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江西的地图上，于都河并不显眼。流过于都
县之后，人们就叫它贡江。

在历史的记忆中，于都河写满了依依别绪。
85 年前的那个秋天，红军从这里开始了后来被
称为长征的那次漫漫征途。

今夏于都多雨。踏访于都的那个早晨，天刚
刚亮我就信步来到于都河畔。河水滚滚向前，轻
轻拍打着河岸，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一声和
一声间隔不远。

“长征渡口”四个大字刻写在一块竖立的石
头上，红色而苍凉。

这是杨成武将军的手迹，落款显示题写于
1983年。1934年秋天，他作为红军中的一员，也
是从这里踏上浮桥，告别于都的。

于都河在那个秋天给红军将士留下了深深
的离愁别绪。踏着浮桥，走过于都河，即将告别
苏区。他们回望这片土地，看到的最后一抹风景
就是这条静静流淌的于都河。

“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
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
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
亲们。……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
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
我迅速地走上新征程。”

这是聂荣臻元帅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回
忆录中留下的文字。那时，他告别于都河已经快
半个世纪了，但夕阳下的于都河在他的心中还是
那样清晰。

杨成武将军的《忆长征》也是从这条于都河
起笔的。他说：“部队要撤离苏区了，一夜没睡
好。”“清晨，早操活动的时候，我爬上了高高的山
坡，只见群峰连绵，……那蜿蜒千里的于都河，发
出‘哗哗’的水声；河两岸，满山遍野的矮草和庄
稼沙沙作响，仿佛都在低声叮咛，向我们道别。”

这份依依惜别，留在了将士们的回忆中，也留
在百姓的记忆里。这些故事已经被写进一本一本

的书里，但你如果有时间在乡间走走，
依然可以听到百姓传颂的“新故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的一位同
志告诉我们，他参加工作32年来走访
了上百位红军和红军家属，收集了很多
故事，但依然“遗漏很多”。纪念馆建成
后，有一位老太太经常到院子里来散步
乘凉。闲聊的时候，他得知，红军长征
出发时，老太太已经10岁。就这么一
问，竟然问出一段散落的故事：老人的
父亲早年参加红军，在兴国的战斗中牺
牲了，家里人并不知道。长征出发时，
听说红军要从于都走，她妈妈早几天就
赶着做了干粮和草鞋，准备送给她父
亲。那几天，母亲带着只有10岁的她
沿河寻找，也没有找到父亲。后来见到

同去参加红军的人，才知道父亲牺牲了。她们母
女哭了一个晚上，母亲第二天依然带着女儿到于
都河边来，把准备送给亲人的干粮和草鞋都送给
了红军。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又
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当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又
坚定地站起来，把干粮和粮食送给那些正准备踏
上于都河的红军时，是怎样一种军民之情？如果
没有这样一份军民情谊，红军如何能够走过于都
河，并且走得更远？

我站在写着“长征渡口”的石碑前，正有一艘
小船缓缓靠岸。一对夫妻忙碌着把刚刚打来的
鱼从船上搬运下来。他们在渡口边的地上摆起
几个盆子，船舱里的鱼很快就在这几个盆子里跳
跃起来。正在附近健身的人们走过来打问价格，
挑选活鱼。宁静的渡口顿时热闹起来。

打量着他们不高的身材，听着那些我不熟悉
的方言，我不由得想，他们的先辈就算没有参加过
红军，至少也是帮助过红军的。我看到过这样一
组数字：1933年于都人口34万人；1936年是17
万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才22万人。家
家有红军，在当年的于都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话。

遥望于都河对岸，我不由得想起了血战湘
江，想起了大渡桥寒，想起了崇山峻岭中的娄山
关……也许，那里都有这些于都人的先辈瘦弱而
顽强的身影。

当我们今天谈论长征时，也许，还有一个背
景不能忽视：苏区当年的许多红军都是客家人。
客家人是一个在历史上经历了迁徙之苦而格外
留恋家乡的群体。他们的祖先已经在这片红土地
上落脚安家上千年。但是，党一声令下，这些当了
红军的客家子弟背起行囊就出发了。尽管他们频
频回首遥望于都河，但他们还是坚定地朝着远离
家乡的方向行进了！

渡口不远处就是桥。渡口大桥、长征大桥、
红军大桥……一座座飞虹一般的桥梁替代了85
年前的那些浮桥。于都小城已经“漫”过于都河，
在对面也铺展出林立的高楼和整洁的社区。赶
早的人们开始涌上桥头，自行车、汽车嘈杂起
来。又一个普通的日子开始了。

涨水的于都河滚滚向前，我耳边依然回响着
河水拍岸的声音，“哗——哗——”，一下一下，间
隔不远却非常有力。

于都河的水声
□ 魏永刚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
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
大学毕业近20年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
作，陆陆续续在报刊发表一些书评。根据书评主题
的不同，我将其编成不同的册子，如《大地文心》
《最是书香》《家国书事》《书山问道》等，幸运的
是，这些书评集被不同的出版社印刷成书。

说实话，自己的文字被发表和出版，内心是惬
意的。从2012年开始，我隐隐不满足这些。我觉
得自己的阅读与写作要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我工
作的中国地质大学，有一大批研究地球科学和生态
环境的专家学者，受其学术氛围的影响，我渐渐对
生态文化产生了兴趣。此后，我的阅读指向非常明
确：围绕生态文化类书籍渐次展开阅读，尝试撰写
生态文化评论。七年当中，不知不觉“攒”了一批
生态书评。2018年，我遴选出59篇书评20万字，
汇编成书《山河气韵：书香视野中的生态文化》。
在自然生态环境的这张大网中，我试图总结、提
炼，探寻隐匿在书山文海中的生态文化之道。

自然生态环境，关乎国家未来、社会发展和个
人命运。自然生态环境既是科学技术，也是不可忽
略的文化问题。千年来，中国人热爱自然，敬重自
然，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追求主动
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先人们用感性的文字、优美的
语言书写山河草木之美。我在研读《唐诗的博物学
解读》《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
等著作之后无限感慨：正是由于古代文人心怀自
然，所以创作了一批广为流传的优秀文学作品。古
人在诗歌创作中，“我”总是渺小，可是对自然万
物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其丰富的自然地理生态知
识超过了想象。在阅读《融入野地》《访草》《大写
西域》等书籍之后，我觉得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如果文学中看不到自然界应有的生机，其文学的生
命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不能从自然环境中剥离
出来。

广义上讲，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中所创造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看，生态文化指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共存共荣的生态意识、价值取向和社会适
应。坦率地说，很多中外学者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研
究，多从政治、经济、战争的层面切入，然而这存
在缺陷：因为人类历史的进程，离不开自然生态环
境这个宏观要素。我在阅读《绿色世界史》《森林
和绿色中国史》《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史》等著
作后发现，近几十年来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历史时，
已经从生态环境的视角切入。我坚信：忽视生态变
迁的过程，其历史书写是不完整的，历史的真实面
貌也难以看清。近年来，《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受
到人们的热捧，该书主要阐明了大自然中的寂静，
昭示着自然环境的良好。我阅读此书后的感受是：
身处这个快速发展转型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遏制生
产生活中的噪声，还要祛除思想、文化、行为中的
杂音、噪声，在风清气正的氛围中，安静地阐释生
命美义。

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涉及诸多学
科和不同专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生命的起源
与进化、动植物的生长与繁衍、气候的瞬息万变
等，都和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山河气
韵：书香视野中的生态文化》立足于全民阅读和
生态文化的双重视角，但并非尽善尽美，因为在瑰
丽的自然面前，对生态文化的探索，我仅仅只是起
步。至于拙著出版之价值，我归结为三点：首先为
书香社会建设营造氛围。对于人们读什么，如何
读，至少拙著中涉猎的一些生态文化书单为人们的
阅读提供了参照。其次是充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和广度。生态文明建设，既表现在环境保护与治理
的实践之中，也体现在生态文化研究与评论中，对
此我愿意付出行动。最后是尝试拓展生态主题书评
的空间，当前文学类、史学类、艺术类等书评集不
少，而生态文化
类书评专著，目
前并不多见，我
愿意吃一次“螃
蟹”。我感到欣
慰的是，阅读写
作之余我喜欢画
画，书中收录了
10 多幅与生态
文化有关的钢笔
画，不知道能否
提升拙著的审美
品位。

在书香世界

寻找生态文化之道

□ 陈华文

对于江西遂川城区附近的人来说，“斗
笠岭”这个名字恐怕是一种情结。很小的时
候，大人们就指着县城南边常常云蒸雾绕
的高山告诉我们：那座山名叫“斗笠岭”，山
顶上有一条巨大无比的蛇，它盘在山体的
中间，因为蛇太长只好把尾巴留在外面。山
体中是水，什么时候巨蛇一发怒钻出来，将
会让整个县城变成一片汪洋泽国。传说一
代传一代，让小小的孩子心生恐惧。又传
说，山顶上有一片非常平整的水田——这
让我看了武侠小说后，以为也有人赶着牛
拉着犁上“斗笠岭”的山顶种水稻。

近年来户外活动的兴起，让人们的
眼睛不仅仅只盯着大城市，而是在周末
多亲近大自然。“斗笠岭”大概就是这么
被发掘的吧？

前不久，我们几十个驴友骑车的骑
车，乘车的乘车，带好中午的干粮，浩
浩荡荡向“斗笠岭”开进。

“斗笠岭”位于珠田乡大垅村，驴友
一般都把车停在村委会前的空地，离山
脚下近 3 公里之遥。那是一片未开垦的
处女地，最后的几公里都是盘山爬坡土
路，只有越野车可以开进去。对山地自
行车来说自然畅通无阻。当然，要想骑
到山脚下，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6个
骑友，有的全程骑上去了，有的在崎岖
的路段只能下来推车，有位骑友甚至把
链条都踩断了。路边不时有骑友扔下的
车子。对我来说，骑车上山虽然辛苦，
但想到返程时一路冲下来可比走路爽太
多，也觉得值了。

天气阴沉，预报说有阵雨。由于前
一天刚下了场雨，空气格外清新、湿
润，空气中飘荡着不知名的花草香，和
着泥土的味道，让人迷醉。

窄窄的山路蜿蜒曲折又湿滑，低矮
的灌木丛里传来潺潺的泉水声，小鸟在
歌唱。大约爬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有
点累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远处云

雾缭绕，不知尽头究竟在何方，不知山
顶究竟还有多远。大家簇拥在一起，一
边吃着喝着补充体力，一边议论着。

路边除了不知名的花，居然还有杜
鹃花！说来奇怪，这里海拔并不算高，
位于湘赣边界线的江西坳，那满山满岭
的杜鹃花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凋谢。

半小时后，来到一个怪石嶙峋的山
头。这肯定还不是最高峰！因为前面传
来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那是先我们出发
的一群人在嬉笑打闹着。

再登上一个山头，漫山遍野开得正盛
的杜鹃花简直令人惊喜！一丛丛、一簇
簇；大红、玫红、白色、紫色；含苞欲放
的、初露锋芒的、开得热烈的……小道两
旁都是花，那是名副其实的花径！人在路
上走，被鲜花簇拥着，只露出一张张笑
脸。我不禁想起当地最高峰“南风面”那
齐肩高的高山寒竹，也是茂盛得让人看不
见脚下的路。

登上一个又一个小山头，惊奇写满
一路。终于听见前面传来鼎沸的人声与
惊叹——“斗笠岭”的最高峰到了！

“斗笠岭”海拔 1040 米。有人说，

之所以它现在还花满枝头，因为那是映
山红，花期迟，而杜鹃花这个时节应该
谢了的。说真的，我对花了解得太少，
百度引用 《辞海》 说，野生的杜鹃花又
叫映山红。这么说来，其实映山红是杜
鹃花的一种。

下山虽不费力气，但却颇为艰难，
湿滑的小路经多人踩踏后更滑了，常常
需要手脚并用，才能抓住路旁的树枝藤
蔓。纵然如此，仍然不时听到有人“哎
哟——”的尖叫，随后引来众人哄堂大
笑。不用看，又有人滑倒在地。

忘了寻找那条可能给县城带来灭顶
之灾的巨蛇，也忘了寻觅山顶平整的水
田。曾经以为去“斗笠岭”只是爬山，
没了解过它山上的风光，而花海却回馈
了我们的艰辛。

当你对人生保持一颗恬静的心，或
许就能收获到意外惊喜。可能是一张彩
票，可能是一次机遇，也可能是一场邂
逅。“斗笠岭”，我还会再来的！你的四
时风光，你的雨雪风霜，你的娇俏模
样，我都想尽收眼底；岭上开遍的映山
红，我已留在心底。

岭上开遍映山红
□ 邓金香 李书哲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又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当

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又坚定地站起来，把干粮和粮食送给那些正准备踏

上于都河的红军时，是怎样一种军民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军民情

谊，红军如何能够走过于都河，并且走得更远？

当你对人生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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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意外的惊喜

身处这个快速发展转型的时

代，我们不仅要遏制生产生活中

的噪声，还要祛除思想、文化、行

为中的杂音、噪声，在风清气正的

氛围中，安静地阐释生命美义

左图 于

都河边的长征

渡口。

魏永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