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庄，一个历史烟尘覆盖下，堆叠着故事的地方，终究有

了“ 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时候。 去高庄的车上，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嵌在赣闽浙交界处，连接武夷山脉与仙霞山脉的高庄，这

个曾因一个叫木城关的关隘，被世人称为“ 江右锁钥，浙闽咽

喉”的高庄。

经过铜钹山山门， 沿盘山公路进入高庄的。 清人陈树著

《 雨中至木城关》诗中未提到过高庄，只记下：“ 木城虽僻远

,

此

行良不虚。 奇峰争绝望

,

瞥见心神舒。 ”那么，是先有木城关才

有高庄吧？ 据资料介绍，从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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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汉代，经宋代至清

代，风云际会，朝代更迭，而木城关作为入闽通道，一直是边疆

重地，筑建营寨和关隘自是必然。“ 十里渡七役，侧足径无余”，

陈树著的这两句诗，道尽古来木城关战事的频仍，山道的崎岖

狭窄。那么，高庄，应该就是木城关驻防军民所在地，后方的给

养基地了。 兵家当年的滚滚狼烟早已散去。 曾建窑烧制青瓷，

商贾往来频繁商业发达人气鼎盛富庶一时的高庄， 也随着瓷

土的开采殆尽，终被岁月淹没。

高庄不在高坡上，也无喧嚣，这出乎常人的臆测。 这是个

宁静的村庄，躺卧在环山的怀里。 没有想像当中的大，却显得

格外精致。水口处，经人指点，村头种着莲藕开着粉荷的梯田，

竟是南唐和宋代驻防官兵屯垦的营田。 左边山坡有烧制瓷器

的宋代古窑，曾经烟熏火燎的痕迹，或许是被旁边一株只剩下

半边树皮的樟树新抽出的葱茏枝条拂去？也许，这株历经沧桑

的老樟树，就是时光之眼，见证了高庄刀光剑影中的起落和与

世无争里的平静？ 南坡错落着几十户民居，白墙青瓦。 秀美乡

村建设下的高庄， 似乎再也寻觅不到古代战争遗留下来的蛛

丝马迹了。及至从高庄到达木城关的途中，才发现依稀可辨的

古迹。 新修的关城，路面也是新铺的麻石。 修复好的宋代军用

石磨掩映在路边的林木。看着墙上记述关隘历史的文字，那鼓

角声声、 旌旗飘动的烽火硝烟顿时在眼前奔突起来。 出得关

门，眼前豁然空旷，群峰环拱，谷深林密。 观关城之下，泗州岭

古道仿若通向谷底的云深不知处。 这里果然是一个设关置卡

的好地方。 登上三层的关楼，抬眼向东南眺望，山连绵，林层

绿，秋风习习，仿佛有从远古吹来的感觉。

一个地方的兴衰变迁，都带有时代的独特印记。千年封禁

的铜钹山，封禁的是山，是原始森林，人却从未断绝过与外界

的联系。 四十年前，高庄人靠山吃山的唯一途径，就是春季从

山上采摘野茶叶，手工制作后，走出大山里的羊肠小道，到山

外的小镇集市上兜售。 另外的收入，是到山外打零工。 过去的

高庄，一户不够一分冷水田，一年只种一季稻。春涝路泡烂，秋

旱地开裂。高庄五百多人口，这些年外出打工的，陆续迁走的，

常住人口曾剩下不足百人。

高庄的巨变源自改革开放。 铜钹山作为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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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景区，十多年来的大力开发，已经受到海内外游客的青

睐，游客们不但沉醉在优美的自然景观中，对铜钹山深厚的人

文历史也啧啧称奇。 随着景区开发的深入，沉睡中的木城关，

进入开发者的视线，又被重新唤醒。 旧貌换新颜的高庄，一时

游人如织。 人们在宋代古窑、陶艺馆、思源台、南唐演武场遗

址、宋代石磨、烽火台、公婆石、一线天、天星门、藏宝洞、羊角

尖等名胜景点拍照留念，驻足观赏体验，想像金戈铁马、旌旗

蔽天的烽火硝烟，感受千年古村的沧海桑田，不舍离去。 从

木城关回到高庄，晚霞把群山涂抹得苍远厚重。 松涛袭来，仿

佛呐喊声鼓角声从关城隆隆传来。

重视新开发的“六种文化”

——— 饶 信 文 化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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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华

我国最圆的村庄菊径

婺宣

养 在 深 闺 待 人 识

黄国成

芝 山 ， 鄱 湖 文 化 之 山

宁宏翎

茶文化、戏曲文化、稻作文化、铜文化、书院文化、诗画

文化、红色文化等，是上饶最有特色的文化。 随着研究的深

入，另“ 六种文化”也被挖掘并开发出来了，希望引起重视。

一是诚信文化。 上饶是中国诚信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上饶的字面意思就是“ 上善若水，饶有韵味”，“ 上善若水”是

最高层面的善良、诚信。“ 德兴，惟德乃兴”，“ 信州，诚信之

州”，口口相传数千年。 明代进士王赓言有诗赞美上饶：“ 此

邦人情朴，迳迳多自守。无信民不立，有信交可久。然诺重千

金，要期无所苟。 肇锡此佳名，千古传不朽。 ”南宋大学者汪

应辰对朱熹等上饶的大家也有评价：“ 学贯九志而不自以为

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高德备而不自以为德，位高

势重而不自以为荣。 ” 足见上饶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讲道

德、讲诚信、讲忠义、讲美德。 上饶市受诚信文化的深刻启

发，历来崇善尚德，相信善有善报。

二是隐居文化。上饶拥灵山信水，又是四省通衢的交通

要地，天下英才珍爱上饶，很多人选择来上饶隐居，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隐居文化。葛洪，两晋时的学者、文学家，他在三

清山结庐炼丹，养生修道，修改《 抱朴子》 ，在三清山住了大

约一年时间。 大唐茶圣陆羽，在信州种茶、品茶，修改《 茶

经》 ，在上饶居住时间不短。大唐宰相兼画家阎立本，隐居玉

山五年多，最后客死玉山。大儒朱熹祖籍上饶，定居武夷山，

在上饶居住讲学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也有数年之多， 在怀玉

书院修改《 四书集著》的时间就有近一年。 在上饶隐居时间

最长的是辛弃疾，先后在信州和铅山居住了二十多年。他的

九百多首词作中有六百首写自上饶，其中《 清平乐·村居》生

动描绘了他的隐居生活：“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

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

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另外，李白、陆游、李清照、杨万

里、释觉范等大家都在上饶居住过一段时间。

三是农耕文化。 上饶是有名的稻作源头，是江南著名的

鱼米之乡。 万年的贡米、弋阳的大禾谷、铅山的鹅湖米等在全

国很有名气。 万年吊桶环、仙人洞等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

了人类最早种植的稻谷和世界最早的稻田，万年一带成为中

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而改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

史特别是农耕文明史。 我们知道，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人类从食物采集者成为食物生产者。 曾有学者认为，我国

人工栽培的稻谷是从南亚印度引进的。 万年吊桶环遗址考古

发现充分证明，人工栽培的稻谷就是我们的祖先培育的。 过

去我们常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万年吊桶环遗址的发掘

把中华文明整整往前推了

3000

年以上， 现在已写入历史教

科书。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万年考察时说：“ 追根

溯源，真正的稻作源头在万年”。 农耕文化直接影响了上饶人

的行事方式和性格形成，使上饶人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有耕耘才会有收获，有付出才会有回报。

四是移民文化。上饶市总人口

700

多万，其中移民近百

万人。 据史料记载，上饶历史上有五次大的移民：一次是明

洪武年代的瓦屑坝大移民， 从上饶走出去的移民有百万之

多；其它四次一次来自福建，明清时沿海禁渔，不少闽人为

了生活来到上饶；一次来自浙江新安江，由于建水库没了生

计，不少人来到上饶；一次来自支援德兴发展铜业的八方人

口；还有一次是婺源从安徽划归上饶。 由于移民频繁，上饶

成为多种方言片区的结合体。至今在语言上，上饶滨湖一带

接近楚，信江上游接近吴。性格上，上饶人有吴之柔情，又兼

楚之刚烈。这是上饶地处吴楚分源处，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

兼收并蓄形成的。

因为闽人的迁入和相邻于福建， 上饶三清山脚下的玉

山、德兴有不少闽南人，闽方言在上饶也有一席之地。 上饶除

了赣方言区外，还有吴方言区，含信州、上饶、广丰、玉山；徽

方言区，含德兴、婺源。 由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和建设铜矿等移

民的迁入，德兴的方言有徽语片、浙江话、闽南语、客家话片，

可谓“ 十里不同音”，十分复杂，其县城所在地干脆以普通话

为方言。 其实，我们深入观察上饶语言，常常忽略了上饶的楚

方言，从修水、武宁到鄱阳、余干、万年、弋阳、横峰、铅山，都

有楚方言的介入，比如赣剧的道白就是湖广韵。 而且，平时说

的地方语有不少是相同的。 据《 古代文化基础》所叙，皖南是

吴方言而不是徽方言；闽北话不是闽方言而是吴方言。 可见，

即便婺源、德兴讲的是徽方言，其根还是吴方言，上饶一些乡

村的闽方言也当属于吴方言。 从方言上，吴文化对饶信文化

影响最深。 由于移民较多，南腔北调在上饶比较普遍，南来北

往者聚在一起，靠共同的价值观凝聚人心。

五是水文化。总面积为五千一百平方公里的鄱阳湖，在上

饶境内占了三分之一。 上饶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城市

之一，生态湿地面积全省最大，候鸟群最大，被称为“ 水的家

乡，鸟的天堂”。 近二十年来，上饶市实施“ 山、江、湖治理工

程”，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境内的鄱阳湖和饶河、信

江两大水系保护到位，“ 一湖两江”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上饶市大多数县市区分布在鄱阳湖畔或信江、 乐安江、 昌江

畔。上饶水多，孕育了上饶的文化和精神，使上饶充满了灵性。

上饶人很大气，很包容，也很开放，这些都可能来自水文化的

影响。上饶人的性格甚至健康状况也都和水有很大关系。上饶

人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会办事、能办事，这也和水文化有关。因

为水的目标是奔向大海，但遇到山的阻隔，它会想办法绕道，

另辟蹊径。上饶人民有着光荣的治水传统和抗洪精神，对水的

特性有着深刻的感受，对水的运动规律有着深刻的把握，这种

感受和把握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水文化。

这种水文化积千年之精华，深深地植根于上饶的沃土之中，体

现在上饶人的性格特征中，融入了上饶人的血液，成为指导上

饶人做人做事的重要基因，奠定了上饶文化的人格精神，形成

了上饶文化和上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是和谐文化。上饶的和谐观念根深蒂固。和谐体现在

哪些方面？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

谐。 具体表现在： 饶信文化是饶州和信州文化的和谐结合

体，是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和谐结合体。 吴的柔韧与楚的

刚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刚柔相济的饶信文化特色，构成了

上饶人独有的性格特征。 饶信文化还是多种方言片区的和

谐结合体， 是各种学派相互争鸣与并存的和谐结合体。 在

“ 千古一辩”归途中，朱子写了一首五言绝句《 过分水岭有

感》 ：“ 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

朱子以水流分合的情景，表达了“ 求同存异”的哲理。上饶的

和谐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有体现。

这六种饶信文化，应通过我们的宣传，让上饶人特别是

上饶的年轻一代所知晓、所认同。

芝山门楼， 横匾中间上书有四个字“ 芝山公园”， 如

果不驻足仔细瞧， 让人看不清楚。 门楼傍也有一块大鹅卵

石上刻着“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八个大字。 令人感觉有

趣的是芝山门楼两边建有徽式建筑楼房， 特别是门楼东

侧， 有一酒楼竟然叫“ 鄱江楼”， 鄱阳的文朋诗友们还时

常喜欢到鄱江楼雅聚， 把楼前的人来人往的人流当着鄱江

的水， 任其缓缓流着。 芝山， 海拔只有

73.4

米， 以现在

的县政府所在地定位， 它坐落在鄱阳城的西南面。 芝山原

来有一个很朴素的名字， 初名叫北冈， 又叫土素山。 只因

唐龙朔元年 （

661

年） ， 山上产灵芝

3

枚， 刺史薛振上贡

朝廷谎称系灵芝山所产。 从此， 芝山名扬天下， 成名闻名

遐迩的游览胜地， 亭台楼阁相继建立。 南麓有芝山寺， 始

建于宋代， 清嘉庆二十三年 （

1818

年） 重修。 寺后， 有

碧云庵， 传说是范仲淹任饶州府知州时的休息处。 穿过花

圃幽径， 浓荫遮蔽的

98

级台级， 拾级而上有芝山五老亭

子。 范仲淹曾经写诗称赞： “ 楼殿冠崔巍， 灵芝安在哉？

云飞过江去， 花落入城来。” 碧云轩在鄱阳楼底下， 也许

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忧患意

识是在碧云轩的青灯的光芒中酝酿的。 范知州写 《 岳阳楼

记》 凭的是一幅画， 而生命的体验则是在鄱阳湖畔。 一棵

千年银杏， 守着范仲淹塑像， 人们时常敬仰这位先贤， 感

受岁月沧桑， 承接天下情怀。 人活着的意义就是在有限的

生命中去不断地寻找人生的意义。 我们都是芝山的过客，

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 播撒温馨的光芒。

北宋诗人刘季孙的 《 题屏》 一诗写道： “ 呢喃燕子语

梁间， 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 杖藜携酒看芝

山。” 堪称千古绝唱， 诗作表达了作者热爱山水、 追求闲

适的恬淡生活， 独自一人携酒上芝山欣赏自然美景。

芝山门楼后面还有止水亭子和止水池， 止水亭有一横

匾“ 止水英风”， 说的是南宋丞相江万里， 其时元兵南下，

饶州府治所在地鄱阳县失陷， 江万里罢相来饶居住， 不甘

屈节， 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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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止水池自尽。 芝山的天空， 曾经一度

乌云密布， 成为千古悲壮史之地。 以十二生肖为雕刻的水

泥栏杆， 圈住了一池死水， 绿莹莹的像是满池的泪水， 长

年不涸。 五棵千年鬼柳， 环拥着止水池， 似乎庇护着忠烈

灵魂。 止水池南面高高矗立着五根九龙柱。 新世纪之初还

有公民道德誓词碑。

建国后

1959

年， 在芝山南侧建有革命烈士纪念塔。

革命烈士纪念塔后面葬有李新汉烈士墓。 李新汉曾化名胡

烈 ， 系鄱阳县响水滩乡人 ， 于

1922

年考入九江师范 ，

1924

年参加革命， 同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

赣北特委组织部长， 红十军第三团政委， 红十军政治部主

任等职。 李新汉同志在鄱阳领导当地人民严惩地主恶霸，

巧夺枪支， 建立地方武装组织与林修杰一起领导了珠湖暴

动， 参加了奇袭景德镇河口、 攻打石前岭等战斗， 领导红

军在肖家岭成立了都昌、 湖口、 鄱阳、 彭泽四县总指挥

部， 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苏区， 建树了卓越的功绩。

1931

年

3

月跟随方志敏率领红十军挺进闽北， 在攻打福

建崇安县城时， 李新汉亲自冒枪林弹雨率部与敌人浴血奋

战， 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时年

29

岁。

芝山， 随着鄱阳县历经郡、 府、 道、 路、 专区的沿革

变化， 她始终依然风姿绰约， 靓丽青春， 总是湖城人民首

先的休闲胜地。 每年的清明节， 县直各有关单位以及青少

年都要到芝山革命烈士纪念塔， 祭典革命先烈， 把纪念塔

看作是天堂里的一块门， 是解决当下人们的信仰、 信念和

继承革命传统的地方。

2012

年

9

月建成鄱阳楼。 鄱阳楼位于鄱阳县城市核

心———风景秀丽的芝山公园的芝山之巅， 是城区建筑群制

高点之一， 被誉为“ 江南第四大名楼”。 在芝山幽径漫步，

游客的头发上也会被树上的候鸟屎临幸， 湖城人会笑称你

“ 中奖了， 中奖了。” 候鸟在树上醒了， 第一要务与人一

样， 首先是拉屎， 它才不管你是否在它的鸟巢下面路过，

还是不路过。

在芝山晨练的人们数在顶峰吊桑子的， 咿咿呀呀练唱

赣剧， 又尖又细的高音惊飞了树梢上的鸟儿； 那个串堂班

练习打操台， 锣鼓喧天地将整个芝山唤醒了； 有耍太极拳

的、 舞剑的， 对打羽毛球的， 更有那大妈广场舞打擂台，

喇叭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人群则三个一堆， 五个一丛。 芝

山的热闹令人眼花缭乱， 处处是莺歌燕舞， 人与自然， 人

与人的和谐相处。 每日到芝山晨练， 已经成为了我日常生

活的第一要务。

芝山山岭上的鄱阳楼面向西边有一现代气派的标有

“ 福舍” 字样的新门楼， 新门楼前方就是公墓， 那里葬有

我的先祖和两个舅舅。 二舅德宽是医生， 他医治了无数病

患者， 为他人解除了病痛， 唯独治不了自己的胃癌； 三舅

德修曾经担任县政府办主任数十年， 在芝山公园广场布置

过

N

次公益活动， 后因肺癌， 从阳面走向了芝山的背阴

面。 在芝山鄱阳楼眺望， 东南面是幸福快乐的当下世界，

西北面是另一个天堂世界， 二个世界共享蓝天白云、 鸟语

花香。

芝山周边有芝山美林小区、 华润万家大型超市、 有芝

阳学校、 老年大学、 药店、 酒店、 摄影楼、 棋牌室、 理发

店、 小吃……总之步进芝山公园娱乐休闲后， 走出公园就

可以根据个人生活需要奔赴各个商业网点。 尽管湖城的发

展速度在近十年很快， 休闲公园建设得也很多， 诸如： 姜

夔公园、 白天鹅公园、 东湖公园、 根亲文化园、 鄱阳湖博

物馆等等， 但人们还是首选芝山公园， 有步行、 跑步的，

有骑自行车、 电动车的， 还有驾摩托车， 或者是开着小轿

车前来芝山公园休闲观光的。 外地游客， 则乘着大巴车前

来芝山公园游玩。 芝山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四面八

方的游客。 很多走出芝山公园的人， 逐渐远了、 老了、 消

失了， 匆匆成为了不可复制的芝山过客。 我有一位李姓摄

影家朋友告诉我说： “ 今天的精品， 将来都是文物。”。

在广信区的北部山区与横峰县接壤的地方， 有一个二

百余户的村子， 名叫沙洲。

这个村名与村子的地理环境并不相符。 一条小河对着

村子中间流去， 河两旁是房舍， 房舍紧靠着大山， 既没有

沙滩， 也不成洲。 因为河内大小石头沉浸在水面中， 水清

见底， 小石头映着阳光、 在流动的水底下， 闪着光辉。 沙

洲名声在外， 县内县外的人都知道广信区的北部山区有这

么个响亮的村名。 村子以山清水秀和村里名人闻名， 凡到

过沙洲的都说， 沙洲村风水好、 风光好、 风情好。 不管是

古时还是现代， 你走到沙洲水口，

200

米长的林荫大道挡

住你的视线， 游人好像进入深山老林， 一条小路弯弯曲

曲， 沿着树林往里延伸， 路下水声潺潺， 却不见水流。 小

河被高大有层次的杂木遮挡。

走过水口， 映入眼帘的是三面青山、 山下一个平整的

村庄， 村庄中间一条小河， 河两旁是土木结构的瓦房， 但

有

3

幢特别的徽派建筑， 白墙灰瓦， 虽不是楼房， 却为八

榀四进， 中间有天井、 转厢、 屋顶四角翘起， 如同大鹏展

翅。 这

3

幢房子均因年久失修而倒塌。

沙洲与横峰交界， 山水相依， 一脉相连。 往西右行走

七八里山路， 是阳山； 左行是半山源， 两个村庄的水都流

向沙洲， 向东汇入信江。 沙洲离横峰葛源仅

15

公里山路。

在通往葛源的山路途中， 有一个路亭， 路亭的梁联上曾写

有一幅亭联“ 西赴葛源崎岖外， 东临汪畈咫尺前”。 把葛

源的地理位置和沙洲的邻里关系告诉了行人。

历史上的阳山曾属上饶县管辖。 沙洲、 阳山两地同处

在米头尖下， 大源岗旁。 我到过几次阳山， 看不到两地之

间截然的分界线， 两村联系也十分紧密， 相互间有儿女亲

家， 来往密切。

1932

年

9

月， 中共怀玉县委机关设在沙

洲， 领导周围几个区、 乡。

1933

年

2

月， 红军也曾在沙

洲驻扎， 天未亮就一举攻下离沙洲

10

公里的姜里村。 打

下姜里村后， 在姜里村建立了怀玉县苏维埃政府， 从而打

通了葛源至上饶、 葛源至玉山的通道。 如今沙洲村里还保

留了中共怀玉县委旧址， 并打造了一条“ 红军街”。

从沙洲往阳山行走， 全是山路， 有时走拾级而上的石

板路， 有时走羊肠小道， 途中的路旁， 树木与竹林密匝，

竹木与竹木之间且有三四处直泻而下的水流。 白哗哗的清

水飞流直下， 形成一帘帘瀑布， 瀑布却似一条白练悬挂两

旁树木之间。 听老人们说， 旧时晚间成群的野猪横穿溪

流， 一拥挤便有摔死或摔伤在瀑布下的水潭中， 第二天让

行人发现， 便获得意外之美食。 瀑布虽不壮观， 却是连贯

山中， 哗哗一股声响， 只见白练直伸绿水潭中， 潭中水花

四溅， 犹如珍珠撒落， 美不胜收， 更何况走一段路， 又有

一处同样景致。 形成规模的景观即使小景也成为壮观了。

加上愈走深林愈密， 扑面而来的古森林， 让你享受一种

“ 曲径通幽” 之美感。

横峰的阳山、半山源早已建成秀美乡村，“ 高山上的新

农村”“ 半山源三题” 已在报刊上得以宣传， 与这两地相

比，沙洲不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文化底蕴都胜过这邻近两

村。 如果打通沙洲与半山源、阳山之公路，将沙洲不但建

成红色山村，也打造成秀美乡村，成为贯通石人仙境和葛

源两地的中转站。

沙洲，这位“ 养在深闺待人识”的“ 大家闺秀”，盼有识

之士已经认识她，妆扮她 ，让她走出“ 大山的闺房 ”，融入

大美上饶之景观区、旅游区。 望仙乡协同沙洲林场，从挖

掘红色资源， 传播红色文化入手， 修复中共怀玉县委旧

址，打造“ 红军一条街”，建立方志敏史料陈列室。 近两年，

上饶境内已经常有游人来到沙洲参观红色景点，领略红军

街的风采、品尝村子里的美味佳肴。 如果把沙洲村的青山

绿水，打造成秀美的自然景观 ，打通通往葛源的公路 ，将

石人宫的道教文化与葛源的红色文化联成一线，形成上饶

与横峰二日游，必将为“ 秀美上饶”增添新的光彩，人们翘

首以盼，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婺源县菊径村山环水绕，风景奇绝，这里是所有游人的最

爱。 来到菊径村，登上一处高地，就能俯瞰到被绿水青山环绕

的村庄， 村里的父老乡亲在这宛如桃源的地方过着舒坦宁静

的生活。

菊径村是个典型的山环水绕型，小河成大半圆型，绕村庄

将近一周，四周为高山环绕。 一条河流圆圆地环绕整个小村，

小溪与公路的连接是一座座小木桥。整个村子一面靠山，很符

合中国的八卦“ 后山前水”设计，人们戏称“ 脸盆村”。菊径村村

庄的水口处建有村中的祠堂，种有大樟树；村庄后面的山上是

保持得很好的水口林。 新修的柏油公路沿着河岸呈现圆弧型

绕村而过，一些木板桥与公路相连。 密集的房屋，小桥，小河，

四周环抱的大山，美不胜收。 菊径是个古朴清幽的山村，村人

何姓。 据清《 何氏统宗谱》记载何氏宗族祖先于宋朝乾道年间

迁居至此，千百年来繁衍生息，遂成大族。 村口有一座廊桥和

宗祠，村内巷陌交错，村外曲水环绕，村人淳朴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