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别特别 报道报道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征战的

征途中曾在咸宁的汀泗桥、咸宁县城、贺胜

桥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进行过激烈战

斗。其中的汀泗桥战役威震中外，闻名寰

宇，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90余年过去了，烽火早已湮没于青山

之中，但汀泗桥北伐战役遗址、当地工作人

员与居民的讲述，依然把我们“带回”了当年

的战场。

咸宁风物

桃花尖又名钟台山，俗名泰山、钟
山。海拨511米，东西宽1.95公里，南北
长l.1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0%，山势巍
峨挺拔，气势雄伟壮观。山顶杂木苍茏，
山腰茂林修竹，山脚灌木繁盛。

东南坡有桃花洞，洞深10多米，洞宽
3-4米，能容10多人同时打坐。洞西北
处50米外曾有桃花观旧址（l958年拆），
相传唐代书法家李邕在此攻书苦读。

西有一天然圆石墩，称仙人墩，直径
4米，高10米。山下有股清泉谓桃花泉，
当地人用泉水泡茶，称之“桃花绝品”。

桃花尖上桃花红，每年阳春三月，读
书人或结伴远游来此。村姑小媳妇或躲
掩在人丛中嗔笑弄痴。不由得使人想起
崔护的诗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
春风”。

不过自宋代以来，不少的文人墨客
在此留下佳句情思，的确值得今人把玩
深思。清代诗人王命爵所作“披衣一碧
几千寻，红浪层层春几深”。把桃花尖的
桃花写得多情自怜。

清代金山寺僧人印川则把桃花尖巍
峨峻峭写得淋漓尽致。“峭削排空出，巍
峨势接天。乍凌千磴上，迥出万峰颠。
有鸟冲寒谷，悬岩响石泉。桃花千朵放，

有色信无边。”
好个有色信无边！若是在亭台篱落

或者寂然旷野，看到有那么一树两枝，探
出三月，或者一园一片抱着团的桃花迎
风而立，升腾着馨香灵气，顿时如沐极致
之境般心旷神怡。

人们喜爱桃花的心却经久不衰，每
每在某处看到桃花，那感觉总是无法形
容，像奇遇，像爱情，像久别重逢……

桃花尖
○ 毛晓光

红色宣传工程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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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家国情怀

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因为
某个重大突发事件，一举出名天
下知，这种事例并不鲜见。比如，
山西的平型关，鲁苏豫皖四省交
界的台儿庄，而在咸宁，也有与上
述地址出名相似的地方，那就是
咸安区的汀泗桥了。

近日，在汀泗桥镇政府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从西南向东
北穿过汀泗桥，走过一排古朴的
平房，沿着山路蜿蜒而上，登上了
北伐战役时期双方交战争夺的重
要战场——塔垴山。塔垴山占地
面积18万平方米，一路上，战壕、
猫耳洞、炮台依稀可见。当记者
登上山顶主碉堡，向下鸟瞰时，一

幅胜境出现在面前。
汀泗桥镇原是当时粤汉铁路

线上的一个小镇，是咸宁的南大
门，也是通往武汉的必经要隘，水
陆交通便利，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
从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一路所
向披靡，势如破竹，直系军阀吴佩
孚节节败退。8月25日，由共产
党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
国民革命军第4军先遣队叶挺独
立团进占蒲圻（今赤壁）中伙铺车
站，切断了驻湘吴军沿粤汉铁路
北撤之路。吴佩孚急忙纠集2.6
万余顽敌重点驻守汀泗桥。

此时，正逢秋汛，汀泗桥三面
环水，东南靠山，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8月27日凌晨2时，叶挺
独立团以当地农协会员为向导，
从吴军背后发起攻击，吴军全线
开始动摇。

吴军腹背受击，沿铁路向咸
宁方向溃退。叶挺独立团乘胜追
击，攻占了咸宁县城（今咸宁市中
心城区的永安）。8月28日上午，
第4军全部抵达咸宁（今咸安）。
此役共歼敌3400余人，缴获火炮
4门，步枪1500余支。北伐军亦
伤亡 200 余人，其中阵亡 134
人。第四军因此荣获“铁军”称
号。

走进咸宁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
报道：“野马分鬃、白鹤亮翅
……”近日，崇阳县白霓镇
中心小学操场上，伴随着悠
扬的音乐声，学生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缓缓抬起双臂，
开始表演传统陈氏太极
拳。他们精神饱满，动作整
齐，如行云流水，一招一式
有板有眼。

“这么大规模的学生演
练太极拳，在崇阳还是首
例。太极拳充分调动了娃
儿锻炼身体的积极性，是该
校的一道亮丽风景。”正在
等孩子放学的家长刘毅武
感慨。

太极拳是中华传统武
术的精华，被称为“国粹”。

为增强少年儿童对传统文
化技艺的兴趣，弘扬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
内涵，从2018年10月起，该
小学启动“太极进校园”活
动，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学习
太极拳的各项活动，将太极
运动融入体育课、课间操
中。

“目前，学校有2329名
学生，六个年级共39个班。
我们尽量在下课时间组织
学生练习，以缓解学习压
力、锻炼身体。”该校负责教
学的副校长尧艳霞告诉记
者，每周每个班都有一节太
极课，每天的课间操都会进
行太极拳训练，形成特色鲜
明的校园文化。

崇阳

传统文化进校园

咸安区汀泗桥北伐战役遗址

铁军精神永流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传承红色基因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战役及在
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29年，国
民革命政府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修
建了烈士墓、纪念碑和纪念亭等
以示纪念。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
汀泗桥战役遗址进行了修缮，并
派专人看护，北伐汀泗桥战役遗
址于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陵园
门前，还竖起了高高的一块碑，上
面刻着叶剑英题写的“北伐先锋”
四个大字。

为纪念北伐战争65周年、70
周年和75周年，咸宁市邮政局于
1991年、1996年、2001年分别刻
制纪念邮戳各一枚，发行纪念封
一枚，邮戳和纪念封分别以汀泗

桥和纪念碑为主图案，以纪念、宣
传汀泗桥战役和遗址。

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纪念馆
于2009年5月被中宣部公布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6年 11月，咸安区投资兴建
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馆。2009
年11月4日，正式开馆。

“我爷爷的堂兄就是给北伐
军带路的那个农民。”在汀泗桥战
役遗址陵园，记者碰到了今年62
岁的汪水发，他已经记不清自己
是多少次来陵园了。

抚摸着烈士的墓碑，汪水发
说，平时常有海内外同胞来此凭
吊、瞻仰、参观。每逢清明节，大
批学生和干部群众来此扫墓祭
拜，他也会跟学生们说说自己家

与北伐军的故事。
近日，细雨蒙蒙。咸宁市科

技局机关党支部组织干部职工
20余人到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
馆、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等地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大家观
看了历史图片、革命文物和文字
资料，追忆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
迹。

“在和平年代谈战争总觉得
遥不可及。只有来到这里，看到
遗留下的文物，才能真正感受到
战争是多么的残酷。特别震撼，
也由衷敬佩、感恩！”活动结束后，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了
解了革命先烈的伟大，进一步增
强了自身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
情。

续写历史传奇

76岁的章旺堂如今仍住在
塔垴山脚下。在他的记忆中，
早年的汀泗桥虽然是个战略要
地，但同时也是个“穷山窝”，交
通不便，集市也很小。经过这
些年的发展，多条道路连接汀
泗桥与外地，也使当地经济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千年古桥，至今依然流传着
当地老人的善德佳话；塔垴山上，
依然保存着北伐战争遗迹；烈士
陵园，依然闪耀着历久弥新的铁
军精神……

在汀泗桥，每到一处都能听
到历史传奇。这便是她深厚的文
化底蕴。

释放文化魅力，提升旅游文
化内涵，正是汀泗桥镇发展的独
特优势。

从2011年以来，咸安区在汀
泗桥镇成立了指挥部，投入5000
万元加大集镇建设。

水利部门来了，修砌了汀泗
河两岸的护坡。林业局来了，对
汀泗河两岸进行绿化。交通局来
了，修通了镇区公路，还在塔垴山
上再造了一山八景的景观，同时
对古战壕、古碉堡、古街、古亭、古
井、古廊桥进行了修复。还投资
300余万元建起了北伐汀泗桥战
役纪念馆。

如今，文化汀泗，又逢喜事。
2017年，冰心散文奖获得者陈敬
黎创作的150万字的长篇小说
《汀泗桥》出版，为千年古镇汀泗
桥增添新的文化底蕴。随后，叶
挺独立团后人将《铁军魂》画展搬
到北伐战争汀泗桥纪念馆参展，

又为古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今天的汀泗桥镇，山清水秀，
小河缓缓流过，享有“中国桂花之
乡”的美誉。如今，全镇桂花面积
近万亩，桂花年产量居全国第二，
桂花茶、桂花糖果、桂花酒等桂花
食品远销海内外。此外，还盛产
楠竹、苎麻、茶叶、猕猴桃等农产
品，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了经济
的增长，居民大多生活得安逸富
足。

在返回的路上，记者的心久
久不能平静。虽然汀泗桥边那
场鏖战的刀光剑影早已暗淡,金
戈铁马亦已远去,但耳边仿佛又
响起那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光
荣北伐，武昌城下，我们是铁的
新四军……”

地名趣谈

黄沙铺镇大地村后山腰有一深不见
底之溶洞，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嶙峋怪石，
指物为像，故称“长春洞”，又名“藏春洞”。

1956年秋，洞中发掘出旧石器时代
第四世纪更新时期羚羊头骨等古动物化
石（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被列为
湖北省第一批重点保护的地质溶洞，也
是通山县唯一被列入省级保护之溶洞。

长春洞距村里河道3里许，坐北向
南，灵光瑞气吐纳自如，因洞属保护区，

故少有人来。洞口呈椭形，四周浅草密
茅相掩。洞道深深，约数尺宽，高丈许，
前行数丈，虽有些许微光，仍阴然如暗
道，难辨形模细微。

再前行，徒然阔大，清濯如幽室，宽
敞若宫阙，空气流畅清鲜。旁有一阴柔
细流顺斜下，其声犹似轻拨丝弦。举灯相
照，但见洞顶、洞壁或横斜、或垂挂、或凸
突的钟乳石物像怪异。仔细端详洞壁，诸
多纹脉图案，宛若丹青妙手之鸟兽虫鱼素

描。有的呆板笨拙，有的活灵活现。
洞间还有古人琢造之石床，石灶、石

桌等石质器具，印证古时有人栖居过。
再顺着斜坡崖壁前进，洞路越来越陡，越
来越滑，灯光也越来越暗，数尺之内难见
人影。

相传此洞有一段故事传说。在古
代，大幕山上黄金寺有一年轻和尚，在下
山化缘的途中，时常路过山下一村妇家，
小和尚机灵勤快，每每帮忙砍柴担水，主

动承担粗重活儿，一来二往，村妇的女儿
便心生爱意。

无奈之下，小和尚蓄发还俗，带着心
爱之人双双逃离樊笼，藏身于这洞穴之
内，过起了隐世的生活，两人厮守终生，
齐寿耄耋。后代有文人墨客赞洞之秀，
怜其凄切之爱，便将这“长春洞”雅称为

“藏春洞”。
后据考古专家勘察洞中羚羊化石而

分析，长春洞形成于千万年前的地壳运动。

藏 春 洞
○ 徐浪 陈兰 整理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
李芹报道：“10多年没有看
过露天电影了，没有想到在
自家楼下就能看电影。”近
日，咸安区浮山街道甫兴社
区居民余先生在小区门口
与邻里一同观看电影《红海
行动》，闲聊家常，感觉特别
亲切。

据了解，为了丰富社区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自
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红色文
化，唱响时代的主旋律，营
造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咸
安区浮山办事处于5月正式
开展“红色电影夏日进社

区”系列活动。
连日来，一块幕布、一

个投影仪，把令人振奋的爱
国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
《战狼Ⅱ》等送到了甫兴社
区洪园小区、龙潭佳苑小区
居民身边，将红色文化融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中，受到社区居民广泛好评。

此外，社区工作人员通
过现场向业主派发宣传册，
宣传平安建设、远离非法集
资以及谨防上当受骗等知
识。不仅融洽了邻里关系，
而且让广大居民主动积极
参与到社区平安建设中来。

咸安

红色电影进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
林报道：近日，由嘉鱼县广
场舞协会与深圳相关文化
单位联合举办的广场舞大
展演开幕。来自嘉鱼城乡
的22支广场舞队伍，为全县
居民奉献一场精彩的广场
舞盛宴。

展演在歌舞《观花灯》
中拉开帷幕，演员们不怕烈
日照晒，统一服装上场，热
情的表演和娴熟的动作，赢
得上千观众阵阵喝彩。《家
乡最美》、《我们走在大路

上》、《过河》、《迎酒欢歌》等
22个歌舞节目轮番上演，或
柔美婉约，或激情澎湃，或
灵动飘逸，舞出了嘉鱼城乡
居民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健
康和谐的文化新风。

据了解，嘉鱼县广场舞
协会借成立一周年庆典活
动之际，特与深圳相关文化
单位联合主办广场舞大展
演，此次活动持续3个多小
时，先后有600多名广场舞
爱好者参与表演，并相继领
取协办方赠送的礼品。

嘉鱼

举办广场舞大展演

本报讯 通讯员张少
林报道：“今天的节目太好看
了，很有教育意义，令我印象
最深的是情景剧《清廉家风
代代传》，既反映了党员干部
的廉洁好家风，又对社会风
气好转十分有益……”近
日，赤壁市蒲圻办事处华舟
社区居民沈沁平看完节目
后高兴地说。

近日，赤壁市纪委监
委、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
部、蒲圻办事处联合举办“廉
政文化大篷车”送戏下乡活
动，首场演出在该社区拉开
帷幕。此次“廉政文化大篷
车”送戏下乡活动演出的所
有节目均为该市文化部门结

合实际自编自导的，包括廉
政小品《一封举报信》、歌曲
《清风颂》、廉政快板《反腐倡
廉新篇章》等一批群众喜闻
乐见的优秀节目。

“此次送戏下乡活动，
旨在围绕宣教月活动主题，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
展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教育，真正让廉政文化覆盖
到每一名干部群众，在全市
营造廉政文化的浓厚氛
围。”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据悉，“廉政文化大篷
车”下乡巡演活动从5月底
开始，将在全市 14个乡镇
（办）巡回演出100余场。

赤壁

送戏下乡暖民心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
聪、乐雯报道：动感的架子
鼓演奏、激情的拉丁舞表
演，深情的吉他弹唱……2
日晚，通山县政府广场灯光
璀璨、气氛热烈，百余名多
才多艺的青少年齐聚一堂，
献上了一场艺术文化盛宴。

据悉，该活动由共青团
通山县委主办、爱乐艺校承
办，旨在展现该县青少年文

艺培训成果，向祖国70周年
华诞献礼。

活动现场，盛装登台的
孩子们随着音乐的节奏，把
舞蹈乐感和形体协调感发
挥得淋漓尽致，23个节目涵
盖拉丁舞、民族舞、跆拳道、
爵士舞、乐器演奏等多个类
别，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青少
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及多
才多艺的文化素质。

通山

青少年艺术文化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