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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地处乐平市的众埠古镇，已经走
过了千年的时光。建节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
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沿着沧桑斑驳、流淌着
岁月记忆的古街老巷，我们来到了众埠镇界首村众埠街。

众埠镇因驻地在界首村众埠街而得名，是宋代史学家马
端临故里。走进位于老街中心的红十军建军旧址，一座方志
敏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红色雕像映入眼帘，他们有的拿着长
枪，有的拿着大刀，目光如炬盯着前方，身后红旗招展，旗帜
上写着“建设我们铁的红军”的口号，体现了革命者的豪情壮
志与奋勇向前的决心。

时光回溯到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极力扩大
红军”的策略。1930年4月，中央军委制定《军事工作计划
大纲》，提出了包括建立红十军在内的扩军计划及向中心城
市发展的工作方针。同年5月，中共江西信江特委书记唐在
刚向中央汇报了赣东北游击区及信江苏区的革命斗争情
况。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于6月20日决定：

“弋阳、湖口、鄱阳一带红军应立即集中，正式成立红十军，
猛烈扩大，以切断长江为主要目的。”

1930年7月中旬，经过唐在刚反复做工作，信江、赣东北
两特委终于合并成立新的赣东北特委，并以江西独立第一团
为基础，吸收赣东北部分地方赤卫队和第一游击大队余部，
在乐平着手编制红十军。同年7月21日编制完毕，22日在乐
平众埠街举行建军典礼，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黄道等革
命先辈在众埠界首村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全军
1500余人，下辖3个团，每团编6个连，另编一个特务营。后
又扩编为3个旅及特务团，达6000余人。红十军是赣东北革
命根据地的第一支红军部队，为保卫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
推动全民抗战和中华民族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

众埠街马氏宗祠是当年红十军军部所在地，如今成为
红十军建军旧址纪念地。宗祠为穿斗抬梁构造，东西回廊，
前门楼带檐廊，坐北朝南。走进祠堂内部，两旁的展板上介
绍了方志敏等人组建红十军，带领红十军抗战的历程。

众埠镇界首村的妇女小组长张凤芹，多年来义务担任
红十军建军旧址讲解员，因为讲解得好，她还成为省“赣鄱
红色娘子军”宣讲团成员。她告诉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众
埠人，传播红色文化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说，发生在她
家乡的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老故事，一件件记录革命历史
的老物件，还有红军战士舍生取义的精神，牢牢地镌刻在界
首村人的心里，也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张凤芹说，红十军成立后，首先决定消灭驻赣东的国民
党江西警备第一团（曾振翔团），待红三军、红四军进攻南昌
时，即向长江边发展，攻取九江。红十军取得了都（昌）湖
（口）鄱（阳）彭（泽）的三次胜利战役后，即着手精简缩编。
根据斗争形势变化及中央规定的编制方案，缩编后的红十
军保留4000余人，周建屏任军长，涂振农任政委。

此后，红十军活跃在闽浙皖赣四省边界，为开辟和保卫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1月，
红十军改为红十一军。1月25日红十一军南渡信江与中央
红军会师，7月编入红七军团。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
周围最大的部队，便是红七军团。

1934年11月初，奉命执行“调敌”任务的红七军团，从中
央苏区出发进入赣东北根据地，与闽浙赣省军区以地方武装
重建的红十军汇合。11月上旬，鉴于敌我形势的恶化，为保
存红军实力，中革军委命令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就地整编，这
就是我党军史上著名的红十军团。11月中旬，红十军团转入
外线作战，创建浙皖边苏区，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
委员会，领导红十军团，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此后，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追堵下，转战于皖
南地区，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向闽浙赣苏区转移。1935年1
月15日，红十军团进至德兴县港头村时，被国民党军截为两
段。先头部队1000余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
事封锁线，返回闽浙赣苏区，随后组成挺进师，转战浙南地
区。而红十军团主力约2000人被国民党军约20个团的兵
力合围于怀玉山地区，奋战7昼夜后，指战员大部牺牲，军政
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兼第20师师长刘畴西等人被俘，
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界首村作为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创建地，多年来不断
整理本地红色素材，挖掘鲜活革命故事，积极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筑牢红色信仰，赓续精神血脉。”张凤芹说，今天的界
首村，把弘扬红十军革命精神作为乡村振兴与文明创建的
载体，先后配合各级文化、党建部门投入资金，实施红十军
建军纪念馆改造，建成红十军纪念碑、红十军广场及红十军
建军旧址游客中心。截至目前，红十军建军纪念馆已免费
接待各地游客10余万人次，界首村众埠街已成为全省红色
文化的重要宣传阵地之一。

众埠街头军旗展
——红十军创建背后的故事

□ 本报记者 毛江凡 实习生 程 云 文/图

从“网红燕子”到“我要上头
条”，群众喜闻乐见的背后传递着
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唐代
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里留下的经典名句。

国人眼中的燕子象征着和谐美好，代表着居住环
境的优美。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建筑
风格的改变，无论城乡，燕子的身影愈来愈少。而在

“世大夫第”的厅堂里，有3个燕子窝，这背后还有一个
暖心的故事。

2020年 5月，“世大夫第”在改造为江报全媒体互
动体验馆时，原本里面只有一个鸟巢。考虑到长期运
营的实际需求，借鉴一般经营场所的装修做法，最初
的设计思路是做成一个全封闭的空间，天井部分采用
玻璃封顶，保留透光，雨天防雨水进入，盛夏防冷气外
泄。为了方便燕子进出，则尽量打开房门，让它们改
道。

随着一窝小燕子的诞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
成燕觅食越来越勤，早晚出行的频率越来越高，燕子
的命运得到多方牵挂。项目方临时调整设计方案、施
工周期，保留开放式天井，为燕子让出一条顺畅的飞
行通道，并采取多种措施保护这窝燕，让它们安全地
育雏、成长。

人类付出的努力，鸟类以行动予以了肯定和认
同。不久，又一对燕子来到这里衔泥筑巢，开始新生
命的孕育。到了今年5月份，工作人员惊喜地发现，厅
堂的房梁上又有了第 3个燕巢。一年多来，已经有十
余只雏燕从这里飞出，“江报馆的燕子窝”也成了文昌
里一个网红打卡点，游人和市民们都愿意前往探巢，
看成燕喂食、雏燕学飞。

与“网红燕”同样受到游人和市民喜欢的，还有设
在厅堂里的一台具有互动体验功能的电子设备，这是
江西日报社技术团队自主设计开发的“我要上头
条”。参与者只需站在设备前点击开始键，就会自动
生成一张带有“江西日报”报头的版面，头版头条位置
正是参与者的照片，再用微信扫一扫同时生成的二维
码，就能将这个版面保存在自己的手机里。

“我是一名《江西日报》的老读者，能够以这样一
种方式登上‘头版头条’，很自豪，有着特别的纪念意
义。”抚州市委一位退休老同志道出了众人的心声。

暖心之举守护了鸟巢，更守护了抚州这座文化之
城的文明风尚；创新互动丰富了展馆内容，更丰富了
来来往往游人和群众的文化生活。这既是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见证，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有创意、更有
温度的文化情怀。

文化的力量，温暖而坚定。

一波接一波的活动，一场接一场
的图片展，一幢历史建筑散发出的文
化魅力，处处彰显着文化自信

8月7日，立秋。
几名年轻人走进设在江报全媒体互动体验馆里

的新闻咖吧，找一个位置坐下，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
一个小小的院落，院里的绿植按照自己的形态生长
着，虽然没有专业打理的那般精致，却也有着别样的
味道。

提供一方自由生长的空间，不仅在绿色植物，在
新闻咖吧的运营思路也能够得到体现。

“咖吧除了给文昌里的游人提供一个休闲场所，
更重要的是通过线上内容产业与线下文化空间的跨
界融合，将咖吧打造成青年创业的众创空间与抚州文
化生活潮流的策源地。”在江西熹玉文化创始人、新闻
咖吧品牌主理人张柠玉看来，咖吧只是文化产业链条
的前端窗口：“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城市文化空间，通过

观影会、读书会、品鉴会及配套的私域流量孵化，厚植
空间运营基础；通过新媒体项目实操运营、创意文化
内容设计与导入，打造文化创意案例；推进众创项目
孵化、创业路演、思享会等，聚集更多创业团队，一起
来为这座城市贡献创新力量，从而让这杯咖啡也有着
更多可能。”

在新闻咖吧的墙上陈列着一幅幅摄影作品，记录
了抚州各地脱贫攻坚的场景，摄影展由抚州市委宣传
部、抚州市新闻摄影协会等部门联合举办。兼具展陈
功能的咖吧，这是建设之初决策者提出的设计思路，也
是新闻咖吧和其他咖啡吧不同的地方。一年多来，这
里先后举办了光影70年摄影图片展、探寻抚州文化符
号之黎川油画展、抚州高校书法艺术作品展等多个展
会活动，成为当地文化艺术展示场馆的新生力量。

与新闻咖吧互为呼应的是同样设在体验馆内的
新闻直播室和发布大厅。作为省级媒体融合发展实
践基地和众创空间，探索出一个创新与创业相结合、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运营模式。
以一年前七夕之夜的小提琴演奏会为发端，先后举办
了抚州“青年创新汇”创业论坛、抚州消防救援支队学
习百年党史直播访谈、金溪英雄老兵宣讲团走进江报
馆等系列活动，其中“金溪古村落保护与利用”访谈节
目，借助省级新媒体发布平台“赣鄱云”的省市县三级
联动，获得了140余万的播放量。

这幢见证了百年风云的历史建筑，已然成为文昌
里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历史建筑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
地方特色，是城市发展演变历程中
留存下来的重要载体，也是留给当
代人如何利用与保护的课题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赋予历史建筑新的
生命力？

住建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工
作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
和合理利用，有利于展示城市历史风貌，留住城市的
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该通知同时明确，支持和鼓励
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要在保持历史建筑的高度、体
量、外观、风貌等特征基础上，合理利用，丰富业态，活
化功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充分发挥历史建筑
的文化展示和文化传承价值。

当前，我省正在全面开展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
工作，要求全省各地于 2021年 10月底前将符合标准
的建筑确定为历史建筑，并在12月底前完成所有已公
布历史建筑的标志牌设立工作和测绘建档工作。省
住建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
护工作的通知》提及：开展历史建筑数字化信息采集，
建立数字档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历史建筑数据
库与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的互联互通。支持和
鼓励在保持外观风貌、典型构件基础上，赋予历史建
筑当代功能，与城市和城区生活有机融合，以用促保。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一位专家实
地考察了江报全媒体互动体验馆之后，感触颇多。他
说，当前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保留历史建筑的外形，
内部装修则遵循现代化风格。而这里无论内部还是
外观，都基本上没做改变，其设计风格和运营模式，能
够让人感受到现代与历史的交汇，体现了历史建筑保
护与利用的创新。

河东湾 131号的实践，是项目实施者交出的一份
文化答卷，也是我省众多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缩
影。在全国对于历史建筑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愈来愈
关注的背景下，全省各地如何结合自身文化优势做出
特色做出亮点，值得期待。

文化脉动文化脉动

文化文化的力量的力量
——一幢历史建筑重焕新生的记录

□ 温 凡 文/图

这是一幢无法找到确切主人的历史建
筑，我们只能依据门匾上雕刻的文字来推
测曾经的过往；

这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与实践，注入文
化内涵，激发青春活力，百年老屋焕发新的
生机；

这是一份令人感动的力量，徜徉其间
的游客和居民，都能参与一幕幕现代与历
史的时空对话。

八月未央。距 2020年江西省文化强省
建设推进大会系列活动已经过去一年，再
一次走进活动主办地之一——抚州文昌
里，通过一幢历史建筑重焕新生的解读，可
以清晰触摸到文化赋予的城市温度。

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线上VR
展馆建设，不仅是对设计空间的全维
度呈现，也是对历史建筑的一份尊重
表达

河东湾131号，江报全媒体互动体验馆。
汤晓勇和助手正在对一台播放设备进行调试，他们

准备将前不久制作完成的线上VR展馆“搬”到线下，让
游人能够通过最简单的设备，即便是置身实体馆内，也
能拥有不一样的视角，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体验。

汤晓勇是黎川县良缘文化传播公司的创始人，专业
从事VR全景技术制作和传播。几个月前，他偶然间发
现设在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河东湾片区的江报全媒体
互动体验馆，切身感受到省级党媒从“铅与火”到“光与
电”再到“数与网”的时代发展印记，以及融汇其间的传
媒推介、休闲空间、互动体验等功能展示，眼前一亮的同
时，他决定做点什么。

随后，经过充分的前期沟通，汤晓勇和他的摄制团
队历时月余，推出了抚州首个线上VR文化展馆——江
报全媒体互动体验馆全景 VR 版本。其中融合运用了
3D展厅技术和互动式体验，集纳视频、图文、海报、网络
链接等多种新媒体展示形式，能够让体验者身临其境，
让眼睛看到的图像和文字“活起来”，增强线上游览的趣
味性和吸引力。

“活起来”的不只是一座文化展馆，还有建筑本身。
据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介绍，

这栋民居相传为清代建筑，房子主人是明朝万历年间举
人吴应试的后代，吴应试曾先后担任过浙江龙游县知
县、广东阳春县县令，回临川老家期间，参与修复了千金
陂、万魁塔等。他的后代在道光年间建了这栋宅邸，鉴
于其祖上的功绩，当时的临川知县允其将门匾雕刻为

“世大夫第”。
在我国古代，“大夫第”多指文职官员的私宅，象征

着某种不同于普通民众的身份。而“世大夫第”，则是承
袭祖上府第称号，彰显着一个家族的显赫。

由于年代久远，民居的主人是否属于吴应试后人已
无从考证，居住在这里的一代代住户们倒是见证了文昌
里河东湾片区的繁华与没落。从资料图片可以看到，修
葺前的“世大夫第”残垣断壁，掩映在荒草丛中，掩不住
的孤寂与凄清。

直到2020年，随着一场在全省极具影响力的年度文
化交流活动确定在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举办，

“世大夫第”与其他众多的历史建筑一起，迎来了焕然一
新的机会。

如果说建筑物整体修复是形体上的重生，那么，江
报全媒体互动体验馆的落户和建设，则在某种意义上赋
予了这座历史建筑文化的灵魂。

江报全媒体互动体验馆的设计风格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全面融入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业态，成为河东
湾片区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展馆。二是全面体现媒体融
合的探索与实践，属于兼具展示与服务功能的城市文化
空间。三百余平方米的空间内，分别设立了直播访谈
室、新闻发布厅、创业咖啡吧等区块。开馆后，以鲜明的
特色迅速引发关注，受到来自省内外游人和当地居民的
热捧。

“能够通过数字技术的传播，呈现出一幢老房子新
的生命力，并且可以让更多的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我
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汤晓勇和他的制作团
队以一种倾情付出的方式，诠释着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
的创新实践。

文化创新，让历史建筑向阳而生。

历史建筑重生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历史建筑重生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

金溪英雄老兵宣讲团成员在馆内重温入党誓词

新闻咖吧成为文艺青年网红打卡地

讲解员讲述红十军创建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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