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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地名故事故事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革命老区，为革命做出过怎样的牺
牲？看岳西就知道了，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岳西县牺牲的烈士达38000人！

38000人，是什么概念？现在的岳
西县，总人口也才40万左右。在革命
的火种播撒到大别山区之前，今岳西县
所辖区域，人口至多十几万而已。也就
是说，当时在这片土地上，每四个人之
中，就有一人为革命烈士。

38000人，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
命。他们的父母妻儿，必须承受白发人
送黑发人、青年丧偶、幼年丧父所带来
的巨大痛苦。

然而，老区人民的牺牲，远不止如此。
如果您看过 1996 年上映的电影

《大转折——挺进大别山》，一定会注意
到一个白底黑字的标语：“一家通共，
五门杀绝！”

很难想象吧，就在70多年前的中
国，居然还存在“连坐制”。这并不是
电影虚构的剧情，彼时的大别山区“五
家连坐”是真实存在的。如此落后残酷
的手段，并不是某个地主老财的主意，
而是出自白崇禧。所谓“国防部长”

“陆军一级上将”“小诸葛”，法治思维
还停留在两千多年前，这样的国民政府

还能有什么前途？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落后的

手段，短时间内确实能起到制造恐怖的
作用。更何况，还有一帮子“保安团”

“小保队”盯着老百姓，随时准备执行
严刑酷法。众所周知，这帮乌合之众是
干别的不行，欺负老百姓一身劲。

大别山区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革命
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
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已经为革命
做出过巨大牺牲的大别山区群众会如何
回应“红军回来了”。电影中有一段让
人潸然泪下的剧情，是刘邓首长与一位
老者的对话，就很好地刻画了当时大别
山群众的复杂情感。

老人面对刘邓首长时，并不十分热
情，只是用力编着草绳，借此掩饰心中
的感情。因为，“你们每走一回，乡亲
们都要遭一回殃啊。村头那片坟地，你
们都看见了？”“我知道你们是红军，可
乡亲们怕啊。”他的儿子和儿媳，便是
被反动派活埋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第一个站出来愿
意借锅给解放军。老人知道红军是怎样
的队伍，他爱红军。

有群众像那位老人一样，并不畏惧
白色恐怖，这值得钦佩。也有群众，怕
了，躲起来，这也不应该被过分苛责。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要做的是，让群众
心甘情愿地信任解放军、支持解放军，
就像当初他们心甘情愿地信任红军、支
持红军。

“老乡们怎么相信，我们就是当年
的红军呢？”要做到这一点，维护纪律
当然很重要。

尽管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
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补给十分困难，
因为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严重，但是刘
邓首长始终坚持：不论怎么困难，革命
纪律不能丢。他们不仅一再强调“抢打
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
强奸妇女者，枪毙。”三项铁律，还规
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
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电影中另一段让人泪目的剧情，是
一个真实的故事：1947 年 10 月 13 日，
黄冈总路嘴镇，为了躲避战火，许多人
逃离了集镇，街上的店铺也纷纷关门歇
业。因为商店都没有开门，急于获取物
资的“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
良，从无人的店铺中拿了布和粉丝，但
是，没有付钱。事发后，虽然店铺老板
和当地群众纷纷为赵桂良求情，但战功
卓著的赵桂良还是因为触犯铁律的行为
被执行处决。对赵桂良，刘邓首长十分
不舍，但他们知道纪律必须要执行，任
何人不能例外，因为“老百姓不是命中
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是啊，哪里会有什么命中注定呢？
人民对革命军队的爱，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是革命军队用铁的纪律、铁的作
风、铁的素质和无数牺牲换来的。

重温了红色经典影片，该说到本文
物了。

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知道，刘邓
大军在大别山取得了计划中的胜利，如
同一把尖刀刺进了国民党的心脏。

胜利，来源于优良作风，以及优良
作风赢得的民心。大别山区的人们，信
任并支持着解放军，如同十多年前信任
并支持着红军。而本文物，刘邓大军所
留下的借米条，既是这作风的见证者，
也是这民心的见证者。

专家说文物：

“1948 年 2 月到 3 月间，刘邓大军某
部三小队驻扎于岳西县和平乡，并设立了
临时医院。这两张借米条，分别是三小队
政治部、医院出具。”大别山烈士陵园管理
所原所长储国胜介绍说，这两张借米条在
解放后岳西县政府均已兑现偿还。

储国胜说，岳西是具有光荣传统的
革命老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党
的领导下，岳西人民参军参战，踊跃支
前，共有 38000 余人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
战争时期，岳西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千
人。许多地方出现了父子参军、兄弟参
军、全家参战、妻送夫、母送子的动人
场面。岳西鹞落坪的沈家才父子 3 人、
沙村河的刘汝聪兄弟4人及汤池畈的储
道衡兄弟3人都参加了红军，革命热情
非常高涨。正是由于人民支持，红军兵
员才不断得到补充，坚持发展和壮大。

储国胜还介绍，抗日战争期间.岳西
民众节衣缩食，支援抗战。据史料记载：
仅 1939 年 5 月，全县共捐汗衣 1000 件、
军鞋 500 双。1943 年 8 月，岳西民众捐
献，购买一架飞机，被省政府命名为“岳
西号”，以彰显岳西民众的爱国精神。解
放战争期间，岳西人民继续发扬革命传
统，为刘邓大军筹粮款，送情报，作后
勤。据统计 1947 年 10 月至 11 月，岳西
县共向刘邓大军捐款5.9亿元（按法币计
算），上交粮食 156 万斤，筹集冬季棉衣
5000 套，捐献布鞋共计 6 万余双。使刘
邓大军三纵在大别山有了后方依托。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徐进群

大别山里的作风与民心
——刘邓大军借米条

潜山市黄泥镇，地处潜、怀、太三
县交界，有“一脚踏三县，一帆通四
海”之说。很早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
湿地，孔姓族众最早迁来，以插标为记
的方式抢滩圈地，继之高姓与金姓的祖
先也从远地迁来，共同在长河边围田造
屋，种稻捕鱼，使这里的村庄初具雏
形，山岗上的土橙黄色，故称“黄泥
岗”。明洪武元年 （1368） 前后，从西
竺寺一带迁徙而来的村民，开始在长河
旁从事商业经营，长河逐渐成为舟楫贸
易通商的港口，因而又名“黄泥港”。

长河源远流长，发源于湖北英山，由
上游的界岭河，经赵朴初先生家乡的寺
前河，越过太湖龙山宫，流经太湖县城到
黄泥，由石牌入长江，全长370华里。花
凉亭水库未修前，长河宽阔水深，可行船
渡竹筏。生意人把山里的木材竹器药材
茶叶送往城市，又把城市的工业品运到
山区。水上便捷的交通，带来了港口商
业的繁荣。到清道光年间，黄泥的人口

已逾3000，商店300余家，成了全省驰名
的古镇。有记载，黄泥镇在清康熙二年
（1663年）开业的同仁堂药店，比享誉中
外的北京同仁堂还早呢！在水运昌隆的
年月，这里风光无两，河面上林立的帆影
和河岸上一字排开的南北商号互为映
象，共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繁华宣言。

“日有千人买卖，夜有万盏灯火。”因而有
“小上海”“二苏州”的美誉。

老人爱坐茶馆，是黄泥古镇一大遗
风。老街上还有好多家茶馆。每天上午
10时许，周边的老人风雨无阻，陆续来
到茶馆，花上几毛钱，泡上一壶热茶，
或以几片生姜当茶料，或吃上几根油
条、麻花，“叭嗒、叭嗒”地吸着黄
烟，滋滋有味。老人边呷着大碗茶边聊
天，海阔天空，谈天说地。奇闻轶事，
家长里短，手头收入，无话不说。

多少年来，黄泥人引为自豪的就是
镇上“四员”多。黄梅戏演员、营业员、炊
事员、供销员，远近都有名气。1949年4

月，黄泥镇率先成立黄泥文娱组，在大军
渡江时，宣传鼓动有功，受到嘉奖。1957
年，镇业余文艺骨干汪亚英先生挖掘整
理的古典舞蹈《十二月花神》，晋京参加
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据考
证，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这段舞蹈的记
载，到了清乾隆年间，就以完美的音乐舞
蹈形式在民间流传。如今，它已被列入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泥镇炊事员最拿手的是蒸渣粉
肉。渣肉粉的精细，八角等作料的配制
等，都有讲究。在餐桌上，如吃渣粉
肉，总以黄泥的作为评判口味的标准。
至于做生意买卖，更是他们看家本领。
很早以前，不少当地的商贩就漂洋过
海，到泰国、新加坡闯荡，定居在海
外，现在大多成为当地富商，回到家乡
被人们称为“华侨”。

在黄泥古镇漫步，让我留连并为之
感动的，不是那新建的高楼大厦，而是
寻常巷陌中带着沧桑且斑驳的古意。一

处庭院深深的人家，一座烈焰熊熊的打
铁炉，一块古色古香的招牌，让我感到
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
一些店铺还保留着原来的风味，木楼、
木板门、木板梯、雕花木窗，但多数已
改造成为富丽堂皇的楼房，铝合金窗子
装上绿色的玻璃，门面房用的是时髦、
牢固的卷闸门。

如今，黄泥古镇那条石板街已不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水泥街道，两边还
安上了自来水管。街道是平展了许多，
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遗憾是自然
的，好在修整街道只是改了它的外表，
并没有动它的筋骨，没有改变它的本
色。璞玉一般的街邻一如既往地在小镇
上忙碌着，悠闲自在地过着简单而快乐
的日子。 通讯员 黄骏骑

三县交界的黄泥古镇

本报讯 “能够在家门口看
到这样精彩的黄梅戏节目，真过
瘾！”连日来，一场场黄梅戏经典
曲目在潜山各行政村精彩演出，
为村民们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

“文化视听盛宴”，让村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精彩文化生活。

潜山市践行“文化惠民、
文化亲民、文化乐民”宗旨，
开展了 2021 年度“送戏进万
村”文化惠民工程演出活动。
今年该市“送戏进万村”演出
采取政府公开招标购买服务，
实现 164 个行政村“送戏进万
村”文化惠民活动全覆盖。

“我们要求演出单位结合潜
山农村实际，制定适应农民需
求、体现乡土特色、内容健康
向上、形式丰富多样、农民喜
闻乐见的演出节目单，按照演

出计划、数量要求、质量标
准，按时保质为每个行政村送
上一场正规演出。”潜山市文化
旅游体育局负责人介绍，为提
高文化惠民活动实效，对各中
标单位演出情况进行不定期抽
查，提升此项民生工程的知晓
率和满意率，不断丰富基层群
众的文化生活。截至9月上旬，
全市“送戏进万村”共演出了
151场次。

“黄梅好听乡音甜”。该市
通过“送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服
务平台将黄梅乡音传递给广大
乡村群众，也传递着勤劳、勇敢、
淳朴、善良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品质，为乡村振兴提供着源
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通 讯 员 朱 媛 媛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潜山：
送戏进万村 文化惠民生

减盐宣传核心信息

1、饮食中钠盐含量过高会引
起高血压，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
发生风险。

2、健康成年人每天食盐不
超过5克。

3、减盐需要循序渐进，可以
用辣椒、大蒜、醋、胡椒为食物提
味，逐步改变口味。

4、少吃榨菜、咸菜和酱制食
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5、购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
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低
的食品。

6、减少使用酱油、蚝油、豆
瓣酱、味精、鸡精、沙拉酱、番茄
酱等调味品。

7、盐可能隐藏在你感觉不
到咸的食品中，比如方便面、挂
面、坚果、面包、饼干、冰激凌等，
要警惕这些“藏起来”的盐。

减油宣传核心信息

1、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
生素E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
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
摄入过多会影响健康。

2、植物油和动物油摄入过
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
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
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3、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烹
调油摄入量不超过25克。

4、烹饪时多用蒸、煮、炖、
焖、凉拌等方式，使用不粘锅、烤
箱、电饼铛等烹调器，均可减少
用油量。

5、家庭使用带刻度的控油
壶，定量用油、总量控制。

6、高温烹调油、植物奶油、
奶精、起酥油等都可能含有反式
脂肪酸。要减少反式脂肪酸摄

入量，每日不超过2克。
7、少吃油炸香脆食品和加

工的零食，如饼干、糕点、薯条、
薯片等。

8、购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
养成分表，坚持选择少油食品。

减糖宣传核心信息

1、各人群均应减少添加糖
（或称游离糖）的摄入，但不包括
天然水果中的糖和主食中的天
然碳水化合物。

2、添加糖是指人工加入到
食品中的糖类，具有甜味特征，
包括单糖和双糖。常见的有蔗
糖、果糖、葡萄糖等。日常生活
的白砂糖、绵白糖、冰糖、红糖都
是蔗糖。

3、饮食中的糖是龋齿最重
要的危险因素，过多摄入会增加
超重、肥胖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患病风险。

4、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成年人每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
不超过50g，最好控制在25g以
下，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摄入
的10%以下。

5、婴幼儿建议喝白开水为
主，制作辅食时，也应避免人为
添加糖。

6、建议减少饼干、冰淇淋、
巧克力、糖果、糕点、蜜饯、果酱
等在加工过程添加糖的包装食
品摄入频率。

7、家庭烹饪过程少放糖，尝
试用辣椒、大蒜、醋和胡椒等为
食物提味以取代糖，减少味蕾对
甜味的关注。

8、用白开水替代饮料，人体
补充水分的最好方式是饮用白
开水。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成年
男性每日最少饮用 1700mL（约
8.5杯）水，女性最少饮用1500mL
（约7.5杯）水。 疾宣

三减三健之三减：
减盐 减油 减糖

刘邓大军借米条 叶可佳 摄

9月10日，村民在查看古树。怀宁县
雷埠乡曙光村韩上屋有一棵210年的古樟
树，在当地村民细心照料下，已经是越
发生机勃勃。这棵古树 2018 年被县林业
部门挂牌保护，树冠高度达到了十几
米，树干粗壮到三个人合抱都抱不住。
当地村民称它为“不老松”。

通讯员 檀志扬 蒋善模 摄

悉心守护

“不老松”

本报讯 9月5日晚，望江
县黄梅戏研究中心原创黄梅戏
《蔡仲贤》在望江县人民剧场彩
排。该剧经过层层遴选，在众
多剧目中脱颖而出，入选“中
国 （安庆） 第九届黄梅戏艺术
节黄梅戏新创优秀剧目展演”。

蔡仲贤，望江县鸦滩蔡家
大屋人，生于清同治年间，从
艺于弹腔，第一个融采茶调、
徽调、民歌小调为一体，逐渐
发展为自己风格的地方小戏
——黄梅调，被誉为黄梅戏开
山鼻祖，第一个开办黄梅戏班
社“长春班”；第一件黄梅戏唱
本手抄稿来源于他，列为市级

馆藏珍贵历史资料；第一个黄
梅戏女演员胡普伢是拜他门
下，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
是蔡仲贤的第三代嫡传弟子。
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源流》中
注：“截至目前为止，在所收获的
有关黄梅戏源流的材料中，早于
蔡仲贤的，尚未发现。”

近年来，安庆市、望江县文化
主管部门和望江县黄梅戏研究中
心把《蔡仲贤》列为重要创作剧
目，主创人员，几易其稿，认真打
磨，终于把黄梅戏开创宗师蔡仲
贤搬上戏剧舞台。

（通 讯 员 郁 华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望江：大型原创黄梅戏
《蔡仲贤》完成彩排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