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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江亭

黄石历史文化故事黄石历史文化故事

H 鄂东风情
近日，趁着闲暇，我们几位驱车来到了大王

镇，再向南沿着乡村的宽敞柏油路前行，就来到
了朋友李老师的家乡、我们一直向往的古村落
李清湾，一睹这个古村落的风采。

李清湾紧邻大冶湖，与笔架山接壤，人口
近万。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部分古屋已被新式
楼房所取代，但依然有64栋古屋保留着原貌，
分别点缀在村落里，名扬一方。

走近李清湾，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座古
塔。李老师便打开话匣子，介绍道：“这座塔建
于道光二十年，塔呈八角形，塔身七层，高二十
四米。”接着，他又补充道：“为什么建这座塔
呢？据说，李清湾坐落在笔架山下，空有笔架
而无笔，则难出大人物，于是，就在风水先生的
建议下，修了这座宝塔。整座塔以底层不修塔
门而称奇，其形如矗立的笔杆，冲天而指，就像
一支毛笔搁在笔架上，其寓意深刻，尽显李氏
族人文儒治家之心，豪迈凌云之志。”听完介
绍，我忽地想起了四句诗：“十里李清九里烟，
一溪穿湾万户间。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
碧空天”。这里真是风景如画，人杰地灵。而这
四句诗，不就是李清湾生活画面的真实写照吗？

站在暗红色的古塔下，抬头望，对面起伏
的山峦，一峰突起，顶分五岔，酷似笔架，而这
塔恰好又与笔峰相对，像一支直插云霄的毛
笔，有笔有架，相映成趣。加上凤山下的两个
山包形如一本翻开的书，塔下祠堂天井就犹
如一砚池，祠堂的附属建筑形如一方碳墨，共
同构成了笔架、纸、笔、墨、砚之意象，极具审
美价值。

李老师介绍：“李清湾，过去被称为‘九古奇
村’。这‘九古’包括古村落、古寺庙、古文化、古
城堡、古洞、古泉、古柏、古樟、古塔。据传，还有

‘古八景’，有笔架山、文峰塔、金鸡寺啼、犀牛望
月等。李清湾境内，溶洞众多，查明的洞穴就有
六座，九宫洞、千佛洞、老虎洞、戏子洞、无底洞、
石壳洞。这些洞冬暖夏凉，成了这村中人消暑
纳凉的好去处”。

李清湾祠堂，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有200
余年的历史。曾经毁于火灾，后又重建，建筑面
积2000多平方米，呈一进五重格局，外为马头

墙，中有天井，前有戏台，规模宏伟，古色古香，
2008年11月，在全国根土文化祠堂评选中，李
清祠堂被评为全国名祠。

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红十五军组建地旧
址。正门上方书写着“李氏宗祠”四个大字。正
门外，额头上醒目位置又书写着“红十五军组建
地旧址”九个鲜红的大字。据《湖北省革命烈士
英名录》记载：李清湾有65名烈士。于是，在李
清顺德堂建成时，专门开辟了一个红十五军纪
念馆，祠堂文化就以“古色”和“红色”为基调，进
门左侧大书“九古奇湾，魅力李清”，介绍了李氏
家族、图腾与文化、李清八景、人文传说、名家风
流。大门右侧，则写着“革命老区，革命摇篮”，
有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和军歌、有红十五军组建
地的展板、李清革命英烈的事迹介绍、还有李清
湾文人墨客、书画大家的大雅之作。

在祠堂正厅，有两副对联，十分醒目、大
气。一副写的是：“夏官绵世祚在虞为理在商为
李百代渊源流雉水；周史振家声到汉而侯至唐
而王千秋阀阅焕龙门”。这副长联介绍了李氏
的根源与发展。另一副对联“一万丈光芒无敌
仙才跨骏马；五千言道德大成至圣叹犹龙”，写
的是诗仙李白和老子李聃的故事。文采斐然，
折射出不凡的文化底蕴。

走出祠堂大门，望见旁边的一条路上，已经
兴建好了一条红军碑林长廊。南望，对面山峦
郁郁葱葱，山如眉黛，那条国家级登山步道正穿
云而去，而李清湾正在这青山碧水的怀抱里静
静地栖息。古色、红色、绿色，恰好构成了这古
村落的底色，给这个充满魅力的古村落增添了
几分神秘。

走出李氏宗祠，走进村子去寻访老屋。走
在曲曲折折的幽深逼仄的小巷里，那鹅卵石与
青石板铺就的小路，贯穿整个村落，感觉村子像
个迷宫，但巷子又处处相通，七弯八拐终有出
口。脚下清一色的石板路，被踩踏得溜光锃亮，
记录着古老的印迹。

我们便来到了一古屋——连九堂。望去，
呈砖木结构，二层建筑，青砖外墙，布瓦，过厅
内设木影壁一道，阻挡着室外视线；内部中央
设有天井，天井檐下四周设精美轩顶，出檐深
远。堂屋前部朝天井开敞，后部为木板壁，其
后为隐蔽过道，通往两侧房间。正堂挂李士彬
题“花映青苔”金匾一块，侧厢墙面有墨绘四

幅。尽头连二房屋，屋内书有“秋雨”、“南水”
四个斗大篆字，显得古朴高雅，彰显了房屋主
人的文化涵养。站在屋外，静观古屋，感觉这
里的每一块砖瓦似乎都在述说着一些陈年旧
事，述说着岁月的沧桑。那斑驳的墙面，那老
式的几案，那屋内的天井，似乎隐藏着许许多
多的故事……

离开古屋，在一小巷的折角处，发现了一
口古井，环状的井圈是用整块巨石雕凿而
成。石质的井沿边缘已被磨蚀得呈不规则的
锯齿状，留下了深浅不一的绳索的印迹。这
是悠悠岁月里数代人使用的物证。青砖垒成
的井壁，砖缝里的青苔密布其间。几片沾满
氤氲之气的枯叶散落井旁，古典气息里泼洒
出湿淋淋的水气，依稀可辨。井沿旁卵石铺
就的小路，被来来往往担水的人踩踏，呈现出
一种光滑与圆润状态，在时光里静静地沉淀
出一种沧桑感。

离开古井，来到了村中的一条小溪旁。远
远望去，整个古村落静静地躺卧在这条穿村而
过的小溪边。近观溪流，溪水薄薄的，清流如
镜，溪底石块间泛起白水花，几只芦花鸭扑腾着
翅膀在尽情嬉戏。站在石桥上溯流而望，缓缓
流淌的溪水就如同一条漂浮的玉带，从远处飘
然而至。整个古村落，无不充分体现了“以山为
本，以水为魂”的建村理念，彰显着先辈超前的
思维与博大的智慧。

山边幽谷水边村，曾被疏花断客魂。漫步
在李清湾，这里山清水秀，小桥流水人家，好一
派江南水乡的味道，我依稀可以感受到这里昔
日的繁华与风韵，如今这里保存着的古井、古
塔、古石板路、古屋，还有一棵棵古树，已然成了
李清湾社会变迁的活化石。古人云：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初次踏访李清湾，我发自内心地感
受到了李氏祖辈的不凡，并由衷赞美李氏先祖
的大智慧，他们将家族扎根在这个依山傍水的
富庶之地，让自己的子嗣们在这块土地上安居
乐业，不断繁衍生息；我也由衷赞美李氏的后
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红十五军的
革命洪流，将星星之火在这块圣洁的土地上点
燃，甚至献出生命。李氏后代的壮举，光耀万
代，将为历史永远铭记。我更由衷感怀这个古
村落，它窖藏着悠悠岁月，蕴藏着厚重文化，珍
藏着绵长历史……

巍巍幕阜山，滔滔富河水。
阳新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千年古县。阳新大地浸染了无数
先烈的鲜血，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
时期牺牲了20万英雄儿女，登记在
册烈士11238人，被誉为“烈士县”，
同时也走出了王平、贺俊侦、梅盛伟
等9位开国将军，为中国革命作出
了巨大牺牲。1957年10月，彭德怀
将军给阳新烈士陵园题词：“先烈之
血浇成革命之花。”

红色是阳新的根脉。苏维埃
时期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战役发
生地、烈士就义地遍布阳新，一座
座红色地标见证那段血雨腥风的
历史。

龙港红军街全长800余米，宽
5米，街道蜿蜒曲折，古朴典雅，街
道两旁为两层单檐砖木结构瓦
房。这里遗存有彭德怀故居、鄂东
南苏维埃、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等15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鄂
东南苏区“48”大机关所在地，积淀
了深厚的红色气质，被誉为“天然
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龙港红军墓林埋葬了3011位
红军战士，这些战士是湘鄂赣边区
贫苦农民的儿子。当年，妻子送新
郎、父母送儿子来当兵，抛头颅、洒
热血，献身于正义事业。有人在烈
士墓前驻足观看，发现烈士其实多
数是20岁上下的孩子，他们发问：

“家家都有孩子，烈士的父母怎么
舍得呢？”

“红军村”龙港岩泉村有厚重的
红色底蕴，遗存有红五、八军后方留
守处、鄂东南苏区后方医院、电台、
石印局等重要机关所在地。还有红
军井、红军田、红军墓林等。

位于阳新县城的鄂东南烈士陵
园，占地427亩，主体建筑由纪念
碑、纪念堂、纪念馆等组成。烈士纪
念堂有432名烈士生平事迹、1276
名鄂东南红军失散人员名单、709名
工农兵积极分子名单。

战争硝烟早已散去，但革命烈
士的英名永载史册。

一份份史料、一件件文物就是
一把把钥匙。当我们看到展厅摆
件，可以穿越时空了解到摆件背
后故事，追问和解读到历史真
相。我寻找阳新烈士来源构成，捧
读阳新英烈名录，了解红八军、红
十五军、红三师到底牺牲了多少
人，发现其实地方赤卫队、工农兵积
极分子、党员干部牺牲人数比红军
人数多，这个信息对解读阳新革命
史帮助很大。

阳新的红色故事，是一部苦
难史、抗争史，表达了阳新革命者
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历久弥坚。

旧中国饱受欧美列强的侵略
和蹂躏，一直处在积贫积弱、山河
破碎、民不聊生的状态。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北京爆发“五四”运
动，在阳新社会各界中产生很大
影响。阳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
播最早，也是党领导农民运动发
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对中国正确
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丰
富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
阳新在外求学的学生中，一部分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柯少轩、罗伟、柯松涛、何时
英、郑乃序、曹振亚、华鄂阳等是阳
新最早的共产党人。罗伟、郑乃序
等入党后，在武昌抚院街的“阳新
学舍”成立了阳新旅汉同乡会，参
加的还有黄凤吉、李执中、朱修文、
陈珍等近 30人，这为在阳新传播
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在干部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1925 年春，阳新第一个党小组下
畈党小组成立，党员仅8人。1926
年8月，在县城新新茶楼召开了全
县党员代表会，罗伟当选阳新县第
一任县委书记。到 1926 年底，县
工、农、青、妇等四大群团组织全
部建立，大多数区、乡、村也建立
相应组织。县委开办了阳新农民
运动讲习所和工人运动训练班。
工会会员、农协会员受到教育后
更自觉更英勇地投入工农革命运
动，革命烈火烧遍富河两岸、大幕
群山。在龙山、福丰、湖市地区革
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总工会把
斗争目标指向“十三行”“三庙”

“三堂”。以朱仲炘为首的反动派

制造震惊全国的阳新“二二七”惨
案，成子英、石树荣等9人葬身火
海。惨案发生后，董必武、毛泽东
先后派兵镇压反革命。到 1927
年初，全县建立了 35 个党支部，
党员 500 余人；区乡村农协组织
1258 个，农协会员 291400 余人，
为全省之冠。在党的组织下阳新
人民奋起反抗反动势力夏斗寅清
乡的行为。

党的“八七”会议后，党领导
阳新人民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
路，成功地实现了武装割据，先
后建立了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
鄂东特委、鄂东工农革命委员会
和属湘鄂赣省委领导的中共鄂
东南特（道）委、鄂东南苏维埃政
府，进行了土地革命，百万劳苦
农民分得了田地，掀起了声势浩
大的“拥红扩红”运动，先后组建
了红 12 军、红 8 军、红 15 军、红
三师、赣北师、河北师、龙湖瑞独
立团和数十万工农赤卫武装，粉
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
围剿。鄂东南苏区遍及鄂东、鄂
南、赣北、湘东北的21个县市，人口
600余万，方圆八百里，与鄂豫皖、
湘鄂西、湘赣互为掎角，与中央苏
区南北呼应，威逼武汉、九江、岳阳
等沿江重要城市。在消灭和牵制
国民党兵力、减轻其他苏区压力、
策应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以及中央红军长征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开
展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加强了党
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工
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建设。还
建立了鄂东南兵工厂，建立了规模
庞大的红军医院，这些进步的工
作，曾受到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赞扬。

1937年“七七事变”是日本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经过十
年土地革命的阳新苏区军民对同
国民党合作抗日策略一时难以理
解和接受，思想上有抵触情绪。
但在党的正确领导和耐心教育
下，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入城乡积
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动，促使
了全县爱国主义高涨，激发阳新
人民积极开展支前运动。

1938年6月，战斗在九江以东
地区打响，第九战区决定在阳新修
筑三条防御工事。命令下达后，阳
新动用1万余民工仅用1个月时间
便完成各工事的修筑任务。接着又
转入修筑飞机场的战斗。7月，战争
推进到九江，边境部队日益增多，阳
新人民帮助中国抗日部队顺利渡过
富河和搬运装备，保证部队顺利及
时到达指定位置。10月17日，阳新
县城沦陷，日军侵略军开始对阳新
进行长达7年的统治，罪行罄竹难
书。1938年10月，在泉口明村，日
军肆意奸淫妇女，激起民愤，明昌
仁、明安高等37人准备抗日，被日
军发觉拘捕，全被刺刀杀死后焚烧
成灰。日军“以华治华”扶植傀儡
政权、“以战养战”掠夺经济资源，
推行奴化教育。

1938 年 11月，发生项家山惨
案，阳新、大冶两县党组织遭到极
大破坏。但阳新共产党员没有被
日军的大军压境和地方反动派的
屠杀吓倒，积极联络失散的同志，
努力寻找组织，前赴后继，坚持抗
日斗争。1942年 5月新四军五师
十四旅主力渡江挺进鄂南，开辟了
阳大、阳瑞、阳通抗日根据地或游
击区。在日伪顽的夹缝中，阳大根
据地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阳大
县委决定组建了阳大抗日武装
——阳大支队。1942 年夏，为了
扩大抗日力量，对“金海王”国民党
挺进军第二十支队长程荆门进行
深入的统战工作，同意由共产党、
国民党和地方绅士三方面人士在
大王殿建立“三三制”抗日联合政
府——阳大政务委员会。1944年
11月9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由王
震、王首道率领从延安出发，执行
南下作战，开辟新根据地的战略任
务。1945年 2月 24日凌晨3点到
达阳新，27日翻越宋家山后离开
阳新，26日在大田畈同尾追的日
军厮杀。

阳新红色基因成色饱满。阳新
人民在血海中走过的铿锵坚定的步
伐让世人震撼，为建立新中国贡献
了阳新力量和智慧。

热血阳新
○ 盛平

大暑一般在三伏天的中伏前后，经过小暑
的酝酿，热到此时已至极点。尤其是晌午过后，
暑气蒸腾，将一桶水泼在水泥地上，能听见“嗤
嗤”的响声，间或，还能看见一缕缕缭绕的白
烟。人从上面走过，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地面挥
发的热气。

这种热不独人吃不消，连庄稼亦觉得难以忍
受。海面上的台风徘徊、观望了许久，眼见着小暑
已经远去，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尝试登陆，却难得有
登陆成功的时候，于是，那热不免又添了几分。地
里的蔬菜、瓜果都蔫了，农作物需要灌溉防旱，正
如人需要丝丝清凉一样。

小暑吃黍，大暑吃谷。南方的农村旧时以
种双季稻居多，而早稻收割与晚稻插秧差不多
都集中在七八月间。大暑后几日，长辈们从秧
田里将稻秧捆扎利索，放在箩筐或者编织袋里，
一担担挑到稻田里进行栽插，常常一忙就是好
几日。

若是逢着晴天，太阳将水田变成一口蒸锅，一
脚踩下去，水都是热的，甚至是烫的；若是逢着阵
雨，空气沉闷，一声雷响，天色乍变，人们还来不及
逃离，早已被滂沱大雨淋了个通透。那时的生态

好，农田里有蚂蟥，还有水蛇，胆小的都不敢轻易
下田。那时的孩子懂事也早，打五六岁起，就会主
动跟着大人一起在田里劳作。

几个孩子聚在一起时，会互相比赛，看谁的秧
苗插得又快又好，这时，就算大人们在旁边再怎么
规劝，让他们歇一歇，以免累着或者中暑，他们都
听不进耳朵里去。待到忙完之后，脸上涂满了污
泥，坐在田埂上，任晚风吹乱头发，还自觉颇有侠
者风范。

“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这个时节，
同骤雨和地气一样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萤火虫，
但萤火虫也怕热，白日里避暑于草丛，只敢在夜间
出没。物既如此，人又何能免俗？

若说小暑的避暑是为了追求享受，那么大暑
的避暑则是一种生理需求了。好在如今科技发
达、电能充足，就算室外已经变成了大火炉，人们
仍可以躲在空调房里，喝着冷饮，吹着凉风，但古
人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古时候没有电，更没有空
调、电扇，想要避暑，就得自己找法子。茂林修竹，
池塘水库，哪里凉快就往哪里跑。

观古人行状，与水为邻是避暑的首选方式。
有的临溪而坐，有的枕水而居，有的躲到桥洞下、
水阁旁，有的轻棹扁舟，在田田的荷叶中间戏水
取凉。

林与塘向不可分，除了避暑湖塘，古人避暑松

冈的也不在少数。山中有浓荫，可以捕捉自然
风。“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
洒松风。”当此炎夏，斯文人亦顾不得形象，赤裸着
上身，憩于山石松木之旁。

也有一二境界高的，哪儿都不去，因为他们笃
信一条原则：心静自然凉。“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
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类高人以白居
易为首，消暑不问风，只问心。不过从浩瀚的历史
长河来看，人还是凡俗的居多。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因为热，连平素
懒散惯了的人也一改慢吞吞的习性，人人避暑走
如狂。大暑未过，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必须出门时
必然行色匆匆，恨不得腋生双翼，想去的地方倏忽
而至。行走匆匆，读书也匆匆，看两页就放下书擦
一把汗，就连睡眠也是匆匆，难以长久。好脾气的
人忽然变成了炮仗，一点就着，嗓门也较以前来得
响了。

当然，大暑给人的感觉也不都是痛苦的。很
多人的记忆里，或许都保留着这样的画面：入夜时
分，吃过了晚饭，一家人端着躺椅、凳子来到院子
里，与满天繁星两两相望。萤火虫的微光与灯光
互相交缠，大人和孩子促膝长谈，生活贫苦，却挡
不住满盈的笑意和知足。这样回忆温馨而欢愉，
这样的大暑虽热却难忘，只是太过匆匆，匆匆到让
人都来不及珍藏。

大暑匆匆
○ 潘玉毅

古村李清湾探幽
○ 皮文龙

H 节气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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