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觉醒来，待孕的稻花整齐地站在露珠
里，站在眼眸深处。天空的调色板一再向田
野倾斜，向村口的老井倾斜。早起的人们脚
步从容，看庄稼如何自己翻过身来，重新描述
这生机勃勃的哲学。

去清除杂草，去移栽幼苗，去修补篱笆，
去打理新绿，去丈量一片片脉络清晰的阡
陌。在微风吹过的方言里，人们感受阳光从
汗涔涔的额头出发，一路摇曳着呢喃与淳
朴。农事正忙，南山草木郁郁葱葱。

只有田埂上的狗尾草沉默不语，无名的
鸟儿却衔来了跳跃的节气。是惊蛰，还是芒
种？是寒露，还是冬至？岁月从年轮里探出
头来，像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挂在枝头，
挂在山冈，挂在乡亲们的扁担上，挂在故乡的
屋檐下。

年轮，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故乡，是一个
柔软的动词。黝黑湿润的泥土，正以一畦畦
新作的名义，走进我们的传统与家训，走进人
们的勤劳与汗水。翻耕之下，蚯蚓与虫蚁蠕
动着尘封已久的心事。在这个意外的时刻，

多么适合感慨，多么适合停下来，捋一捋比锄
头更加深刻的往事，看草籽们偷偷溜进深深
浅浅的土隙，藏匿一切也孕育一切。

此时的天幕如镜，人们散落在江南丘陵
间。谁也无法拒绝风的抚摸，风的嬉戏，风的
馈赠，风的雕刻。就连炊烟也在舒展自己动
人的身姿，袅袅娜娜。只要能抵达的，只要能
征服的，都是它的领空与苍穹。注视它，仰望
它，我们的内心会不会和炊烟一样，微微地起
伏，微微地逝去，最后留下微微的惆怅与叹
息？

唯有熟悉的柴门与犬吠，正以重复的粗
犷回应我的愚钝，我的冒失，我的顽皮，我的
出走，我的单薄的衣裳与沧桑的面容。在它
们脸上，我隐隐看见时光的表情和背影，黯然
飘渺，却又无比浩大。我们时常约在月光下
的竹林，交换彼此的呼吸。松涛漫过夜幕，萤
火虫在替我们巡逻。

星辰闪烁，万物入梦。群山便是一只只
竖起来的耳朵。但人们并不是第一次遇见这
样的坦荡，这样的静谧，这样的轻盈。一缕

风，或者一滴
雨，就能把木
格 子 窗 户 打
疼 。 蟋 蟀 们
的 浅 吟 低 唱
也 渐 渐 地 消
声了，我咀嚼着这越来越深邃的夜，内心长满
了人间烟火。

哦，是井边的溪流还有些动静。就像一
首通俗易懂的民谣，在循环播放。它便是这
场舞台剧的画外音吧，在我的倾听里渐渐远
去，但最终却没能抵达大海的汪洋。村庄不
识字，溪流不打鸣，行走与守护是它们备份下
来的段落。

《庄子》云，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山河之
下，我们在柴米油盐的创口上缝缝补补。要像
大地一样敞开胸怀，像大地一样深情歌唱，像
大地一样浇灌每一份向上向前的力量。

草木纯洁，红花绿叶。护佑庄稼，祝福流
水。我可亲可敬的人们，像大地一样宽容，正
以钟爱的方式，无限贴近下一个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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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一公里，便到湖陂村。湖陂葡萄甜，
名声已久远。有多久？30年。有多远？名扬
全省，畅销全国。

跟村支书章星进村史馆，仿若走进葡萄主
题展览馆。墙上，牌匾闪亮：全国科普惠农兴
村先进单位、全国先进文明村镇、全省“一村一
品”示范村、全省党员科普致富示范村、农民人
均收入万元村……

葡萄，给了新余仙女湖区湖陂村荣誉，给了
村民踏实的日子。有诗云：“葡萄水果飘清香，
新花绿阴俏浓妆。溪水新居呈仙景，生态湖陂
好风光。”

一
湖陂风光哪样好？
站村委会二楼外廊远眺，感觉村庄被葡萄

园包围，严严实实。“月浸葡萄十里”，此时，我
才对村史馆里这句诗有了理解。

下楼，进村，柏油村道两旁，凡有空地，见
缝插针，都是葡萄架。一栋栋新楼房，在路两
旁错落有致。

“这样跟你说，全村委 563户，95%的农户
种葡萄，面积 2000多亩，仅葡萄一项年人均收
入1.5万元。”村支书和我边走边聊，“每户最少
有三四亩，多的五六十亩。面积不多的，闲时
还能干点别的，赚双份钱。”

听说村里有家近 200 亩的省级葡萄种植
示范园，我提议去看看。

几个折回，就到了。进示范园大门，沿水
泥路向前，抬头不见天，头顶绿阴盖。你看，虬
藤交缠，葡叶相叠，一串串紫葡萄吊挂着，煞是
可爱。若从空中俯视，该是条壮观的绿色长
龙，穿行在白色大棚之间。

园区中心，几栋简易房。种植大户李细
牙、王国华忙着招呼客人：“来，尝一下，看喜欢
哪种口味。”长桌上，用果碟盛着七八种葡萄，
碟子旁边有它们好听的名字：妮娜皇后、阳光
玫瑰、魏可、比昂扣、甬尤一号……

这两位是湖陂葡萄种植元老级人物，全程
亲历了湖陂葡萄发展史。

李细牙告诉我，他经营着 60亩大棚，这几
年，每年都引进葡萄新品种，目前总共有 20多
个品种。从5月“夏黑”“醉金香”登场，到11月

“阳光玫瑰”“比昂扣”压轴，他的葡萄尽得先
机，又延迟谢幕。这个“蜜月期”，长得令人羡
慕。

年收入上百万吧？我问李细牙。他笑笑。
聊起湖陂葡萄种植历史，李细牙说，没有

乡贤王立平，就没有湖陂葡萄产业。他是个有
情怀的人，就想着让葡萄成为湖陂、新余的致
富产业。

1991年，渝水区乡镇企业局派王立平组建
区园艺场第二分场，发展种植产业，带领群众
致富。他选择了老家湖陂，租下 100 亩地，从
浙江、山东、中国农科院郑州分院引进葡萄种
苗。

当时，全省都没有成熟的种植经验。王立
平成立湖陂村葡萄种植协会，组织村民外出学
习，从浙江请来葡萄种植大户承包经营。又从
村里挑选 10 位村民，进园艺场务工。师傅带
徒弟，种植技术开始在湖陂落地。

李细牙就是在那个时候与葡萄结上了
缘。这一干，就是30年。30年的坚守，让李细
牙和乡亲们过上了甜蜜的日子。

二
甜蜜的日子，可不是“捡”来的。
种葡萄不容易。一路走来，有观念的冲

突，有思想的碰撞，有市场的起伏。譬如市场
需求、葡萄品种、种植技术，就一直在变化、更
迭。

不适应变化，只能被淘汰。一直到现在，

湖陂人都在努力适应新变化。
坐在葡萄架下，闻着清新果香，李细牙向

我讲述“葡萄经”——要保住葡萄产业，必须产
业升级，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方式，改进种植结
构，提升葡萄品质，培育生态果、有机果、安全
果。

那年，大伙到上海一葡萄基地学习，发现
棚内植株稀疏，而且一根枝条只留一串葡萄，
这样产量咋上去？面对村民疑问，主管解释，
这样葡萄营养足，个头大。村民恍然大悟。

回家后，拉开改革架式。一亩大棚由 260
株减少为 120株，甚至更少，植株间距由 1.5米
增加到 3米。但要活生生剪掉葡萄花穗，就不
容易了。丈夫一拿起剪刀，妻子伸手就夺。那
个时节，葡萄园里矛盾不断、争吵不休。

村民章益志就与妻子有过争执。“我跟她
讲，种葡萄也要计划生育、优生优育。道理讲
了一箩筐，还是讲不通。”葡萄园的争吵声，在
翌年葡萄飘香的季节终于平息。看着人家的
葡萄又大又甜，固守己见的村民后悔不已。

前些年的一天，几个大户哭丧着脸来到村
部，对王立平、李细牙诉苦。李细牙当时是村
主任。“细牙，你看怎么办？葡萄卖得慢，都烂
在树上了。”他们没想到，丰年丰产没丰收，笑
脸变成哭脸。是啊，当时全村仅三四个中熟品
种，集中成熟上市，一个半月卖不掉，就得烂在
树上。

这个问题不解决，葡萄产业难以持续发
展。村两委、村葡萄种植协会一合计，决定改
良品种，科学引进早、中、晚熟品种，实现错峰
成熟上市。王立平和李细牙、王国华这些大户
开始探路，都种下 10多个品种。果然，成熟期
延长，卖起来就不那么焦虑了。

必须把散户调动起来。可道理说了千万
遍，还是没人响应。担忧啥？散户们说了，面
积少、品种多，各有各的脾性，生产管理不好侍
弄。最后，决定在大屋、店前两个村小组，拿出
50亩地作推广。村集体出钱，免费为这 40户
人家整地、购地膜、买苗子。

挂果投产，葡萄卖得奇好。一算账，单价
由原先每斤两块钱，增加到十四五块钱。“啧啧
啧，翻了多少倍哟！”事实是最好的宣传，第二
年，其他村民纷纷要求改良品种结构。

现在，“葡二代”的加入，让湖陂葡萄产业
升级之路走得更快更稳。

王国华的儿子王小春，接过父亲“衣钵”，
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闯市场。王小春深知，
葡萄品种、种植技术更新快，不紧跟行业潮流，
就落伍了。在他手机微信里，有 12 个葡萄行
业公众号。他还花3000元，购买网上课程。

网络时代，也让湖陂葡萄乘上了线上快
车。李细牙的儿子 2015年就在网络平台注册

了店铺，尽管葡萄鲜果不好储运，但他家“毓秀
山”葡萄，还是走向了全国，北到黑龙江，南至
海南，都标注着它的“甜蜜路线”。仅线上销售
年收入就达十多万元。

产业的升级，让每户湖陂人受益。

三
其实受益的，远不止湖陂人呢。
在新余乃至赣西，说湖陂是葡萄种植户的

“黄埔军校”，恐怕没人反对。
30年时光，把湖陂人“沉淀”为葡萄师傅、

葡萄专家。与李细牙聊天时，他把自豪写在脸
上：“我的葡萄园，是‘数字化’管理：一亩地控
制12株树，一亩地控制3000棵芽，一根枝条控
制 1串葡萄，一串葡萄控制 50至 60粒。这样，
一亩地控制在 2500 至 3000 串葡萄，1000 至
1300公斤。”

哦,是这样精准的“数字化”！我恍然大
悟，忍不住笑了。

李细牙向前来取经的人传授“数字化”管
理，2016年还牵头成立新余市葡萄种植户联合
会，纳大户为会员，会员本地为主，也有几户萍
乡、抚州的。

村委联合协会、大户，每年举办四五期培
训班，只要愿意听，来者不拒，哪怕外乡、外县
的，也欢迎。

这些年，每年有省内外的领导、专家、种植
户来湖陂考察、学习。湖陂人懂得感恩，以前
自己是“葡萄盲”，厚着面皮上门求技，人家不
光接待，还舍得讲解。现在有了“葡萄经”，该
给人家“念”，就得诚心“念”。

一些湖陂人开始走出去，创办葡萄种植
园。我见到华金莲时，她正在村口支个葡萄
摊，接待顾客。华金莲和丈夫，与另外两户村
民，合伙在邻乡租了 50亩地，建起了生态葡萄
园。园内 6个品种，平常一亩收入上万元，今
年上半年雨水多，估计每亩收入六七千，还是
很不错的。

在村外发展，自然就影响带动了当地村
民，葡萄种植户就越来越多。目前，湖陂有 7
户村民在外种葡萄，面积都在20亩以上。

在新余，以湖陂为原点，葡萄产业不断向周
围辐射。当地政府将葡萄种植作为农民增收致
富产业，大力支持、推动。全市葡萄种植上世纪
90年代为“零”，到2008年就已突破1万亩。

在与王立平视频连线时，这位 72 岁的老
园艺人一说葡萄就两眼放光，精神头十足。从
1991年到 2018年，他一直躬耕于湖陂，与葡萄
结缘几十年，为乡亲奉献数十年。我想，他最
初的愿望，如今真的实现了。

曾经，这个村子里家家户户住
满了战士；曾经，这里是以家为单
位的战斗堡垒。

同样的村庄、店铺、石子路和
歇脚凉亭。90多年前，穿着灰布军
装、打着绑腿的红军战士在村头村
尾忙碌，今天，体验红色培训的学
员们如当年的战士一样在村里来
往穿梭，这常常会让人有种时空转
换的错觉。

这个叫店上的村庄，位于井冈
山茨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曾
经这里的男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女人守着店铺拉扯孩子，在血雨腥
风的上世纪 20 年代，它因地处偏
僻远离战乱，虽然偶尔也遭受散
兵游勇的侵扰，但有本地成长起
来的绿林好汉行侠仗义维持安
宁，总体来说，村民的日子虽然清
贫倒也平静。

1927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一
群衣衫褴褛的军人来到这里，绿
林武装首领王佐毕恭毕敬地把他
们带进了村子。多年的默契让村
民们心领神会，若不是相当深的
交情，依王佐嫉恶如仇的脾性是
绝不会把人领进自己的核心区
域。村民们立刻张罗起来，腾房
设宴，热情款待。恰逢村里小伙
子娶亲，人声鼎沸中，王佐用自己
的理解，隆重地向村民们介绍一
位“中央才”——毛泽东。于是，
毛泽东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坐在
了最尊贵的上席，得到了所有人
的尊敬和信赖。

从此，井冈山人和工农革命军
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在越来越艰
难的战争形势中，老百姓纷纷把自
己的房子腾出来，给战士们居住养
伤，给前敌委员会做办公室，给红
军造枪支武器，给军事指挥部提供
场所，给加入红军的年轻人办课
堂，用平价商铺给红军提供经济支

援……李利昌、李神龙、李清贤、李
国和、李清华……一个个普普通通
的井冈山农民，当年的他们做梦也
想不到自己做的事情改变了中国
的命运，奠定了一国之基。

1929 年 1 月，在数十倍的重敌
围攻下，井冈山失守。为了保存
革命的有生力量，在井冈山老百
姓的掩护和帮助下，红四军主力
突围下山。含泪送别红军后的井
冈山人民，还来不及抹干眼泪就
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凛然面
对着来势汹汹的恶敌。他们流离
失所，忍饥挨饿，甚至被杀、被剐，
却没有一个人透露红军撤退的方
向，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最后的一
线希望，红军一定会回来拯救自
己的亲人。

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所有
人都牢牢地坚持这个信念。然而，
这也是被鲜血浸染的信念，“石头
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
屠杀之后，这里原有的50来户、300
多人只剩下17户，不满100人，李氏
族谱上国字辈都是当时的青壮年，
被杀害的达100多人。房屋全部被
烧毁，幸存的人们在深山里搭起茅
草棚艰难度日。

红 军 没 有 让 井 冈 山 人 民 失
望。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延
安，从延安到西柏坡，再从西柏坡
到北京，井冈山人民目送着他们的
身影奔赴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新
中国成立。

当我们漫步在绿树成阴的中
心马路，徜徉在碧波荡漾的挹翠湖
畔，流连于巍峨大气的南山火炬
下，伫立在茨坪旧居旧址前，思绪
就会穿越时空去寻找历史留给我
们的讯息，去了解光辉岁月里的故
事，去感悟革命先辈的品格。

那一刻，是时空的接轨，生命
的接轨，精神的接轨。

“葡萄村”的甜蜜日子
□□ 胡光华胡光华

像大地一样宽容
□ 李 晃

店上的旧时光
□ 李归宁

红色印迹

豫章
随笔

如果能够选择一个朝代穿越的
话，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心中的
答案。虽然我们的答案不尽相同，
可是我们喜欢某个朝代，一定是有
着自己的理由的。大唐豪放，宋朝
风雅，喜欢大唐盛世的人很多，喜欢
宋朝风雅的人大概也不少，而我，宁
愿少一点豪放，也要去借一点宋朝
的风雅。唯风雅，才是寻常日子的
可爱之处。

宋朝的风雅，展现在一阕阕宋
词里。宋朝的诗人也写诗，有唐诗
的鼎盛在前，是宋朝诗人的大幸，也
是宋朝诗人的大不幸。宋词是文学
史上一条辉煌的星河，词人如群星
闪烁，佳篇如银河中的繁星般难以
计数。历代解说宋词的人也很多，
看上去有各得其美的纷繁，而我总
认为每一位解说宋词的人，大概也
只能浅尝辄止吧，宋词的风雅，谁又
能说得清说得尽呢。

宋朝的风雅，是雨过天青的敛
与放。宋朝是瓷器发展的巅峰，也
是瓷器审美的巅峰。“雨过天青”是
宋徽宗形容汝窑青瓷时的说法，“雨
过天青云开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宋徽宗时
的汝窑器，是温酒用的莲花碗，蒋勋
说这只汝窑莲花碗“里面有淡淡的
绿，淡淡的蓝，还有淡淡的紫和淡淡
的粉红”，“只要光线发生一点点的
折射，釉料就反射出不同的光，可是
那光又是很收敛的，完全不外露、不
炫耀的光”，这只莲花碗是蒋勋“最
想偷”的一件汝窑器。一件瓷器，美
到让人想偷，它的美恐怕已经无法
以语言来形容了。一代帝王宋徽
宗，喜欢这样一种朴素、淡雅的器
物，真的是一个王朝的风雅了。

若是能穿越到宋朝，我希望和
李清照做邻居，从北宋到南宋，从山
东到金陵再到临安，看北宋的繁荣、
南渡的仓皇与艰辛，也看南宋偏安
一隅的局促与无奈。看看斗书泼茶
的李清照和赵明诚，也看看带着金
石、书籍、碑帖南渡的李清照，那些
大多是她在故乡青州闲居的十年
间，“仰有所取，俯有所入”的收藏，
随着一路南行，他们的所藏也一路
散佚，到最后，只“剩下一二件残余
零碎的”东西。聚散离舍的，是金
石、书画和碑帖，也是昔日的风雅与
斯文。写《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

又该作何想呢？是“唯有泪千行”，
还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呢？

在宋朝，我最想见到的人是苏
轼。我要去看看在千年一科的考场
应试时写下《邢赏忠厚之至论》的苏
轼，也要去看看在黄州写下《寒食
帖》的苏轼。在黄州的几年，可能是
苏轼过得最不如意的一段时间，却
也是苏轼超越自己的一个时期，也
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前、后赤壁
赋，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写
下了《黄州寒食二首》：“自我来黄
州，已过三寒食。看看欲惜春，春去
不容惜。”“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
白。”那一年，苏轼 43岁。43岁，像
是苏轼人生的一个分界，43 岁，大
概也是大部分中年人的人生分界，
不管我们有没有过苏轼那般辉煌与
坎坷的经历，我们都该知道人生是
有一个这样的分界点的。

苏轼在写下《黄州寒食二首》
后，只在结尾写了：“右黄州寒食二
首”几个字，连名字也没有签就结束
了。没有结束也好，从黄州开始，对
苏轼来说，正是人生的另一种开
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黄州，是苏轼功业开始的地方，
也是他吟出“一蓑烟雨任平生”“也
无风雨也无晴”的地方。在党争纷
起的宋朝，苏轼可能是“余独不觉”
的清醒者，正是有“余独不觉”的超
然，才会有吟啸徐行的旷世风雅，那
是我永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

我常想，若能借得一点宋朝的
风雅，我们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
的呢？

借一点宋朝的风雅
□□ 章铜章铜胜胜

听读井冈

听
读
井
冈

游客在湖陂村省级葡萄种植示范园内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