是酣畅的大
雨，有时又会下下停停，像若有所思
般。夏雨何所思，谁能知道呢。这几
天，一直在下雨，上午天气还是晴好
的，可午睡醒来，却发现窗外已是风雨
如晦；夜里临睡时，还看见天上有星有
月，第二天清晨，却听见檐下雨滴声
声，仿佛清晨的鸟鸣声也是潮润的。

夏日多雨，常有雨突然而至，一场
夏雨，总会让人有惊觉之后的不知所
措。夏雨的性子，多像一位诗人啊，有
诗情、诗意、诗性，还有诗人忽然而至
的灵感挥洒。如此夏雨，便有些与众
不同了，纷纷落在了纸上，那是满纸淋
漓的，与一场场夏雨有关的诗和词。

初夏的雨，充满了柔情。苏轼在
《阮郞归·初夏》中写道：“微雨过，小荷
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
琼珠碎却圆。”夏日容易犯困，午间小
憩，不想却被雨声惊醒，窗外碧水沉
烟，柳枝高处，蝉声如咽，干脆就看看
眼前的景致吧，看雨珠翻荷，看榴花燃
遍，多好啊。这是生活的柔情，也是夏

日午后一场轻雨的柔情。
在江南，梅雨是来赴一场约会的，

和人，也和梅雨时节的万物。梅雨有
情。贺铸是不想见到连绵的梅雨的，
他将梅雨关在院外，他只希望一个人
挂念着年年会来的梅雨，就像他也会
在这样雨丝连绵的季节中，深情地挂
念着心中的那个人一样。他在《青玉
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中写下了：“试问
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
子黄时雨。”贺铸在梅雨中想念的那个
人，隔着重重雨幕，也在想念他吗？那
场梅雨，事关雨情、爱情，还有什么其
他的情感吗？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赵师秀在梅雨中约客来，等的时
间太久了，拈笔写下了：“黄梅时节家
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
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客人爽约，是
件不爽的事，可雨却陪伴了诗人半夜，
雨声、蛙声，是不是诗人要等的另外一
些客人呢？所等的客人未到，真的就
有那样失望吗？我看未必，在闲闲敲
落的灯花里，我看到了诗人淡然的微
笑，也许他等的只是另一个自己。

夏雨，对于我们的感情，有时真的

说不清楚。陆游说它“风如拔山怒，雨
如决河倾”，多么痛快淋漓的一场风雨
啊，一个人压抑久了，一颗爱国心憋屈
久了，是需要像夏日里的一场暴风雨
般的出口的，那场大雨后的神清气爽，
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又有几人能会意
呢？

宋神宗元丰二年，被贬黄州后的
苏轼，令我敬佩和敬重。他的洒脱，也
像他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
写的那场夏雨一样：“黑云翻墨未遮
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
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在夏日的一场暴雨里，有时我会
想起文天祥，想起他的“山河破碎风飘
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一个人面对一
场雨，写下这样的句子，他的心里该有
多苦多痛啊。

夏雨，其实也只是一场雨而已，我
们又何苦寄予它许多难以承受的沉
重，或是深情呢。看夏日的一场风雨，
我还是喜欢韦庄写的《暴雨》：“江村入
夏多雷雨，晓作狂霖晚又晴。波浪不
知深几许，南湖今与北湖平。”夏天多
暴雨，都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

日”，再大的雨，晓作晚晴，也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了。雨后水涨，南湖与北湖
水平没岸，湖与湖相连，波浪之下，水
深几许，路在何处，都是难测的。水漫
上来，也会退下去，静静地看着就好。
在一场夏日的风暴面前，我更欣赏我
爷爷的态度，他说：“一天一暴，坐在家
里收稻。”如此爱惜和担心庄稼的老
人，在自然的风雨面前，却能笃定淡然
处之，他的定力从何而来呢？我的爷
爷不识字，可细一想想，爷爷说的话，
也是富于诗意的，那是生活中的智慧
和诗意。

靖安的靖安的绿绿
□□ 刘刘 华华

夏雨落在诗词里
□□ 章铜胜章铜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