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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武阳桥袁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
是野长征第一桥冶遥 那是 1934 年 10 月 9
日罗炳辉军团长率领红九军团长征出
发时经过的第一座桥遥

其实在武阳围袁还有一座鲜为人知
的石拱桥袁它位于老 206 国道旁遥 那是
一座跨越绵江河支流的明代石拱桥院桥
身长约二十余米袁宽约四米袁呈圆拱形遥
石拱桥跨河而立袁拱桥两头的桥墩是用
一层层红条石堆砌而成袁桥梁圆拱也用
一块块红条石拼接袁条石与条石之间并
未使用任何砂浆粘结遥 桥面用长条红石
和鹅卵石砌成一个个台阶袁至今台阶基
本磨平了遥 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袁石
拱桥依然完整屹立袁犹如一道彩虹飞架
在小河两岸遥

明嘉靖壬寅年渊1542冤袁赵勳渊广东
番禺人冤任县令时邀请林有年渊福建莆
田人冤编纂了第一部官方历史典籍要要要
叶瑞金县志曳袁在这部县志的第一卷桥梁
津渡篇中记录了瑞金境内最早的四座
石桥袁分别是院云龙桥尧通济桥尧罗溪桥
和武阳围桥袁 但通济桥和罗溪桥已废袁
现在仅剩云龙桥和武阳围桥遥 关于武阳
围桥袁明代县志这样记载院

野武阳围桥袁 县三十里遥 邑人钟仪
霄尧危孟纪建石桥遥正德八年袁知县叶继
本重修遥后圯遥嘉靖辛卯袁霄之子文表尧

孙近治募众重建遥 冶大意是院武阳围桥袁
距离县城 30 里遥 本县人钟仪霄尧危孟
纪最先出资修建石桥遥 在明朝正德八
年渊1513 年冤袁知县叶继本渊广西临桂
人冤出资重修遥 后来又塌坏袁到明朝嘉
靖辛卯年渊1531 年冤袁钟仪霄的儿子钟
文表和钟文表的孩子钟近治袁 牵头出
资并向大家募捐袁 重新修复武阳石拱
桥遥 全文 48 字袁真实记录了钟仪霄一
家三代及危孟纪尧 知县叶继本修建武
阳围石拱桥的史实遥 客家人向来乐善
好施袁只要有能力都愿做修桥补路尧行
善积德之事遥

武阳围是我的家乡袁该邹姓先祖是
早在宋代就迁入瑞金的客家人袁是瑞金
十大较著姓之一遥 邹姓迁瑞始祖惟允
公袁 于宋仁宗庆历年间 渊公元 1041-
1048冤由吉水县迁入武阳围遥 邹氏先人
吃苦耐劳尧勤俭持家尧与人为善袁加之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条件袁
自迁入瑞邑后邹氏后裔人丁兴旺袁后
分散于谢坊尧壬田尧九堡等地遥 因武
阳围坐落在绵江河畔袁水路运输交通
便利袁 很早便自然形成一个乡村集
市袁 吸引周边村民前来交易农副产
品遥后来武阳围圩逐步形成包括壬田
圩尧 九堡圩在内的瑞金三大圩镇之
一袁且市场繁荣尧商品丰富 尧商贾云

集遥 为方便周边村民往来袁所以早在
明代就在这里修建了石拱桥遥该桥也
是当时联结瑞金通往会昌尧 寻乌尧梅
州的重要通道遥 1929 年袁朱毛红军从
井冈山下来袁途经寻乌尧会昌过来就
是通过这座石拱桥前往大柏地袁伏击
尾随之敌刘士毅两个团袁取得红军成
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遥 1933 年 5 月袁
毛主席在武阳围召开三省十八县春
耕生产动员大会遥 1934 年 4 月袁毛主
席到会昌粤赣省苏检查工作袁也多次
从这座石拱桥上经过遥 1934 年 10 月
9 日凌晨袁由罗炳辉军团长率领的红
九军团袁从野长征第一桥冶过来袁也是
经过这座石拱桥前往会昌集结的袁可
见我家乡的石拱桥见证了中国革命
的辉煌历史遥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阳人袁从小在武
阳围读书袁每天上学尧放学都要步行从
这座石拱桥上经过遥 清清的河水尧悠闲
的小鸭尧欢快的鱼儿噎噎常常令小小少
年的我欣喜尧驻足遥 我初中毕业后就读
师范学校袁 师范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
书袁那时我经常推着自行车从石拱桥上
经过袁村民和学生遇见我都热情地问候
说野邹老师好浴 冶武阳围石拱桥袁它洋溢
着浓浓的乡愁袁留下了我童年和青年时
代的许多美好回忆遥

每天清晨袁在渐亮的天光里打开手机袁看看新闻袁
关注疫情的变化遥 每一个好消息的到来袁都让我心里充
满喜悦遥

闲居在家袁小心呵护着这段特殊的日子袁看书尧网
上授课尧室内运动尧育花袁或是坐在阳台看着远方发一
会儿呆噎噎虽然生活与往常不太一样袁 但是每一天都
充实而温暖遥

春暖花开的日子袁在千千万万逆行者的努力中袁正
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遥

留胡子
这些天袁足不出户袁胡子也懒得刮遥 和龙儿视频聊

天时袁龙儿笑着说袁你的胡子长得像爷爷了遥
妻说袁快剃了吧袁胡子把抓的袁难看遥 若是朋友见

了袁还说你不修边幅袁变了个人似的遥 平时是一个清爽
人啊袁怎么一下子邋遢了遥

我笑了笑袁对妻说袁特意留着的袁找一找往年留胡
子的感觉遥 个中情由袁只有我自己清楚遥

当年袁我和父亲尧爷爷一样袁满脸都是胡子袁一天不
刮袁就摸不着脸了遥

记得上高中时袁嘴巴上就开始黑黑的袁当时怕人笑
话袁每天对着镜子袁偷偷地拔胡子袁龇牙咧嘴的样子袁至
今记忆犹新遥

后来读书袁看到野白面有须冶竟然是古代美男子的
标志袁 就开始爱护自己的胡子袁 每天用剪刀细心地修
剪遥 有时候甚至想袁什么时候能像关云长那样袁也能美

髯飘飘该多威风啊!
翻开老照片袁 我的影像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黑黑的

胡子袁现在看起来袁倒觉得很酷的遥
后来工作了袁才把胡子剃掉遥
一剃袁就过了这么多年遥 而今袁看看渐渐长起来的

胡子袁心里竟然生出许多的慷慨情怀遥
荆楚大疫袁全国驰援袁一些医生尧护士为了方便穿

戴防护服袁竟把自己的长发都剪了袁有些年轻姑娘甚至
剃成了光头遥 在我看来袁她们没有了齐腰美发袁却有了
刚毅凛然袁像是冲锋在前的战士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甚
至生命筑起了防疫屏障遥

闲居在家袁守护着这份难得的平静袁我愿意为她们
留起胡子袁等疫情散去袁等她们凯旋袁我再剃胡子遥

留胡子与战野疫冶似乎扯不到一块袁听起来有些不
可思议袁但闲居家里袁每天为前方人员的奉献而感动袁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遥 就让我用这样的方式袁 向他们致
敬遥

观窗外

趴在窗口看看外面袁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的常态遥
开春下了一场透雨袁雨水滴答滴答顺檐而下袁给人

寒意袁给人沉闷袁也给人思考遥 热爱生活的人们坚信院风
雨之后将现彩虹!

雨后放晴袁 天空果然一碧如洗袁 大地变得朗润起
来遥 光亮亮的暖阳袁随着徐徐春风袁洒了满院遥

大街上袁人流稀少袁偶尔有车辆呼啸而过袁特别是
救护车的声音令人揪心袁其余时间就显得冷冷清清遥 有
些店铺拉起了卷帘袁似开未开袁失去了往日的热闹遥 在
非常时期袁为了抗疫袁这样也好袁让人省心遥

窗外袁每天却能听到洒水车在劳作袁喇叭里播出
的音乐格外清晰尧动听袁令人温暖遥 街道上的清洁
工袁依然坚守岗位袁给这座城市美容遥 有的拖着扫
把袁打扫落叶曰有的挥舞铁铲袁清除垃圾曰有的手握
水管袁冲洗淤泥噎噎他们配合默契袁行进在街道上遥

因为戴着口罩袁看不清他们的面容袁也听不清他们
的话语袁但他们的身影袁使这个庚子的春天更显靓丽袁
更具风采遥

我趴在窗前袁看着外面的风景袁任凭带着凉意的风
拂过面庞遥 在这样的时期袁街上还少人走袁趴在窗前的
我成不了别人眼里的风景袁但我的眼前却处处是风景袁
心里充满的是希望和感动遥

寒冬很快会过去袁春暖花开的日子必将到来浴
闲居在家袁怀着平静的心袁怀着满腔的情袁让希望

穿云破雾袁在春天里慢慢绽放遥

致红玫瑰
渊外二首冤

阴曾祖标渊市文联冤

悠悠的清香袁
鲜红的颜色袁
你真的是非常美遥
为一睹你的芳容袁
多少人伸长脖子袁
并为你的美而深深陶醉遥
那天袁
你要送我一枝带露的新蕾曰
我没有迎上前去承接袁
相反袁本能地往后退噎噎
呵袁我想袁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钥浴
何况那枝条上的刺袁
分明是带刀的士卫遥
我们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袁
缪斯说院
距离才真正产生美遥

车 灯

夜幕降临袁
来往的车辆都亮起灯袁
睁大着自己的眼睛遥
过桥时迎面又来了一辆袁
为安全起见袁
双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曰
渊即切换近尧远光灯冤
然后礼让对开袁缓缓而行遥
顺利通过后袁
则加大马力各奔前程噎噎
呵袁我想袁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事情袁
何必大眼瞪小眼
各不相让袁
互相较劲钥浴

火 柴

野嚓冶的一声袁
你燃烧着自己袁
也照亮了别人遥
但是袁
当你来不及点燃潮湿的柴草袁
便熄灭了火星遥
你是否觉得遗憾钥
是否会郁结下沉重的心情钥

居家情怀
阴刘修庆渊合龙初中冤

留得住乡愁的石拱桥
阴邹文芳渊市政协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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