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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宜县城郊外的十里店湿地，每天被水草

打捞船的桨声唤醒。它一醒来，一簇簇小鱼就

开始兴奋，在湖面窜来窜去；一群群水鸭子放肆

地游曳，不时扑棱棱在水面划出长长的浪痕；红

喙黄脚的黑水鸡在苇间踱步，“唧唧唧”，嘴巴没

闲着；白鹭优雅地立在水面浮标上，或停栖湖岸

绿树，让树瞬间开满白花……

姜再桂很享受这种和谐。作为湿地水生态

养护组的组长，他每天最早来到这儿，统筹安排

好养护团队 20 人的工作，然后开始水域巡查。

这 420 多亩的十里店湿地，是仙女湖水源地之

一，它的生态功能可想而知。

甫一见面，姜再桂就领我参观十里店湿地，

详细介绍动植物，讲解立体生态系统。我一路

问得很勤，他一路答得很细。我知道，自己第一

次走进了湿地“内心”。假如你也有兴趣，不妨

随我用不同视角，来领略它的风采——

如果我是一只鸟，就会翱翔天空向它俯瞰：

十里店湿地是一个呈金字塔状的公园，拱桥、彩

色游步道、凉亭有序分布，一个个移动的黑点，

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塔尖”36 台暴气机喷出伞

状水帘，像盛开的硕大银色花朵，它们增加水中

溶解氧含量，促进着藻类、鱼虾及浮游生物的生

长。在“塔沿”，芦苇、香蒲、再力花等挺水植物

错落云集，大叶浮萍铺成的绿毯上，黄花点点带

笑颜。挺水植物、浮水植物们，一刻不停忙着降

解水中有机物。“塔基”的巨大水面，割草船在水

下吐出“铁舌”，绞断的水藻被滚送上来，十多条

打捞船散落其中，悠悠荡荡。

如果我是一条鱼，就会潜入湖底向它探秘：

十里店湿地竟然是一座生机勃发的水下森林。

水底 95%以上的面积生长着苦草、金鱼藻、黑

藻、菹草等沉水植物。所游之处，水草葳蕤，阳

光一打入水中，就被它们摇碎了，到处晃荡着柔

和的光影。苦草叶片修长，却极脆嫩，鱼儿触

碰、风吹水漾，都容易使它们折断，于是水面漂

浮着，这里一丛丛，那里一丛丛。其他的水藻也

算娇嫩，鱼咬鸟啄之后，也浮在水面。打捞这些

水草工程浩大，13 个养护员每天不停收割、打

捞，日处理 5000 公斤以上。水藻是优秀的“搬

运工”，吸饱水中氨氮磷等之后，再被养护员清

运出去，从而保持水体清洁。

姜再桂说，十里店湿地构建了完整的立体

生态系统，这里所有生物都遵循自然法则，科学

高效有序地维持着生态平衡。“你来得不太巧，

从 6 月份开始，水鸭子进入了孵化期，大部分躲

进湖畔山上了，等孵化结束，水里可就热闹了，

经常是上千只。二三月份，还可以看见成群的

野鸬鹚。今年春节，飞来了几只天鹅，可把摄影

爱好者高兴坏了。”

我对姜再桂说，没关系，我游了岸、上过船，

已经感受到十里店湿地的美了。从湿地流入仙

女湖的清水，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非湖库），这

是对这种美最科学、最精准的表达了。

二
地还是这方地，但水已不是昔日的水。

姜再桂和其他养护员梦了几多回，终于盼

来了一湖清水。他们都是生长在湿地周边村庄

的渔民。以前，十里店湿地是一大片鱼塘，是大

家的收入来源。但因水质差，鱼品质不好，难卖

出去。龙须沟过来的水，能有好水？大伙都晓

得，却也无奈。

姜再桂说，这龙须沟呀，是分宜县一条主排

水渠，贯穿城区，全长 6 公里，由于建成时间长，

管网建设滞后、污水处理能力差、垃圾清理不及

时等，这水成为劣Ⅴ类。流经之处，鱼少虾绝，

臭气熏天。这水最终汇入烟波浩渺的仙女湖。

环保有要求，人民在期盼。从 2007 年始，

当地政府对龙须沟实施雨污分流、污水处理，8
年时间完成污水主管网、县污水处理厂建设，城

区 污 水 尽 纳 管 网 ，水 质 明 显 提 升 。2016 年 以

来，当地又启动龙须沟水环境提升综合治理项

目，沿线建了 6 个湿地。它们就像 6 个绿肾，镶

嵌在大地，日夜消纳着农业面源污水和城市生

活污水。

2019 年，听说项目运营公司招聘水生态养

护员，姜再桂“噔噔噔”上门了。问他有啥想法

和特长？他说，从小长在水边、玩在水边，对水

有感情。而且，曾经在广州、三亚的游泳馆、滨

海景区当过 8 年救生员。2014 年回乡后，跟人

合伙承包了 200多亩水面养鱼。

“湿地建起来了，我也就退渔了，想干点生

态环保的事儿。”姜再桂把道理拎得明白。对方

欣然点头，一拍板：“行，你来上班吧！”十里店湿

地附近的不少渔民，因鱼塘变湿地，身份也随之

转换，成为光荣的水生态养护员。

这活儿分岸上和水面，姜再桂水性好，直接

就下水了。真是一湖好水啊！姜再桂看草长花

开，看鸟凫鱼跃，看波光清影，在欸乃的桨声里，这

水的前世今生就像过电影，在脑海里不停放映。

他总在心里说：这水来之不易啊，一定要守护好。

由于工作出色，姜再桂后来“荣升”湿地水

生态养护组组长。从组员到组长，岗位不同，脑

袋里装的东西也得不一样。他成天跟着项目部

水生态技术主管，像水藻吸氨氮一样，将水面保

洁、水草病虫害防治、藻类暴发控制、鱼类种群

控制等知识，吸到自己脑子里。

水生态养护真是一门科学！姜再桂说，生

态系统各物种必须保持平衡，只要有一个物种

失衡了，就容易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譬如鱼

吧，湿地有鲤鱼、草鱼、鳜鱼、鲫鱼、白条……有

的拱底，有的浅游，有的食肉，有的吃草，你得根

据水质、动植物的微小变化，来控制鱼的种群数

量……

姜再桂如数家珍。我忽然觉得，他就是一

个水生态养护专家嘛，哪里是什么农民？

三
6 个湿地近千亩水域。要守护好这 6 座水

下森林，可大意不得。姜再桂早出晚归，还经常

三更半夜现场巡查。

“福寿螺，知道吗？”姜再桂问我。我说：“知

道，外来物种。”姜再桂说，湿地福寿螺特别多，喜

欢吃水藻，祸害大呢。这东西繁殖快，一年四季

都产卵，而且喜欢晚上在岸边或挺水植物间产

卵。所以，经常要晚上去找，看见葡萄串一样的

红色颗粒，那就是螺卵，得把它清除掉。唉，太多

了，没法完全清除，只能控制一定数量……

然而，对姜再桂最大的考验，还是防人。湿

地鸟禽鱼虾多，尽管明令禁止猎禽、捕鱼，但还

是有人铤而走险。“不少还是熟人，所以挺尴尬

的，老得罪人。”“那你怕不怕得罪人？”我问。他

说：“那倒不怕，怕就不做这个事了。”

有一次，夜黑风紧，几个光点在十里店湿地

闪烁。夜巡的姜再桂发现后，知道那是有人戴

着头灯，用弹弓钢珠打鸟，便上前制止。对方语

气蛮横：“这地方又不是你家的，少管闲事吧。”

“这地方是大家的，所以需要大家爱护啊！”

见劝告无效，姜再桂拿起手机：“你们打的

野禽是国家保护动物，我只要报警，就会量刑

的。趁还没伤害它们，你们赶紧走！”对方一听，

只得悻悻离开。

十里店湿地水草丰美，鱼也长得精神。刚

开始，偷鱼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外县的人过

来捕鱼。一次，姜再桂巡查发现有人下水放网，

立马制止。可对方不听，说鱼既然是野生的，为

什么不能捕？

姜再桂看对方态度还好，耐心上起了水生态

保护课：“湿地水底种的水藻，有净化水质作用。

你们下水放网，会弄死不少水藻。水藻少了，就会

影响水中有机物的降解，水质会变坏，水质坏了其

他生物也长不好，整个生态系统就被破坏了。”

听罢这些话，网鱼者满脸发烫：“没想到里

面学问这么大。以后不敢了，不会再来抓鱼了，

放心吧。”马上，姜再桂脸上露出欣慰的笑。

现在，湿地水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当地已

深入人心。姜再桂和同事们的坚持，换来了湿

地的安宁、和谐、美丽。

水草相拥，鱼虾追随，禽鸟作伴，湖上倒映满

天红霞，脸颊身上柔风轻送，养护员们虽然辛苦，但

此时，他们自认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遵循天道，

融入自然，和谐相生，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湿地带来了辐射效应，即使湿地之外的小

渠小沟，也尽显天然之美。姜再桂兴奋地说，野

生小虾米，对水质要求是极高的。这两年，湿地

外面的小沟里，虾米多起来了，晚上灯光一打，

一丛丛的，发出点点萤光，特别漂亮……

我笑了，对姜再桂说，看来你是真爱这份工

作。姜再桂满脸认真地回答，是啊，我喜欢这份

工作，今后会继续做好环保事业的。

不知怎的，听他说出“事业”二字，我突然有

点感动。我想，只有更多普

通人意识到生态环保的重要

性，并积极参与其中，我们的

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
波光潋滟，片片方正映照橘色晨曦，村庄很小，在水

田包围之中，如在小小的掌心。这是我第一次以飞翔的

角度看奉新县会埠镇水口村。从没觉得它这么小，若不

是背景处勾勒着群山绵延的曲线，几乎感觉它要在风里

融化。

是游历于乡村的摄影师朋友，这些年，风雨无阻，捕

捉村庄精微的美。将图片转给父亲,自己继续在光影里漫步。放大：屋檐

错落，不经意的几何美，青砖黛瓦呈示岁月沧桑；奶奶家南面的小巷子，我

出生时它已很老了，现在还保持原来的样子铺陈在那里，仿佛时间不忍往

前走一样。

二
夏初，和妹妹带孩子们一起回老家。难得的一次，一家老小聚齐了，目

的地是正在修建的甘汝来纪念馆。

“在我们水口，出了一个很酷的人呢！”孩子们和我坐一辆车，趁着路上

的闲暇，给他们做功课。

“谁呀？”“比孙悟空还酷吗？”陶和奥都来了兴致。

“他曾经坐了三天皇位，替皇帝管理朝政喔！”孩子们一听，眼光灼灼。

“他还和孙悟空一样到处降妖除魔。”看我一直卖关子，小家伙们急了，扯着

我的衣角要听故事。

“这个人的名字叫甘汝来。他在涞水当县令时，御前侍卫毕里克带了

几十个人来，抢占民居、殴打村民，被他直接关进大牢了。毕里克的手下跑

到康熙皇帝那告状，说他私自拘捕朝廷命官。甘汝来呢，一点也不带怕的，

靠他的铁齿铜牙把皇上说服了，最后毕里克被撤官。没多久，甘汝来还被

破格提拔了。”

“哈哈！”孩子们一阵拍手大笑。

“你们知道他当初是怎么去涞水上任的吗？”

“坐大轿子”“骑大马”……

“涞水的老百姓也这么认为，但都不是喔。”我放慢了语速，“听说新任

县太爷要来，一大早啊，县衙里张灯结彩，贴红挂绿，满城的官员、富商啊，

还有许多百姓都出城迎接，不少还带了珍贵的礼物，准备一见面就巴结。

可是呢，直到中午都没等到大官轿。原来呀，他赶着牛车绕道去县衙啦！”

孩子们双双陷入沉静。

“你们的妈妈都是他的准世孙，你们身上也留着他的血喔。”这会儿孩

子们更静了，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将自己的名字与这个非常酷的古人连接

在一起、呼应起来，以确认自己光彩的身世。

到达纪念馆时，小家伙又雀跃起来，飞奔追赶，箭一般往前冲。纪念馆

由一栋老祠堂改建，刚搭好框架，石柱木棱都上了年纪，天井两个大缸，四

面青砖墙陈列相关事迹、诗文与图片。

“这是他上班赶的牛车！”奥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

从开篇给他们一一讲述，两个孩子手牵着手，安安静静、眼里闪着光。

到了诗文篇，怕他们不能理解，本想先跳过去，小家伙却异口同声，执拗地

要我一句句读给他们听，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而每一个细节都与他们

息息相关。我清了清嗓子，以他们同样恭敬的心情开始朗读：“盘错系纲

常，磨砻成节义，汇合待千年，造物有深意……”古老的祠堂肃穆起来，成了

我们这个小家庭的课堂。

“这是什么？”陶指着几行字迹。

“这是乾隆皇帝御赐的匾额。”一路无言跟随我们的父亲答道，“甘汝来

去世那天，皇帝特意下旨停朝一天。”两个皮孩子，愣愣看了半天，端端正正

站在匾额前，让我给他们拍照留念。

三
家中一直有关于甘汝来的藏书，记事以来，总会有意无意翻起。在书

页中，跟着先祖的足迹，从水口出发，河北、广西、广东、北京，想象着他风尘

仆仆，为官一方，初任免苛税、田头话桑麻、审案昭冤狱、边疆平匪乱……想

象他为一家三代同入榜而慷慨挥毫，也想象他沿袭耕读传统，回乡建学堂，

书声琅琅，甲于一方。

读到末尾处，总还会点穴般不得动弹：

乾隆四年，汝来病故于官衙。大学士讷亲带吏部送其灵柩归原籍，见

一老妇缝衣于庭，汪然而泣，才知是汝来妻子。问家中是否有余资，甘夫人

倾囊取出八两银子。讷亲因感而泣，奏上。上感其寒素，赐庄恪。

先祖这一生，似乎一直在往外掏。从县令做起，由主事超升知府，擢升

封疆大吏，作为一名正部级干部，他忠君报国，满腹理想，为实现一种国泰

民安、天下大治的政治生态，披肝沥胆地贡献自己的心血与才华；他清鲠强

毅，洁己爱民，秉持一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个人信念，一心追求道义

而从不肯为了个人利益见风使舵，变得世故一点点。所谓“三年清知府，十

万雪花银”，作为一名得到三朝皇帝垂青的元老，他却月无余银，年无积金，

俸禄不是用来施舍他人，就是用来铺路搭桥。

我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如岩浆结晶形成的玉石，只管温润人

间？是在走过了许多路、经历了许多世事之后，重新坐在书桌前翻开静默

的古籍，我才恍然领悟那跃动的血脉所在。

史书万卷，每一个朝代都从特定的政治环境延展开去。在中国古代，

正是这一群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将最朴素的真理一以贯之，守着心中那

片热土，笃信而坚定。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屈原的“美政”理想，从孔明的

鞠躬尽瘁到于谦的千锤万凿，他们的眼神苍茫，穿越眼前周遭的蝇营狗苟，

摒弃油滑世故的所谓处世智慧，为怎样做一个理想的“人”，怎样建立一个

理想的社会而慷慨开启自己的个人英雄之旅，体现出一种广阔且厚重的生

存模式。在康乾盛世期间，在我的故乡奉新县水口村，这样一种基因一脉

传承到了先祖甘汝来身上。

子曰，“求仁而得仁”。我想，先祖在寒素中离开，内心应该是欢喜而自

足的。这一路走来，走得坚实，走得认真，走得洒脱，走得光芒万丈，他得到

了读书时便期许的理想人生。

而这光芒经久照耀，贯穿岁月，经由此刻照进我们的内心，并将继续绵

延至我们的代代子嗣。守，守，君子之守，子孙之昌。这便是先祖甘汝来身

上的人格密码。

四
午后，一向不太发朋友圈的父亲有了更新：“故乡依旧，游子却从少年

走向两鬓微霜。”原来，我们父女俩都不约而同地，沉浸式地，在那小小的村

庄里寻找自己散落的足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井依旧冬暖夏凉，古樟依旧苍翠浓郁，古祠依旧

热热闹闹充斥世俗烟火，这片先祖甘汝来生长过的沃土，穿越几百年的岁

月烟云，时至今日，依然牵动着游子们的心跳与眼眸。

又想起这样的场景：奶奶家南面的小巷子,年幼的我把脸贴在奶奶腿上，

眼睛放着光，嚷着要听那些旧时光里的故事。老人每次总会眉头舒展，然后

乐此不疲地娓娓道来：“我们水

口啊，出了个大名人哩！他可

是在皇帝身边做事的哦，为老

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进了甘

家门，要做读书人”……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觉得

奶奶的头顶上悬浮着一朵光

耀无比的云彩，庇佑着在贫困

寂寞中度过大半生的奶奶，也

庇佑着小小的我。

一
天下匡庐是你天然的倚靠

浩瀚鄱阳湖把你紧紧地拥在怀中

滚滚长江和你深情凝望

神州大地为你镌刻下青春的印记

你因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生生不息

你因蓬勃而上、开拓奋进书写传奇

你因青春活力、激情迸发赓续新篇

你因水秀山清、风景如画四海扬名

二
在无数座擦肩而过的城市中

在每一座城市各自不同的气韵里

我唯独被你的卓尔不凡深深打动

被你喷薄如朝阳的名字——“共青城”

这个中国大地上唯一以青春命名的城市

而发自内心地击节惊叹、尽情鼓掌

德安县米粮铺拖沟岭，共青垦殖场旧址

久久地伫立在“共青社”斑驳的大门前

穿过岁月的风尘，我似乎望见了 67年前

那闪耀在鄱阳湖荒滩野岭上的青春之光

望见了 98名垦荒队员，用激情与无畏

点燃了冰冷的湖水和一座城最初的梦想

三
如今，一代代共青人

用青春和汗水开辟了一片片新天地

从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开放开发区

再到共青城市的华丽嬗变

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拔节而上，讲述着

创业之城、青春之城、希望之城、生态之城

的荣光

站在珍珠湖公园的高坡上

我读懂了“共青精神”跨越时空的重量

我还在一尾羽毛的轻盈里

读懂了“中国的鸭鸭、世界的朋友”的分量

我更在 10万大学生汇成的青春海洋里

读懂了一座城市激昂向上的力量

四
是的，在这座城市的青春风景线上

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接力前行的画卷

我看见了青春在集结，青春在闪光

青春在歌咏，青春在荡漾

他们尽情绽放，肆意绚烂

是的，在祖国最紧迫深情的召唤里

一万种青春，心手相牵，彼此照亮

一万种青春遥相呼应，驭光而行

正是这无数热血澎湃、风华正茂的青春

张扬着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与梦想

并从青春之城出发

汇聚成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见证青春的力量见证青春的力量见证青春的力量
□□ 毛江凡毛江凡

君子之守
□□ 甘雪芳甘雪芳

悠悠的桨声悠悠的桨声 清清的水清清的水
□□ 胡光华胡光华 文文//图图

（压题图为水生态养护员在养护十里店湿地）

江西是个好地方

听读井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