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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这个乡村有人间天堂，却藏在深闺无人识。

她叫虹桥。虹桥的美在于古朴，是一种可以安放心灵的

踏实，是家的归宿。

在这里，可以见到从未受喧嚣侵扰的田园，也可以和虹

桥的先人对话，感受虹桥的昨日，乃至千年。

在虹桥有五六座保存完好的古祠堂， 都是工艺与建筑

的完美结合。

祠堂体现了虹桥人注重儒学与宗族的思想， 是供先人

安息，也是让后人仰望的场所；是祭祀缅怀祖德，也祝福万

世其昌的见证。

还有许久不见的稻草堆，让人想起久远了的童年。

童年的鸡犬和牧牛，最土味的游戏，还有那些小伙伴，

以及或许已坐进祠堂的慈祥奶奶，都让人怀想。

住在这些房子里，是一定能闻见稻花香的，至于星光、

萤火和蝉鸣， 比起城里的灯火阑珊， 会加倍温润失落的视

觉。

流光总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但在虹桥这里，

时光似乎是静止的，只有这屋角枝头的枇杷提醒：还没到天

荒地老。

寂寂山川，水塘是甘霖，也是清澈的眼睛，看着这世事

变迁。

据传虹桥这儿有天子风水宝地，因而，天堂里的名字还

在当地人口中回响。

虹桥，有你梦里家园的风景，有你所能想像的人间天堂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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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自然村隶属江西省横峰县龙门畈乡

钱家村，原名“ 重石畈”，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吸引了皇室后裔———大唐李氏来此定居。 据

李氏家谱记载， 李氏始祖为李渊第十三子李

元懿，封为郑王。 在贞元二十年（ 公元

804

年）

迁居此地，己历

41

代。因此，李家族人均系“ 皇

家后裔”，李家村得名“ 皇家后裔·重石李家”。

在龙门水墨池边向灵山望去， 灵山像一

条游龙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远看灵山千重

石，近观方圆一片云”，重石李家之名由此而

来。水墨池像一方倒满墨汁的砚台，将云雾缭

绕的灵山倒映在池中，那粉墙黛瓦的民居，那

岭上姹紫嫣红的桃林， 那池边婀娜多姿的垂

柳，那陌上静穆肃立的古樟，不用泼墨挥毫，

便已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 这里成了众多摄

影师拍摄灵山远景的首选之地。

龙门乡重石李家， 正是桃花盛开的季

节， 大地从郁郁葱葱的绿色变成了百花齐

放的万紫千红。 油菜花开了，桃花开了，梨

花开了，樱花也开了，这些娇艳的花儿从山

脚、从田野、从门前、从池边，从人们眼睛能

看到的地方，一簇簇，一片片，气势磅礴地

开放，恣意妄为地舞蹈。 春天，原来是可以

握在手里的。

李氏宗祠前有一排垂柳， 垂柳间夹杂

着几株桃树。 嫩嫩的柳叶儿细细地垂着，粉

红色的桃花依偎在柳叶上，“ 桃红柳绿”，形

成了一道彩色的屏幕， 就像我们小时候露

天看的宽荧幕电影。 那桃花正红，柳叶儿却

是嫩嫩的青绿色，交相辉映着。 如有诗人路

过， 说不定能即兴吟哦出一首咏柳的佳作

来呢。 古时常有诗人将这种刚长出嫩芽的

垂柳叫做烟柳。 唐朝诗人张仲素在 《 春游

曲》中写到：“ 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唐

代另一位大诗人岑参也曾写过“ 梨花千树

雪，柳叶万条烟”的诗句。 还有李白《 送孟浩

然之广陵》中有一句“ 烟花三月下扬州”，这

里的烟花不是指燃放的烟花， 唐朝那时候

还没有火药，这里的“ 烟”指的就是杨柳如

烟，“ 花”指的是繁花似锦，描写的正是江南

三月的景致。 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

这些诗人要把柳树比喻成烟， 它跟烟有什

么关系，但如果你到重石李家来就明白了，

尤其是岑港河两岸的垂柳，成片生长，茂盛

浓密。 春分时节，嫩芽初长，远远看上去水

气氤氲，如一片薄云缭绕，迷迷蒙蒙，如烟

似雾，“ 一溪杨柳一溪烟”，美不胜收。

一阵清风吹来，只见柳枝飘拂，如烟一

般灵动，如烟一般轻盈，如烟一般梦幻，它

跟村子里的炊烟一道组成了乡村水墨画的

重要元素。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这柳树如烟

的描写到底是先出自于诗人的“ 诗情”还是

画家的“ 画意”，让柳树有了生命，有了象征

意义，或许他们彼此借鉴，相互运用，触动

灵感。 诗人在落笔之前，脑海里会不断浮现

画家笔下的画面， 而画家则因为诗人极具

画面感的诗句挥毫泼墨，一蹴而就。 画因诗

而有灵气，诗因画而生动。 所以没必要追究

“ 烟柳”是先有诗还是先有画。

重石还有一栋古建筑， 叫“ 参三阁”。

“ 参三阁”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是一家私

塾房，如今仅剩一间教室。 村里族谱记载祖

先来自陇西，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后裔，

这些建筑里是否藏有陇西的符号， 需要专

家的考证。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到此讲学，

宣传他的“ 天文”“ 历法”。 豪放派诗人辛弃

疾也曾游历到此，当年他被贬上饶信州府，

曾在灵山脚下的茗洋关筑庐小住， 写下了

流传后世的《 沁园春·灵山齐庵赋》 。 而茗洋

关离重石李家仅几华里路， 古时有官道相

连，辛弃疾便时常来书院闲坐，与诗友把酒

言欢，共叙桑麻。 如今“ 参三阁”里依旧摆放

着两排课桌， 讲台上放着用来临摹的字帖

和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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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源村是一个省级古村

落保护村， 位于江西鄱阳县

北部的枧田街乡， 和举世闻

名的瓷都景德镇毗邻而居。

大源村因村头有两条河流交

汇形成千秋河的源头而得

名。村庄始于宋朝，安徽人李

天符为了逃避水灾来到这里

居住， 随着人口逐渐增多形

成了村庄。 历经明、清、民国

和新中国几个朝代的发展，

现在村子领域

12

平方公里，

村庄占地

140

亩， 原本有

830

人的户籍人口，如今只有

540

人在村里居住， 近三分之一

的人选择了逃离村庄， 迁居

外地发展。

从村口踏上古老的饶徽

古道，迎面就是一座古门楼，

是古代李氏家族集资修建的

祠堂的一部分， 祠堂历经战

火，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这

座饱受沧桑的门楼， 虽然经

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 但是

一砖一瓦、木梁木雕，都完好

无损，只是光彩褪去，倒也平

添了几分沧桑。

屋顶的青色小瓦层层相

扣，丝毫没有松脱。门楼没有

使用勾头和滴水这两样小

瓦，居然能够排水顺畅，通过

小瓦的有序排列， 排水效果

却和勾头滴水有异曲同工之

妙。

门楼前方，左有上马石，

右有古井。驻足石前，仿佛看

到文臣左宗棠的蹒跚身影，

当年他为了堵截太平军，沿

饶徽古道进入江西， 驻扎大

源村， 天天骑马奔波于景德

镇和大源村之间。 而他作为

一个文人又不善骑马， 只好

叫人用白色麻石打造了这块

上马石。

从上马石起身， 到古井

前， 井沿儿上深深浅浅的井

绳印痕， 见证了历代村民勤

劳的身影，我拉起井绳，打一

桶水上来，抱着水桶，和古人

同饮一井清泉，井水的甘甜，

是经过氯气消毒过的自来水

所无法比拟的。

村里还保留了古代米糖

店遗址、豆腐坊遗址、茶叶店

遗址等古代饶徽古道上的繁

荣遗迹。 不过大都剩下一截

围墙，或者一块标牌。古井转

右，有一个不大的小院子，是

古代豆腐坊遗址。 院子里鹅

卵石墙根下， 堆放着瓦砾和

旧碗碟， 低矮院墙上的竹匾

里， 晾晒着黑色三角形带壳

荞麦。

出了村西口， 一片开阔

的空地上，规矩地摆着十几

个石墩，或圆形，或六棱形，

或平面光滑， 或雕刻狮头，

个个具有独特的历史沧桑

感。 这些石墩原本是老屋门

柱的根基 ，驮起门柱 ，避免

门柱受雨水侵蚀。 村里现存

的门楼颇具规模，才用了八

根立柱，八个柱墩都是红石

头，且无图案雕刻。 而这些

青石或白麻石柱墩，个个雕

刻精美，形状饱满。 这里原

本有一座古祠堂，在战火和

风雨侵蚀下 ， 祠堂荡然无

存，只剩下一排排柱墩。

村外有四棵高大古樟树

遮天盖日，像四位神仙，默默

守护着大源村和它的子民。

让 文 化 场 馆 都 “ 旺 ” 起 来

——— 饶 信 文 化 研 究

建 平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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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 上饶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一系

列城区的文化设施建设，深得民心。 但现在

的问题是，文化场馆有了，但作用发挥不充

分。 建议加强城区现有文化设施的合理使

用，让现有的信江书院、朱熹纪念馆、杨惟

义纪念馆、市规划馆、市图书馆、科技馆、青少

年宫、 市老年活动中心等场馆更好更有效地

发挥作用。 文化场馆“ 旺”起来，大有可为。

推动文化场馆夜间开放。 国外博物馆、图

书馆早有常态化夜间开放的先例。 像信江书

院、市图书馆、杨惟义纪念馆、朱熹纪念馆等文

化场馆，都可实行夜间开放，方便市民学习、了

解地域文化。 信江书院可以组织一些“ 书画名

家名作展”、“ 上饶雕刻艺术展览”、“ 上饶旅游

名产展览”、“ 上饶民间手工艺展览” 等晚间专

场。市图书馆应坚持晚间开放，方便市民夜读。

很多上班、上学族白天工作、学习紧张，晚上可

全家人一起欣赏文化。 在宣传到位的前提下，

夜间文化设施的开放利用是有效的，这已为江

浙许多城市的实践所证明。

举办更多的艺术沙龙、专家讲坛、学习交

流活动，举办“ 中小学生走进文化场馆”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 前不久，信州区举办了“ 孝文

化”夜间讲座，名师主讲，吸引了很多市民参

加。 十五场讲座，一场比一场人多。 文化场

馆的教育、传播精神文化的作用十分重要，

要设计一系列活动，提高其利用率。

鼓励民间收藏， 丰富艺术藏品。 这些年

来，我市民间收藏蓬勃兴起，婺源等地的收藏

更加兴旺。 婺源博物馆中的许多文物都来源

于民间收藏。市工商局的一位干部，专门收藏

抗战时浙大西迁， 途经上饶生死十一天这段

历史的文物，自发办起了“ 浙大西迁上饶博物

馆”，把这段记忆给留下来了。 正确看待民间

收藏的价值， 并将其与公共文化艺术平台相

结合， 对文物和艺术品收藏领域的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 收藏艺术品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恩

泽。 搭建公共平台，让民间收藏兴旺起来，给

百姓实实在在的艺术享受， 是切实可行的实

事。建议在中心城区开办更多的民间收藏馆，

规划兴办上饶古董古玩一条街、 艺术观赏石

文化一条街等历史、文化、艺术街区，定期专

题展示民间收藏的精粹； 并组织开展专家与

民间藏家的收藏研讨交流， 提升中心城区民

间收藏水平。

挖掘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打造中心

城区文化氛围。 信江书院、杨天官第、娄谅

理学旧第、东岳庙、葛公庙、五桂塔、夏言宰

相府等，都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古建筑，应安

排财力分期分批修复，予以保护、开发、利

用。 同时， 要在中心城区恢复一批人文景

观，凡有较高历史价值的，都应予以恢复。

如辛弃疾在信州居住了十一年， 在带湖有

别墅或旧居，应按原貌加以恢复，给今人一

种历史的真实感；明代宰相夏言的府第、坟

墓，都在上饶，应加以保护开发；陆羽在上

饶精研茶道多年， 应恢复其故居用作旅游

……通过深入挖掘， 让城区文化名人活起

来，让丰富的历史遗迹发挥其原有的风采，

是一项值得做好做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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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州文化已经像人的血液一样渗透进

赣鄱大地了， 饶州文化也已经像一棵参天

大树开枝散叶繁荣茂盛了。 在我的故乡古

县渡镇的亲人们出门时，至今仍然是说“ 上

镇下府”：上镇就是去景德镇市，下府就是

到鄱阳县城。 县城的人瞧不起乡镇的人，说

乡镇的人是“ 乡巴佬”，而“ 乡巴佬”则称县

城的人是“ 饶州鬼子”。

饶州是一个历史深处的地名，因“ 山有林

麓之利，泽有蒲鱼之饶”而得州名。 春秋时为

楚番邑；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

221

年）置番

县；西汉改名番阳县；东汉改鄱阳县；隋开皇

九年（

589

）废郡置饶州；唐高祖武德五年（

622

年）复为饶州；其后几经更易，元至正二十一

年（

1361

年），朱元璋改饶州路为鄱阳府；明洪

武二年（

1369

年），又改为饶州府。清末下辖七

县：即鄱阳（ 今江西省鄱阳县）、余干（ 今江西

省余干县）、乐平（ 今江西省乐平市）、浮梁（ 今

江西省浮梁县）、德兴（ 今江西省德兴市）、安

仁（ 县治在今江西省余江县锦江镇）、万年（ 县

治在现江西省万年县城厢镇），民间俗称“ 一

府管七县”。

我曾经在十多年前以丁羽的笔名写过一

篇题为“ 趣谈饶州县名联”的文章，叙述了古

饶州府所辖地之广袤、物产之丰富，文化底蕴

之深厚。 记得外公生前曾对我口述了一副上

联：“ 初到鄱阳，安仁请坐，举起浮梁碗盏，斟

满乐平谷酒， 一口余干， 德兴洋洋， 安享万

年。 ”作者不详，但年代通过读史对上年号了，

是明正德年期间。 安仁指的是现今的余江

县。 这副上联概括了古饶州一府管辖七县

的历史。 嵌地名作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令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艺

术，而嵌名对联更是将紧扣地方特色的、广

泛流传的艺术形式。 本文叙述的一副没有

下联的上联， 将古饶州的一府辖七县的嵌

名联，写得特色纷呈。 尽管这一上联已距我

们近五百年了， 但在今天读来仍具有强烈的

艺术生命力。中国湖城

?

鄱阳，沉淀下来的文化

底蕴非常深厚， 这一上联只是二千多年历

史艺术浪花里的一小朵而已。 饶州历史的

悠久，就像那碧波荡漾的鄱阳湖水，永不枯

竭；鄱阳湖文化，更是像一片绿洲，吸引了无

数文人雅士如候鸟莅临。 珠湖乡有一文学青

年姜盛武，因为看到了我写的这篇文章后，激

起了他的写作热情， 激发了他对饶州文化的

热爱。并从此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之路。所写

文章任人评说优劣，一篇小文能启发他人，其

实就已经足够了。 让人喷饭， 也算是博人一

笑。 饶州府渐行渐远了，又似乎还在身边。 饶

州画院、饶州中学、饶州街道、饶州饭店、饶州

酒业等这些有关饶州的符号， 就像是饶州的

灵魂在游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饶州博物馆，

饶州博物馆坐落于江西省鄱阳县三庙前乡大

朋山村， 是我国首家以江南名郡古饶州文化

为主题的博物馆。 馆内分为“ 赣绣”、“ 饶玉”、

“ 木雕”、“ 古瓷”、“ 红木木艺”、“ 古字画” 等展

区， 展出不同时代的文物精品累计达一万余

件。 以实物形式，直观地再现了饶州文化的历

史悠久、博大精深，演绎了饶州文化历史的发

展脉络。 饶州博物馆于

2018

年

9

月正式开馆。

以“ 保护”、“ 研究”、“ 创新”、“ 交流”为宗旨，传

承饶州灿烂文化，续写饶州千年荣耀。

创始人牧子先生，江西省青年书画家，

积二十多年精力，致力于饶州文化的研究。

其敢为天下先创办饶州博物馆之壮举，必

将唤起更多有识之士一起为继承发扬饶州

文化精神而努力， 必能使饶州文化重放异

彩、光昭未来！

翻阅县志，县志中记载“

1949

年

4

月

18

日，

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渡江南

下的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第八大队， 在安徽

桐城组建中共鄱阳地委会和鄱阳专员公署，

鄱阳地委决定由八大队第六中队负责接管鄱

阳县。 同时， 组建中共鄱阳市委、 市人民政

府。 ”“

9

月

3

日，鄱阳市撤销，改设城关区，隶属

于县。 县人民政府由老屋董村迁城关村。 ”

1949

年

4

月至

9

月， 虽然仅仅存在了短短几个

月，但“ 鄱阳市”真的曾经存在过。 饶州府的灵

魂根植在鄱阳大地， 九条巷也始终伸展手臂

秀着历史的肌肉。 饶州人的府所在地， 府管

县，市管县的情结，那种优越，那种骨子里的

贵族血脉，总在生活的浪花中闪耀。

2017

年

2

月

18

日，景德镇市作家协会来

鄱阳采风，先后对“ 饶州府文化遗址”即文

庙博物馆、东门口老码头、明初移民集散地

莲湖乡瓦屑坝、 双港镇长山岛古窑址及湖

区生态等地进行了考察。 采风团的成员纷

纷表示， 通过实地考察活动感受到了饶州

文化的浓厚， 为日后进行历史文学创作获

得了大量的素材。 他们说来鄱阳是走亲戚，

因为他们心中也有饶州府情结。 不久前，万

年县也组团来鄱阳参观访问， 说是回娘家

走一走。 在鄱阳成功举办了“ 回望历史，回

访老家”的“ 梦回鄱阳”的系列活动。 万年与

鄱阳共同携手思发展，议发展，谋合作，共

绘经济发展蓝图。 饶州府，仿佛真的以新的

鄱阳湖市面孔重现当代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