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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肇的儒生本色
与家庭
卢肇从小“志在为儒，弱
不好弄”
。他不喜欢玩，
一生
都在读书，但后来贬官赋闲
以及晚年回到宜春，他的儒
生本色就显现出来了，好读
书，好山水，好田园。在厚田
“钓台烟雨”那里买了一大块
土地，当时为一片树林，
他常
请知府、知县去那里喝酒、聊
天。 他在洪江书堂山读过
书，也去仰山寺走过。还从
安徽宣城运回来一块石头，
有一丈多高，后世叫卢石，
辗
转到上世纪中叶全国解放时
期，放在鼓楼旁的胜利路。
因嫌碍事，被居民砸碎。这
都反映了他的儒生本色，他
一生都在读书，都在写作。
另外，他对佛教也感兴趣，
对
易经也颇有研究。卢肇的老
家现在还有这样的传说，说
他是仙鹤化身，经常飞回老
家与亲人团聚。他有八个儿
子，六个女儿，先后有三位夫
人，原配余氏，生有文秀、文
光、文标。孙氏二姐妹先后

诗 歌

明月姑娘
（歌词）

彭 勃
你回眸一笑，美得让人心慌
我卸下尘霜，
只愿陪在你身旁
秀水河畔的时光自在悠扬
那醉人的芬芳荡漾在心房

如登最高处

易重的女儿。两个状元联姻
竟然出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
的武将，真是一件令人称奇
的轶事。
卢肇有六个女儿，有两
个嫁给钟姓大族。据野史记
载，有一个女儿为南平王强
抢为妻，南平王钟传是江西
历史上唯一掌握了实权的王
(宜春温汤夏皇后之父夏协
死后追封为信王，只是名义
上的王)。钟传为现上高九
峰山人，
年轻时因打虎出名，
非常有勇力，后进入地方军
队，
唐末大乱时起事，
势压一
方，先后占领高安、袁州、抚
州、南昌等地，
逼迫朝廷封他
为刺史、节度使等官职，
最后
封南平王。钟传起事时抢卢
女为妻，说明钟传对读书人
很向往。抢卢女时，卢肇还
在世，卢肇知道，也应该认可

这个事，或者没有办法。钟
传封王之后，名正言顺地成
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当然，
钟传娶这个妻子后，也改良
了他家的基因结构。卢肇的
家庭大体上就是这样。
卢肇对后世的影响，主
要在赣西即古代的袁州府、
临江府一带，归纳起来有三
条：一是发奋苦读、百折不
挠的进取精神；二是为官清
明，受到当时的普遍称赞；
三是卢肇作为江西的第一
个状元，当地如宜春、新余
人民引以为傲，形成了激励
代代学子的状元精神和状
元情结。
卢肇的不足处主要有两
点：
其一有三分骄狂。唐文
宗开成五年，卢肇参加第一
次进士科考试时，有人问他

我真的没有
我只能和青石一起守住小巷
摁住第一缕春风
用第一朵桃花打包给你

字
冬天的年味里飘洒着你的名
字

地撒娇
把你的慈祥搁在我的眼里装
进相册里

而今天
你的名字让我刻在墓碑
看着你的名字只能默默去追
忆
不再能牵着我的手，搁在你
的臂弯
在冷冷的日子，将你的温度
传递
不再能看着你的笑，我懒懒

未来的日子
你的名字就这样定格
碑边那行行小字的簇拥
是我唯一的孝心
也让你的墓碑刻上我的小名
让你的念叨植入梦境
在这竹绿松青初秋时
在这香烛冥钱飞旋中
你的名字充满肃穆

千亩良田 百里荷花
我也没有
我只能用针穿一江清月
掬一把涛声
洗涤你一路的风尘

明月姑娘，我为你鼓掌
多少快乐我们一起分享
情在交融爱在回响
有你的目光就是家乡

与你相逢

芬芳裹抱
涌涨月华曲线
波光潋滟，浪花丈量彩船
星光如兽
漂洋过海，追逐呼吸
晚安，玫瑰
抱着地球入睡

我拿什么来爱你
（外一首）

周建好
万里江南

十里春风

彩虹横跨状元洲

雷水亮

佳名自上台

嫁给他，生了卢融、卢邈、卢
昌期、卢荣期、卢嵩期。五个
儿子中有卢文秀、卢邈考到
了进士。宜春的另一个状元
易重的女儿嫁给了卢文秀，
卢肇与易重成为儿女亲家。
卢邈则当到了江南道观察
使。 远比父亲的官要当得
大，应该是省一级的重要官
员了。曾孙卢绛也是个重要
人物，是五代十国时南唐的
宣州节度使，在北宋赵匡胤
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坚持不
降，后终为赵匡胤所杀。因
为赵匡胤要灭卢绛的九族，
卢氏家族人等四散而逃，一
部分跑到介桥，一部分跑到
外地。从此杨桥观光村没有
了姓卢的，
只有姓钟的，
自然
其中一部分为卢姓改姓而
来。有趣的是，卢绛亦是易
重的外曾孙，他的祖母就是

院前的老梅树
如期扯来一场雪
而我心中的火
正在为你扫出一条路

颜色烟火熏过
喧嚣骚动
呐喊就是四射的弹丸
驾雾腾云
抵达山川田园

从何而来，卢肇回称乃袁州
之 民 ，又 问 ：
“袁州出举人
耶？”卢肇答：
“ 袁州出举人，
亦犹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
稀矣！”龟甲一般只有八肋，
他自况为九肋，其倨傲自负
可见一斑。从他考状元回家
后写的诗句《成名后作》“
：桂
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
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
与乡闾年少看。
”也能看得清
楚。
其二是心胸不宽广。卢
肇考取状元后，对成应元太
守当年的“离亭”事件，写诗
进行嘲讽。那其实是成应元
个人交情请黄颇吃饭，成太
守有所忽略，造成了卢肇的
怨恨。成应元对袁州的科考
是有贡献的，他热心推荐了
宜春很多人才参加科考。这
很重要，
不能忽略。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
卢肇正史上无名?新唐史、旧
唐史都没有记载，原因有两
点。 卢肇诗赋虽然写得不
错，但还没达到同时期著名
诗人如小李杜（李商隐和杜
牧）的水平。文章写得也不
错，
但水平要落后于韩愈、柳
宗元、刘禹锡这些人。同时
诗文作品比较缺乏思想性和
人民性，高度上不去。其仅
有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也独
木难支，使其作品不能走入
历史人生的深处。长期待在
中下层，没有突出的全国性
的影响，
政绩不突出，
也是没
有能够列入正史的原因。
另一点是器识不够，缺
乏大志，
没有家国民族情怀，
不像陆游一样心在天山、身
老沧州。没有宏宽的眼光，
没有对中国大事的反应。当
时国家正处在动荡时期，藩
镇割据、农民起义、吐蕃边
患、宦官内乱，
人民的苦难和
民族危机都很深重。卢肇对
这些事都没有反应，他的见
识、胸怀、志向有所限制，因
此卢肇上不了正史，主要原
因就是这两个。
（根据宜春文
艺大讲堂讲座录音整理）
（全文完）

刘 密

明月姑娘，我为你歌唱
多少美丽我们一起点亮
爱在飞翔情在流淌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寂寞不露痕迹
将昼夜连为一体
如同皮影戏
在最暗的地方
映照灼灼光亮

电邮：yc_lsl7652@126.com

——卢肇的状元命运

你打马踏碎的群山
你长剑掀翻的稻浪
不是我的
我只种心灵的一片茶园
用青春的雨水为你煮一壶茶

丁 群

热线：0795—7091075

辑：雷水亮

散 文

你手捧吉祥，有大海的清香
梦打开翅膀，
朝着幸福的方向
明月山下的呼唤情深意长
那醉人的柔肠缠绕在胸膛

晚安，
玫瑰

编

一地的阳光很鲜嫩
万里江南早已脱下烟雨的长衫
只等你如一朵桃花飞临
说好了不扰三月的梦
你的裙子还是让阳光暗了一下
十里春风赶在百花之前
在你的笑容面前还是退了一步
一只纤纤素手
吻在我的手掌上
孵出一只精美的蝴蝶

你的名字
李竹兰
小时候
你的名字写在表格
一遍一遍
青涩的我捂住字迹
生怕伢子们亵渎叫开
你的名字充满神圣
长大了的时候
你的名字写在信封
一遍一遍
信封里裹着的全是思念
借着鸿雁
你的名字就是家的概念
春天的花绽放着你的名字
夏天的雨清凉着你的名字
秋天的稻浪上芬芳着你的名

随 笔

摄

我的启蒙老师邓近珍
熊 斌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按
照“就近办学，就近入学”政
策，
每个生产大队（现在的行
政村）都办了完小，
有的还办
了初中甚至高中，加上全国
正处“识字扫盲”的高潮，一
些大的村庄直接设立了低年
级教学点，我就是在我们村
庄的教学点认识邓近珍老师
的。
邓老师那时刚 20 出头，
长得非常清秀，尽管衣着朴
素，却丝毫掩盖不住她的聪
慧和灵气。一双大而有神的
眼里写满了女性的柔情，乌
黑粗壮的辫子彰显出村姑的
青春魅力。每每见她都是一
幅风风火火的样子，既不乏
女性的妩媚，又不少农村女
性的快捷和干练。可以说，
在我们那七村八落邓老师是
被大家公认的能干美女。
邓老师很热爱自己的
工作，对学生充满爱心。当
时，她任教的教学点在我们
村的一间旧牛舍里，里面除
了一块黑板，几根粉笔，就
剩一根教鞭了 。两头垫土
砖，上面放木板，算是学生
们的课桌，板凳都是学生从
自家带来的 。 邓老师教的
是语文，然而就是在那样差
的教学环境里，邓老师总会
想办法把她的每堂课讲得
生动活泼。每天一大早，人
们都可看到邓老师拿着讲
义夹和一些自制的教具匆
匆往我们村赶，到了教室她

会先帮着值日生打扫整理
一 下 ，然 后 打 开 讲 义 一 边
看，一边等着陆续前来上学
的学生 。 邓老师有一副好
嗓子，课堂上，她婉转动听
的声音深深地吸引着每个
同学，有意无意中大家的学
习主动性全给调动起来
了。那“上、中、下”等看似
简单抽象的文字，被邓老师
用图画、折纸或是讲故事等
方式讲解得生动形象，全班
的学生学得轻松愉快 ！正
因为邓老师课讲得好，村庄
里像我一样还没到读书年
龄的小朋友们便经常邀着
去偷听，做起“旁听生”，过
足了上学瘾……
真正成为邓近珍老师的
学生，是在 1975 年的秋季，
我们村里的教学点正撤并到
了生产大队新做的完全小
学。因为父亲与邓近珍在部
队服役的爱人同过学，又在
生产大队做机米员，算是在
学校开了个“后门”，让我这
个没满 6 周岁的小屁孩顺利
入了学，而且还做了邓老师
的学生，这让我欢喜高兴了
好长一段时间。在她班上的
同学大多有过“偷听”的经
历，
所以我们一（1）班的课堂
纪律特好。我更因为入学前
父 亲 借 教 材 给 我 开 过“ 小
灶”
，整个一年级的课程学得
非常轻松快乐。当然，我也
就得到了邓老师的许多鼓励
和称赞 。 这为我以后的求

学、为人、办事树立起了更多
的信心和勇气。后来，我才
知道父亲给我开小灶的教材
就是向邓老师借的，因为邓
老师早就喜爱我这个“旁听
生”
，以至于托爱人从部队买
来的新教材二话不说就借给
了父亲。这在那个缺书的年
代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
时上学的课本基本上是老师
刻钢板油印的，新教材往往
要等上半个学期才有）。好
在我没有辜负邓老师的期
望，
那年期末考试，我以全年
级第一双百的成绩升入二年
级，还获得了“三好学生”的
荣誉！邓老师不但对我们这
些成绩好的同学好，对班上
的几个“差生”同样不离不
弃，怀着一颗慈爱之心。当
时读书不比现在，班上同学
入学年龄参差不齐，加上成
绩不好的要留级甚至降级，
这样一来各班便有了一些
“老油条”，调皮掏乱者不乏
其人，可不管怎么样，我从未
见邓老师重责过他们，更谈
不上体罚打骂。看到更多的
是邓老师给予他们的爱心和
鼓励，还有耐心细致的谈话
和辅导。
邓老师课外经常和同学
们打成一片。她所住的村与
我们村相邻，
所以，每天上学
放学，她的身旁总簇拥着一
群学生，
沿途叽叽喳喳，
说说
笑笑，欢乐和笑声撒满了乡
间四野！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天中午放学，
走到半路，
我突
然头晕脚软，很快就不知人
事。事后得知，是邓老师和
几个高年级的同学迅速把我
送到家里，又及时请来医生
诊 治 ，我 才 转 危 为 安 ……
1976 年秋季开学，就在我们
盼着邓老师接着教我们二年
级时，突然得知邓老师已调
走的消息，全班同学都为之
惋惜不已。过后隐隐打听到
是邓老师的爱人退役分配到
一个叫新余的地方工作，作
为军人家属，邓老师与丈夫
一家团圆去了。
我升入初中后，听父亲
说邓近珍老师回过老家一
次，遇到我父亲还特地询问
起我的学习情况，可惜其时
我的玩性重了，学习成绩曾
一度下滑，心感惭愧，没敢
去见邓老师 。 不过有幸的
是 ，初 中 毕 业 我 考 上 了 师
范，走上了一条与邓近珍老
师一样教书育人的道路，成
长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人
民教师 。 遗憾的是我参加
工作至今，一直都没有见过
了邓老师，失去了当面向邓
老师讨教学习的机会 。岁
月真是快得如梭，一晃就过
去 了 40 多 年 ，自 己 从 事 教
书 育 人 的 工 作 也 整 整 30
载，过完不惑奔天命了！我
想，昔日心地善良、光彩照
人的邓老师应该已离开了
她挚爱的教育岗位，退休回
家颐享天年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