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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

陈世旭 题

□ 胡韶华

■温暖

■推介

《武宁县工业志》是武宁县首部工
业志史，它记述武宁从远古时代的工业
萌芽到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历史。本着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图体现此志的
全面性、准确性、专业性和资料性。略
古详今，着重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县大
力发展绿色光电产业，走新型工业化之
路的历程，对我们借鉴历史，振兴工业，
服务经济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016年初，九江市人民政府决定编
修《九江工业史》，并向各县区征集辖区
资料，县政府将此项工作委托工信委承
担，2017 年初，征集资料工作基本完
成。县委、县政府决定借此机会，修编
一部《武宁县工业志》，为子孙后代留下
一份宝贵的财富。县政府分管工业副
县长陈绪洲即与相关人员研究编纂委
员会组成成员，从工信委抽调3位退休
老同志组成编写组，在原县二轻总公司
4楼落实办公室，配备电脑。春节后，正
式启动工业志修编工作。3月，编写组
完成编纂大纲（初稿）和资料征集提纲
编写工作。3 月15 日，县政府下发武
办发〔2017〕15 号文件，成立编纂委员
会。4 月 26 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通
过《武宁县工业志》编纂大纲。大纲分
经济结构、规模与效益、工业园区、工业
门类、工业管理、人物与荣誉六章，及志

首的概述、大事记，志末的附录，共9章
36节。5月，开始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
写。边收集，边查档、边整理，历时八个
余月，基本完成此志的修编工作。
2018 年 5 月，编写组完成初稿，同年 6
月 25 日，召开编委会，对志书资料进
行审查。同年 7 月至 9 月，编写组根据
编纂委员会提出相关意见进行修改。
同年10月，编委会审查批准《武宁县工
业志》交付出版。2019年3月，此志由江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志在修编过程中，得到相关单位
的大力支持，鲁溪、泉口、船滩、石渡等
乡镇落实专人撰写本区工业与企业情
况；县统计局、市监局、档案局、劳动局、
商务局、科技局、总工会、粮食局、林业
局、商管办、工业园和县供电公司指定
专人编写协编资料，尤其是县志办积极
提供第二轮修编县志和《武宁年鉴》
（2010－2016卷）等大量工业资料；县工
信委积极组织协调，经费上全力支持，
使此志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武宁县工业志》的修编，是一项浩
大的工程，时间跨度大，涉猎内容广，统
计数据多。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
疏漏或误差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与专家
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为《武宁县工业志》主编）

《武宁县工业志》编后记
□ 郑双虎

■

风
铃

我出生在甫田龙须的大山里，从入
学开始，我就对写字产生浓厚的兴趣。
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没有学习书法的
氛围。想学书法的人，缺乏临摹的字帖，
缺乏老师辅导。尽管如此，从来没影响
我学习书法的热情。每当在书本上、报
刊上见到写得好的字，我都要琢磨一
番。每当看到写得好的标语、对联，我都
要驻足凝视，牢记于心，反复仿效。

读高中时，我的班主任曾繁舜老师
的柳体楷书写得特别好，我很羡慕。他
在黑板上写，我便在课桌上比划。由于
自己刻苦努力，书写技艺在同学中崭露
头角，写字的机会便多了起来。在武宁
中学墙壁上写毛主席语录，有我；出宣传
栏，抄大字报，有我；在县城刷标语，也有
我。别人休息，我却忙于写字。那时，我
真是不怕吃苦，甘于吃苦，不怕吃亏，乐
意吃亏。

印象最深的是 1975 年，时年 28 岁，
我在龙峰水库大坝上题写了“龙峰水库”
四个行书大字。我一手提着茅花笤帚，
一手提着石灰浆桶，在水库大坝的斜坡
上，边走边写。那四个字，每个字直径达
9 米，且在斜坡上，书写难度可想而知。
我足足写了三天半。

几十年来，往来那条公路，都可以看
到那个时代的印迹。前些年，水库改造
时那几个字被改成印刷体，失去了原来
的面目。

进入80年代后，社会上学习书法的
热潮逐渐掀起，资料不断增多，活动不断
开展。1983年12月，《书法报》创刊，我
成为忠实读者，一订就是几十年，从未间
断。1986年，我参加无锡书法艺专函授
学习，系统学习了书法知识。欧楷的基

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我临习二王，兰亭序，圣教序，孙过

庭的书谱。隶书学的是曹全碑。魏碑临
的是张猛龙。在临习古人碑帖时，我对
自己的要求极其苛刻，从字的间架结构
到线条的整体变化，从执笔用笔到韵律
章法，都悉心揣摩，一丝不苟。严格的基
本功学习，为我以后的书法创作奠定了
基础。

1994年，我离开单位下海创办“墨缘
斋”，为人们提供书写服务，写招牌，写对
联，写条幅。喜欢我书法的人还蛮多。
我的书法能俗能雅，在用笔上，以中锋为
主，间以侧缝，凝重之中透露着一种灵
气，借助敦厚沉实的用笔，把书法的力与
势完美地表现出来；行草结体则是右军
圣教序支撑，故端庄平实而不失儒雅，与
当今时代合拍的同时而又有自己的独特
个性。

我在临街的“墨缘斋”店里写字时，
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落笔才写几个字，
那顾客就在旁边插嘴，说，这个字大了，
那个字小了。弄得我十分不自在。后
来，我不开店了，便不再顾虑别人的感
受，而是书写自己的性情。那字，便潇洒
自如了，不再那么拘谨。

临池多年，我的体会是，写楷书，以
前自己写得四平八稳，后来才悟到，楷书
要写活来才好，要当行书来写。行书要
当楷书来写，不能飘散，油滑。

二十多年来，我以笔墨与人结缘。
我的字，走向了武宁的大街小巷，城市乡
村。武宁烈士陵园的碑文是我写的。文
峰塔上的“光腾云汉”是我写的。山水广
场，那镌刻在石头上的大字是我写的。
亭台楼阁的楹联，更是写了无数。年底

了，许多人家的结婚、乔迁喜联，均出自
我的手笔。

咬定长毫不放松，
春秋尽在墨池中。
人情察透心尤坦，
任尔名风与利风。
这是我的心声。我在学习书法中秉

承两点，一是褒贬不惊。面对别人的赞
扬，不能忘乎所以，腾云驾雾，要尊重事
实，认识不足；对于别人的批评，要正确
对待，虚心诚恳，予以勉之，予以励之。

二是重艺淡名。我学习书法的目
标，不是为了入展获奖，入会博名，而是
力求在艺术上循序渐进，精益求精，从而
达到雅俗共赏，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趣
味，最主要的是自己从中得到快乐。

曾经，有人提出要拜我为师。我便
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如果是为了出名
获利，我劝你还是莫来为好，免得使你失
望；如果你是为了提高一点书法技艺，作
为人生乐趣，我便愿意接受，共同研讨，
我们的关系不是师生，而是同仁。

书法是我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从来
没有想过要加入书法家协会，就是有知
道我书法影响的一些组织发来入会表，
我也从来没有填报过。我宁愿做一个书
法艺术的边缘人，不想给自己喜欢的东
西增加负担。但是，我也愿意与方家交
流，偶尔也发过一些作品参加赛事活动，
作为与同道交流。

1995年，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纪
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暨长征胜利
60周年硬笔书法大赛，我的作品获得三
等奖。

2005年，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书协主
办“江西省第七届书法篆刻艺术大展”我

的作品入选参展。
2010年，江西省文联、江西书协主办

江西省第三届楹联书法展览，我的作品
入围大展。

2014年，书法报社主办“洪平杯”中
国第七届重阳书画展，我的作品获得金
奖。

2015年，书法报社主办中国第八届
重阳书画展，我的作品又获银奖。

2016年国庆节，当满城丹桂飘香，硕
果累累时，我在武宁县博物馆举办专题
书法展览。该场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
72 幅。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爱国篇，二
是励志篇，三是处世篇。这次书法展，是
对我本人书法生涯的一次总结，也是我
献给书法事业的一份礼品。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我：“胡韶华游身
学海，临池不缀，寒暑不移，始有眼前光
景。他不重名头，讲求实学，谦虚谨慎，
一身铁骨，宽厚仁慈，情寄毫端，悠哉乐
哉。”我知道，这是朋友对我的抬爱，也是
对我的勉励。

检点过往，敝帚自珍，2011年我自费
编印了《无华墨迹》，给亲朋好友分享。
今年又把近年来的创作编成《无华墨迹》
续集。里面全是我自撰的作品，共有58
首诗词，42幅对联，12条格言锦句，用各
种字体精心写成。此书在付梓中。

我年过古稀，桑榆晚景，斜晖满目，
兴致依然。我将继续手持秃笔，书写自
己书法人生。诗曰：

退笔如山墨染池，
鬓毛斑白半成痴；
无需渭水将名钓，
自有春风上秃枝。

我的书法人生
最近爱上了乘坐公共汽车。
每到周末，便早早的到汽车站搭乘

第一班回乡客车，看望留守家中的孩子
和老人。2个多小时车程，成为忙碌的
工作和生活中，留给自己的一段小时
光。这个时刻，带上耳机，听一首喜欢
的歌曲，看车窗外风景变换，感受世界
与我无关的静谧。

心情随歌曲随意切换。耳中这首
《稻香》是我极喜欢的，它把我拉入童年
时的记忆，捉蜻蜓，捕流萤，纸飞机，稻
草人，小时候的梦……那时候的梦是什
么呢？梦寐以求不过是希望要走的路
能缩短一点。读书时，学校离家有几公
里，每周五放学步行回家。那时候乘车
是遥远的梦想，班车不畅，私车罕见。
同村的小伙伴们都会结伴同行，大家一
路嬉笑打闹，几公里的路程没多久就走
完了。过完一座木桥到达村口，别的同
学都到家了，而我还要往前走一段路。
这一段几分钟的乡间小路，却是那么漫
长。最让我感觉恐怖的是经过一棵大
树，传说那棵树的一枝，只要长高了就
会被雷劈掉，树枝虽然枯死却又不会掉
落，就那样格格不入地与一棵高大挺
拔、满是绿叶的树木融入一体。那时候
就常常想，如果我就住在桥头多好啊，
过完桥就可以到家了。孩提时的愿望
就是这样单纯又可笑。

人生路漫漫，因为有三观相合的人
同行，旅途才不那么寂寞。大学时，路
途遥远，要先从县城坐车到南昌，再从
南昌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到学
校所在地内蒙古通辽市，一趟下来要坐
两个晚上的火车。所幸，认识了一群同
伴，遥远的路途，绿皮车上一点都不枯
燥。那样的慢时光，我们能挤在一方空
间里，谈天说地，海阔天空，实为人生乐
事。当然，4年的长途跋涉，让我们学会
了不少乘车小“妙招”。那时网络购票
还不普及，每次去学校都是赶到南昌火
车站临时买车票，所以很难买到坐票。

我们一行 6 个
人就会分工合
作，上车以后
派 2 个人迅速
占领卫生间附
近较大的一块
空地。小伙伴
们汇合后，一
人 一 个 小 马
扎，行李放中
间 ，围 坐 一
圈。有时候带
上 一 副 扑 克
牌，打发漫长
的时光；更多
时候是大家一
打开话匣子就
聊天到深夜。
有2位师兄更有趣，有时候他们一人捧
着一部手机，看各自的小说，可以很久
很久不说一句话，但只要一开口立马接
上我们的话题。我们常常说，这就是默
契。为了纪念这一段穿越了 2 千公里
还可以相聚的缘分，我们在毕业前夕来
了一次旅行。学生时代的旅行，没有什
么讲究，吃、住都很随意，但那种快乐却
是不再有的。我们一群南方人，到东北
的辽宁锦州去看海。依旧是绿皮火车
的出行，一人一张火车票，买足了干粮
和小吃，几个懵懂的少年出发了。我们
到哪里，欢声笑语就到哪里。白天在海
边，捡贝壳，看海浪，晚上来一顿啤酒配
海鲜的晚餐。那里的海是什么颜色？
多年后大家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
在笔架山前合影，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留
念，在盘古开天之处书生意气、挥斥方
遒……如今，大家虽然都有了私车，约
一次相聚却是几难成行，更别说旅行
了。那绿皮车的时光，定格在生命的美
好里，就此收藏。

时光在缝隙中穿梭回来，暖暖的，
真好。

小

时

光

我希望你是快乐的
就像那天的辣椒园
散发出阳光烘焙的
火辣香气

秋天的山茱萸
长在绵延的山岗
那些楚辞的芳香飘
散在
醉人的风里

领路的人
走在山路的最前面
我只能看着他倔强
的背影
想象触目惊心的刀

削般深刻的皱纹

开始想念那些流淌
过北屏山的
黎明和黄昏
那些播种遍野芬芳
的
日子

如果这时候，能有
一场雪
落下来。我会弯下
膝盖
再一次，亲吻
北屏山热情的土地

我希望你是快乐的
□ 邹冰

中国乡村的日子总是和传统二十四节气相依相偎、相
拥相连的。

立秋了，秋天就像一位待字闺中的大龄姑娘终于鼓足
了勇气，推开门来，踏足野外。

日头再没有了先前的暴烈，脾气磨圆减弱了许多。无
非因一时性急而显得狂躁一点，和严厉又慈爱的父母或师
长一样，爱在当头，严在心中。中午稍显威严，过后就温煦
和善了，体贴人意。

一望无际的原野，青翠、空旷，绿和碧仍是此时的主基
调。远处葱茏的树林，一只只白鹳翩翩飞舞，仿如一个个灵
动、飞跃的音符，大块绿的主色通过丁点白的点衬，一点也
不违意，反而十分和谐。

地里的花生、红薯都已在土中隐藏多时，早已按捺不住
心的跃跃欲试，只待主人的一声令下，便都纷纷拱出地面，
展现自己历经雨露孕育多时的丰硕成果。那一个个浑圆果
实，分明是主人缜密心思酝酿而来，辛劳汗水浇灌而出。嘴
馋的乡村孩童也有了好去处。一有空，野到山地上拔花生
挖红薯。用手抹抹在身上揩揩，竟也顾不得其他，塞进嘴里
大口大口有滋有味地嚼起来，看到那阵势，你以为是琼浆玉
液呢，恨不得自己亲口尝它几下。其实，也不过是乡村普通
的吃食而已，在他们的嘴中却成了美味珍馐。满嘴的白色
浆汁饱含了童年纯真美好的记忆，饥饿的孩提也有惬意的
满足，简单的幸福。

密不透风的青纱帐成了天然的保护林，一般人很难钻
进它的阵营，它能轻而易举划伤你柔嫩肌肤，让你防不胜
防。里面护卫着一根根豆蔻梢头的甜小姐——甘蔗。她们
吸饱了养分喝足了水分，一天一拔节，一天一长高，俨然亭
亭玉立的素身青衣女子。假以时日，定能引来好食者的青
睐。二晚收割殆尽，庄稼人有空闲暇下来，便把甘蔗外衣去
掉，刨去表皮，裸露雪白光滑水嫩的肉身，放进榨汁机里榨
取糖水，尔后起柴火烧大锅，熬制出深褐的红糖。从甘蔗到
汁水到沙糖，从固态到液态再到固态，甘蔗来了一个华丽的
转身，难以置信它的脱胎换骨。沙糖以沙质为佳，以流质为
次。据说陈年沙糖有去湿祛寒、温和滋补之功效，对肚痛和
产妇有极大功效。因而小孩一喊肚痛，大人就泡红糖水给
他吃。很多小孩有时为了吃上红糖水，谎称肚子不舒服是

常有的事，大人也不去追究真假，反正家里的沙糖有的是。
孕妇产后，经常用沙糖泡荔枝、龙眼来滋补元气大伤的身
体。

水田里的稻子挺着大肚子，时不时弯下腰看着自己变
粗臃肿的身段，骄傲地笑了。面对即将的临产，正待稼穑的
人前来接生呢。

房前屋后的桂树叶茂花繁，把芬芳馥郁悬在枝头。有
歌唱道，八月桂花遍地开。明明在枝头，为何遍地开？一阵
秋风拂过，粉黄的桂花漱漱地往树底下掉，就好像小学课本
里说的下了“桂花雨”，若用竹簸箕盛着，厚厚地一层。惜物
之人收集起来，装进玻璃罐，拌上白糖，成了一道香甜的桂
花蜜，要是放在茶叶中，成了一道沁人心脾的桂花茶。用来
待客，不啻是最高的奖赏和尊重了。

院子的柚子泛着青色的光泽，一个人浑圆硕大。等到
中秋佳节，它们就要陆续登场。也不知谁的说辞，说八月十
五的晚上，对着月亮吃柚子，能使眼睛亮光光。这对于弱视
的我等之人或好吃柚子者，多么堂而皇之，理由充分。大嚼
其瓤，酸甜可人，口舌生津。

墙边柿树上挂着灯笼似的小柿子，我们可以想象到它
们的将来，必定是张灯结彩，红红火火预示着某种美好。

月是澄静透明的。玉辉铺洒人间，银泄地面。月与人
间遥遥对望，它能俯视人间的所有。人们亦能看清它的一
切。寂寞广寒宫，吴钢挥舞大斧卖力地砍着桂花树，嫦娥仙
子凄切地想着自己的心思，玉兔温顺地陪伴它冷艳的主
人。神话的世界总是令人向往的。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诗经》里的虫儿鸣叫
在秋凉的夜晚。秋虫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一声声一阵阵借
着秋风送入耳际，或悠近或辽远，或低腔或高调，此起彼伏，
把夏日的炎热、人间的恩怨黑白抛向远处……

秋雨是缠绵的是细腻的，斜斜密密织在行人身上，一改
夏日狂风急雨的粗暴、猛烈，怎不令人怅惘、伤怀。夜凉如
水，雨打芭蕉雨落梧桐，点点滴滴是离人心上秋呀！

新秋或曰初秋，是位新人入场，低调沉稳不张扬，不动
声色，但有丰富的内涵，需慢慢品味体悟，才能领略其静好
与华美。

让我们用心灵走进秋天吧！

乘坐这些摩崖石刻
楷书字
坐回闪烁魅力，苍
劲的
宋元

独立岩下缺少阳光
缺少风雨，也缺少
肥料
播种者用刀播下
横，竖，撇，捺，生风
才长成石刻文字和
图画

崖刻横幅式，楷书，
阴文、直排
把一个个仰起的影

子拉长
足音，眼神，静美在
石壁上
一串偈语。低声赠
给尘世的密语
或遗留人世的钥匙
开启着什么悬念

最值得膜拜、景仰
的文字和图画
根扎进石缝，时光
摩挲不掉
祖先血液煎熬后的
灵魂图腾
开枝散叶，在手指
与梦想的线条中

清江摩崖石刻

深秋，万山红遍，百果飘香。
10 月 6 日上午，40 余名北屏藉的

教师应鲁溪镇北屏村村委会之邀请，汇
集北屏山参加“北屏村重阳座谈会。”

北屏村位于幕阜山脉中段的北屏
山头上。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北屏村
有15个自然村，3900人口。当时，北屏
村有8个教学点、1个村小学和2个初中
班。大部分教师都是北屏村人。北屏
村虽然是一个穷山缺水的地方，但尊师
重教之风盛行。村民们尽管生活艰苦，
但家家户户每年都要依次排队邀请教
师们到家里吃上两次客饭的。第一轮，
从元宵节开始到清明节结束；第二轮，
从六月六日土地节开始到中秋节结
束。村民们那种豪爽、仗义、大方、热
情、文明的乡风，让教师们感动不已！
于是，教师努力、勤奋教学，学生用心刻
苦读书。辛勤的园丁们，先后为北屏村
培育出了许多优秀儿女，为国家培育出
了许多优秀人才。

斗转星移 ，沧桑变幻。自2003年
开始，因地质灾害之因素，省政府要求
北屏村大搬迁。到 2007 年为止，全村
只剩下 980 人口。大部分村民都分别
搬迁到了本县的罗坪镇、新宁镇和永修
县、瑞昌市等地安家落户。从此，北屏

藉的教师们也分别调离而远居他乡。
北屏村因人口的大幅度迁移，现如今，
全村没有一个教学点，幼儿园、小学都
要到鲁溪集镇上就读，也给村民们带来
了许多的不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
们情不自禁的怀想着过去北屏山上的
教育盛况。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北屏村大搬
迁过去了十几年，远离家乡的教师们对
于北屏山可谓是魂牵梦萦，难以忘怀。
尤其是难以忘记乡亲们的深情厚意；难
以忘记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留守
在北屏山的村民们对于远离家乡的教
师们又是念念不忘，忘不了教师们那些
忙碌的身影、亲切的笑容。尤其是难以
忘记教师们为培育学生们而无私付出
的辛勤汗水和心思心血。

重阳节聚会重逢，大家感到格外亲
切。乡音土语谈旧事，眉开眼笑话家
常。昔日的老师，如今白发苍苍。大家
看到家乡修通了水泥路，村民们变富
了，村里人才辈出，心里非常高兴，特别
自豪。昔日的学生，成了如今的先生；
大家感到接力征程，任重而道远。纷纷
表示要向老前辈学习，不忘初心，努力
工作，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崛起而积
极贡献力量！

相聚北屏山
□ 柯善志

■新韵

秋风扑面，满脸尘
埃
走得越远，越能轻
易看清
骨子里深藏的浮尘
和不安，看清自己
无处安放的歧途。
山一程
水一程，无尽的旅
途里
山高水又长
那一年，山中匆匆
赶路
夜宿，绿荫满院的
寺庙
草木深深，山中无

日月
我把檐前滴水错听
成木鱼声
一夜无眠。弥陀寺
前
一行人，用山涧的
流水
净手，洗面。我掬
水饮了几口
流水无形，无法穿
心而过
但我仍奢望它纤尘
不染的凉意
能洗去红尘中的积
垢

过弥陀寺
□ 李烈明

□ 周锋荣

清 秋
□ 朱小毛

■月岁

□

戴
英
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