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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在我心中不同寻常。 我在铅山挂

点时间达九年之久，日久生情，感情深厚；

铅山在中国的地位不同寻常。 著名历史学

家翦伯赞称其为“ 明清时期江南五大手工

业中心之一”。 我对铅山的认识，是从四个

“ 有”字开始的。

“ 一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铅山有一

席。 铅山县因历史上产铅而得名，建县始于

后周广顺三年（

953

年） 。 在铅山，山水跨闽

赣二省。 它曾经是春秋战国闽越地，曾为闽

浙赣交替所辖。 建制虽更迭，终不改江东望

地：明清时的“ 八省码头”，水陆畅通，百货

集散；有“ 买不完的汉口，装不完的河口”之

誉，乃“ 万里茶道之首镇”。 明朝中叶，铅山

已发展成江南手工业中心之一， 其手工造

纸业与松江的棉纺、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

浆染业、 景德镇的制瓷业齐名。 河口以纸

张、茶叶之大宗集散，带来了百业繁盛，一

跃成为与景德镇、 樟树镇、 吴城镇齐名的

“ 江西四大名镇”之一。 远至晋陕之晋帮，近

至皖南之徽帮， 各路商贾纷纷涌至此间开

号设庄。 南宋三大铜矿之一、现仍为全国第

二大铜矿的永平铜矿坐落境内， 史学家异

口同声地称铅山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

早地区”。

“ 二有”，中国古代经济史铅山有华彩。

河口古称“ 沙湾市 ”，明宣德年间改称“ 河

口”，明万历十年（

1582

年）确定今名，为“ 江

南四大名镇”之一。 清代，河口为闽、浙、赣、

皖、湘、鄂、苏、粤百货集散地，尤以土纸、茶

叶为大宗。 铅山县货运繁荣，流通兴旺。 人

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加上一个铅山，

繁华富庶方聚天下之半。 河口镇“ 舟车驰百

货，茶楮走群商”，设过巡检司、同知署、河

口行辕、河口市，“ 江浙之土产由此入闽，海

滨之天产由此达越”。 当时的河口，“ 货聚八

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绕岸灯

辉。 大街小巷，十八座会馆；九弄十三街，店

铺二千余。“ 金利合”，百年老字号，是铅山

古时商业昌盛之标志。 铅山造纸、制茶、采

铜、开店、经商、转运等很发达，家家堆货，

户户陈仓。 其茶叶兴盛，有诗为证：“ 狮江妇

女趁新茶，鬓影衣香笑语哗。 齐向庄客分小

票，青葱纤剔冻雷芽。 ”“ 千盘茶绕代香熏，

一日青蚨二百文。 抛却女红入尘市，桑鸠啼

遍不曾闻。 ”“ 白水团茶”“ 小龙凤团茶”是贡

品，西伯利亚人亦青睐“ 河红茶”。 饶、品、

郭、庄“ 四大金刚”开茶庄，家家拥资百万；

“ 复源生”行内老大，杭州、天津、黑龙江设

分行。 石塘镇是连史纸生产中心，商务印书

馆《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皆用连史（ 四）纸

印刷；北京“ 荣宝斋”，多年指定连史纸为书

画用纸；苏州“ 苏连纪”纸折扇，原料也是铅

山产。 铅山纸，年年售银四五十万两，青史

留名；连史（ 四）纸乃“ 千年寿纸”，石塘镇的

造纸朝廷免检，与宣纸并列，乃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

“ 三有”， 中国古代文化史铅山有浓

墨。 鹅湖山上发生的“ 千年一辩”，是朱熹

“ 理学”与陆象山“ 心学”的一场论战，在中

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 无极从此分

明，乾坤存下此理，道统定于一尊”。 鹅湖书

院两度获得皇帝赐名题匾， 这在江西书院

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淳祐十年（

1250

年） ， 宋理宗赵昀敕命在鹅湖兴建一所书

院， 并赐名“ 文宗书院”。 康熙五十六年

（

1717

年） ， 清圣祖特赐御书鹅湖书院匾额

一面、楹联一对。“ 千古一辩”之后，南宋淳

熙十五年（

1188

年）冬，爱国思想家、文学家

陈亮与辛弃疾二人在“ 瓢泉共酌， 鹅湖同

憩，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商讨

抗金复国大计。 后人称此次相会为辛、陈

“ 鹅湖之会”。 “ 鹅湖酬和地 ， 百世起人

思”。 辛弃疾离开信州后，隐居铅山十一年，

其故居就在离鹅湖书院不远的瓢泉。“ 遐方

异域，当年滴尽，英雄青泪”，一生三分之一

诗，在铅山写成。 铅山人蒋士铨（

1725～1785

年） ，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号藏园，

乾嘉时期诗坛领袖之一，有清一代“ 诗曲双

绝第一人”之称，其诗与袁枚、赵翼并称“ 江

右三大家”， 而且以戏曲成就独步一时，被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称为“ 中国戏曲史上的

殿军”。 铅山人费宏（

1468～1535

年） ，明朝最

年轻的状元，十六岁中举，明成化二十三年

（

1487

年）时二十岁中状元。 入仕以后，官职

屡迁，三次入内阁，历事四朝。 他为政宽和，

受到朝野拥戴。 时有“ 不见费宏，不知相大”

之说。 铅山县令笪继良，

1616

年至

1621

年任

职铅山时，描绘了一株大白菜，题词“ 为民

父母，不可不知其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

此色”，并请来匠人，将书、画镌刻在青灰石

板上，立碑于县衙中醒目之处，以警示告诫

自己和僚属要以人为本、为民办事。 铅山自

然人文景丰富多彩，有“ 千古一辩”鹅湖书

院、千峰之首黄岗山、千载寺观葛仙山、千

年古镇河口镇、千首词圣辛弃疾、千古名臣

费宏、千篇华章蒋士铨、千年纸都石塘镇。

澄波桥下“ 河海晏清，风吹浪静”；天乳寺庙

依山筑阁，古朴宁静；“ 龙门第一关”，摩崖

镌刻，仰之弥高。 铅山人陈桢是著名动物学

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四有”，中国风俗画卷铅山有重彩。 金

元之乱，北民南迁；明清禁海，闽人入山。 铅

山人大度，包容万民。 铅山一时南腔北调，

语聚四海。 太源、篁碧畲族乡，村寨掩映高

山中，祭祖先、跳族舞、拜图腾，常唱《 高皇

歌》 ；结婚抹锅灰，通宵达旦不夜天。 葬礼作

“ 卖牛 ”道场 ，生死一景 ，人生“ 和合 ”一曲

歌。 畲家老屋，“ 词臣”牌坊，雷万八十一墓，

畲族文化、先祖事迹永世讴歌。 食文化，饱

人口福，灯盏果、烫米粉、铅山滑肉，声名远

播。 民间灯彩今朝靓，“ 讲古”串堂，载歌载

舞。 秀美乡村，徽风赣韵，特色鲜明。

“ 五有”， 祖国锦绣河山铅山有奇秀。

“ 黄岗去天有几尺，脚下群峰飘云烟。 ”黄岗

即武夷山西段，号称“ 华东屋脊”，被评为世

界自然文化双遗产，中国自然保护区。 铁杉

林、高山黄杨矮林连成片；两栖类、爬行类

珍品扎成营 ，人称“ 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

动物的钥匙”。 葛仙山曾为东晋葛玄炼丹

处，一山两教，香火两旺。“ 葛仙山头钟鼓

起， 葛仙山下人如蚁”， 葛仙庙会名动四

省，旅游演出引游人如织。 游客到铅山，赏

“ 鹅湖山下稻粱肥 ”， 闻 “ 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 蛙声一片”。 在铅山，水有信江印

月，溪拥瓢泉词章，“ 叫岩”水碧，“ 铁炉”水

秀，葛玄叹之，徐霞客赞之。 自古誉“ 铅山

女子不用拣”，铅山县美女如云，当年的陈

红、杨钰莹为当中翘楚。

新时代新铅山，产业正转型，旅游在升

级，共谋高质量发展。 打造“ 四个基地”，建

设“ 四个铅山”，建成山水园林城市和幸福

铅山，各民族安居乐业，众客商纷来投资。

铅山聚千山， 千山孕人文。 明日铅山更秀

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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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庚子年春清明后， 婺源徽州学研究

会一行

5

人，驱车前往大鄣山水路村，对该

村村宗祠文化， 吴氏迁徙渊源相关情况进

行考察。 考察形式：以参观浏览、访问村民、

查看谱系、地名志等资料为主。

水路村有

162

户，

600

多人口，主姓吴姓

和江姓， 首先我们一起观看了吴氏宗祠敦

睦堂，宏大气派的祠堂大门伫立在我眼前，

让我感到微微有些震惊。 祠堂大门呈八字

形，五凤楼式样，石门枋，大门两侧有对折

固定石门枋墙，上有门罩，砖雕图案人物花

草禽兽栩栩如生。 我看过许多祠堂大门，如

此之大雕工之细腻不多见。 大家在古老的

祠堂大门口合了影。 会员吴鸿张是当地人，

找来了村里几个年岁大的村民， 告之了我

们一些关于村名和祠堂的情况。

该宗祠是吴氏宗祠， 这支吴氏是从赋

春迁来， 而赋春吴氏以地名志记载是从古

坦莒莙山迁至， 村民说从赋春洛田迁至水

路村，但这个村子翻了一些资料没查到。 水

路村过去称旋溪，《 旋溪吴氏支谱》载：村处

河湾处，出入须涉水，故改今名水路。

吴氏宗祠敦睦堂约建于清代中叶，从

规模上看了，举了吴氏宗亲之力，这么好的

建筑却于

1961

年一场大火毁于一旦， 十分

可惜， 现在看到的内部结构是

1965

年村民

集资建成的，里面屋柱子有近百根，自然与

原建筑不能比， 原来的屋柱都是一个人抱

不过来的。 祠堂内的规制建筑也淡化了，本

来祠堂由仪门、厅堂、享堂、寝室组成，这里

没踪影，只看到连于一体，最后的墙边有新

建的“ 敦睦堂”字样，没有历史沧桑感。 听村

里的老人说只因为生产队时，为积肥，在寝

室后屋放置山上运来的草木灰， 后半夜草

木灰还有火星， 遇到相邻堆放的谷壳引发

火灾，当村人醒来发觉，火苗已串顶，众人

相救已无望，一座历经

200

多年雄伟的宗祠

被毁了，留下的是气派不怕火势的大门楼，

村民个个唏嘘不已。 有村民告诉我，现在看

到的“ 敦睦堂”，已前后修了三次，政府给的

钱不多，大部分都是村民集资的钱，按祠堂

规制，以男丁摊派为主，女孩不用，父亲生

一个男丁的，出两份，生二个就出三份，以

此类推。 等维修结束后，总的款项算起来多

少，全额摊在男丁头上。

村人还说，村里还有一座石牌坊，是文

革破四旧时被炸掉的，还有石桥都不见的，

我看到了村里社公庙和土地庙， 修得与众

不同，一是在村庄里，二是建得非常好，精

致，砖木结构比一些村落的社公庙、土地庙

大多了。 此外我们还看了另一座吴氏宗祠，

其规模都不能与前面的宗祠比。 但保存得

好，里面的特有的宗祠内制可以清晰看到，

木柱子都是原来的， 四水归堂布局十分明

显，虽说享堂悬挂《 至德堂》的匾额是新制

作的，能如此完好已经不错。 不过这支吴氏

是后来迁至水路村， 村人说是另氏的又一

派吴姓。

还是看宗祠， 我们再看到的是江氏宗

祠，县地名志说：水路村由江姓始居，唐末

清华西源坦江姓建村，吴姓是后面迁来。 古

坦莒莙山吴姓来自歙县篁墩， 姓迁者为吴

圣，约北宋初

961

年，建隆二年。 吴圣有两个

儿子， 吴文翼和吴文忠， 两人生了九个儿

子，在京做官号九公。 水路吴氏是南宋末祥

兴元年（

1278

）迁入，时隔了

317

年，进入元

朝了。 水路村江氏是济阳江， 两宗祠都不

大，听说有宗祠座内木柱也是被火烧毁了。

由此可见农村公共设施防火多么重要，即

是起火，因路途远，交通不便，救也救不了。

荒废多年后，现在做了大门、围墙，大门外

墙上请了写了江氏宗祠牌匾，烫金字，保护

了起来，村组长说花了

5

万多元。

除了加强防火意识以外 ，吴氏 、江氏

后人都知道要好好善待宗祠，一定程度上

说 ，它是族人祭祀祖先 、延续的香火和精

神家园。 过去族人婚嫁迎娶必须要经过宗

祠再回到家宅。 如今水路村对宗祠的重视

加深，不仅仅是新农村建设点缀和吸引游

客的需要 ，也有族人不忘祖先 ，对先祖敬

重的追思及过去曾有过荣誉的怀念，让人

很高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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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天，正是春末夏初。

趁着五月的春风、明媚的阳光，以及大自然的真诚美好，

借着五一节的假期，领着女儿女婿一家和上海的好兄弟一道，

来到这阔别了

43

年的军营驻地———檀头山岛， 感受当年我驻

守在海岛军营的生活气息。

檀头山岛， 位于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部的大目洋与猫

头洋交界的海面上。海岛呈南北向，东西长

6.6

公里，南北宽

1.6

公里，总面积

10.5

平方公里，岛形如铁锚状，岛以山名，最高点

檀头山居岛东侧，海拔

225

米。全岛原有

10

个自然村，

3000

多人

口，以海洋捕捞为业。

1978

年

3

月 ，我年满

18

岁 ，应征入伍来到部队 ，成为一名

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同年

6

月初 ，在石浦新兵轮训队经过

3

个月的军事训练后 ，被分配到这戒备森严 ，却又风景如画

的小岛。

我所在的部队是一营三连， 那时我担任连队军械员兼文

书。连队营地坐落在山脚下一片拱起的平地上，前面是一片十

分秀丽的大海湾和地势相当开阔的大沙滩， 站在营房前看沙

滩上的人显得格外渺小，那海涛声缠绵不断，昼夜不息……，

这里的沙滩，曾经是我训练、漫步、练书法、吹口琴，留下美好

记忆的地方。

每到夜晚， 这海边就会泛起白银般的光带， 一波接着一

波，远远望去，好似金蛇曼舞，好看极了。这情景常常会让战士

们不禁遐想联翩、憧憬美好的未来……

军旅生活既紧张辛苦，又开心快乐，有许多有趣的事至今

若如眼前，现记下一件，以唤起美好回忆。 记得

1981

年

1

月

1

日

新中国第二部《 婚姻法》颁布实施。 当时，连队认真组织学习，

并要求讨论时，每个战士都要表态发言，由于新《 婚姻法》明确

规定了“ 三代以内直系近亲不能结婚”。 一位河南商丘籍战士

小何当时就懵了，那天他足足哭了一晚上，经过老班长耐心开

导和劝说， 第二天他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与舅舅女儿恋爱的

故事，表妹小他两岁，长得水灵秀气、楚楚动人，俩人从小一起

长大，青梅竹马、相亲相爱，村里人都夸他们是天生一对、亲上

加亲，父母双方说好等小何退伍回家结婚。 后来，通过连队指

导员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小何终于想通了，并表示自

己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应带头执行国家新《 婚姻法》 ，主动与

表妹解除了婚约，在连队被传为佳话。

如今，这里已物是人非，当年戒备森严、干净整洁、充满活

力的军营，现在是杂草丛生、寥无人烟、荒渺一片的废墟。随着

旅游的开发，岛上拥有优越海洋资源，海上有帆板、游艇、划

船、冲浪等项目，更有攀岩、海钓、滑翔等极限运动。 尤其是这

里的姊妹沙滩，风景优美，让你尽情领略岛上的自然风光和风

土人情，尽情享受旅游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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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从当年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到如今是年过花甲

的老汉。 一路走来，经历过不少的坎坎坷坷，也收获很多的喜

悦，我后悔过很多事，唯独不后悔当兵；也淡忘了很多事，唯独

难忘战友情深；如果能重新选择，如果能重返年轻，我仍然会

披甲执戈，为国从戎。军人的烙印影响了我的一生，挥之不去，

如影随形。

当兵无悔，无悔青春，很自豪———我曾经是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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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峰麒麟山风电场场址位于葛源镇，是上饶市首个风电

项目， 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大型清洁能源企业———中国广

核集团有限公司打造实施。 项目一期总投资

4.4

亿余元，风电

工程装机容量

50.6

兆瓦， 共需安装

23

台远景能源容量为

2.2

兆

瓦风机。土建专业经理刘永帅告诉笔者，一台风机就有

310

吨，

不计算叶片高

90

米。 电场在连绵起伏、植被茂盛的大山上，刚

建好的风力发电机高高挺立，洁白的机身，线条优雅的叶片，

映衬着蓝天白云，勾勒出一幅美丽的风景图。

横峰县葛源镇是全国第五个暗夜星空保护地， 横峰县新

修公路，通往麒麟山，打造高山观赏文化，为上饶市秀美乡村

旅游增添一道亮丽的景观。

婺源水路村古祠堂的衰与兴

汪稳生

铅 山 的 桥

傅荣华

������

桥是个容易诞生故事的地方。 修桥铺

路是行善积德观念在民间的具体体现。 铅

山境内水系发达，修桥必不可少。 其中，民

间捐资修建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出资不

论多少，都是功德善举。 铅山境内有几座重

要的古桥。

唐贞观四年（

630

年） ，一位名叫澄波的

和尚在湖坊镇陈坊河上募建了“ 澄波桥”。

从此，湖坊镇河东、河西两个集市通连，开

启了一段商旅互市的佳话。 廊道两旁加建

单层木构房屋，廊内相向设店，全桥共设店

铺十二间，正常营业为九间。 东西桥头均建

砖石拱门，青石素作门框楣。 东首拱门横额

为“ 浪静风恬”，西首门连接湖坊街市，横额

为“ 河清海晏”。 相传为澄波法师所书，西首

门墙右下方还镶嵌着两块记载历代县令和

地方乡绅首士募捐修桥的事迹。 澄波桥设

计精巧、造型独特、风格别致，是铅山史料

记载最早的桥梁之一， 也是江西省体量最

大和保护最完好的廊桥之一。 廊桥是爱情

的象征，有多少爱情发生在廊桥上。 商旅既

通，男女交集，爱情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这

是一座喜庆的爱情的桥。

唐贞元间（

804

年）鹅湖峰顶寺高僧大

义禅师在永平镇创建“ 大义桥”。 当时永

平一带，江面开阔，水流湍急，到涨水季节，

更是一片汪洋。 大义禅师感百姓行旅之苦，

发愿造桥，历经近两年时间筹得造桥银两。

当时的桥是木架结构的，叫做思政桥。 后改

名为“ 大义桥”。 清朝乾隆年间，因附近居民

不慎，一场火灾使大义桥化为灰烬。 当时的

县令郑之桥，毅然决定改木桥为石桥，以图

一劳永逸。 据县志记载，当时永平百姓踊跃

捐钱出力，共计花费了两万多两白银，历时

16

个月。 工程之浩大，在这座桥的历史上是

空前的。 重建后的大义桥长近两百米，八墩

九孔，麻石砌栏。 全桥结构严谨，远观此桥，

鹅峰拱秀，横架南北，雄浑古朴。 建国前，铅

山县是福建北部进入赣、浙通道上的要冲。

大义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现代它还承

载过当时的各式机动车辆。 其繁华热闹不

言而喻。

清光绪之十四年（ 公元

1908

年） ，铅山

古浮桥建成 ， 它坐落在万里茶道第一

镇———河口镇。 浮桥，全名为“ 河口狮江利

涉浮桥”，坐落于铅山河口镇民主街（ 原二

堡街）尾肖公庙前的信江河面上，它的北面

是新滩乡庙湾村，浮桥全长

187

米，宽

4

米，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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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木船用铁索连接而成。 浮桥初创建

于清光绪十四年（ 公元

1908

年） ，后改迁往

三堡街尽头的大王渡， 并成立了浮桥会管

理浮桥。 虽几经沉浮，却依然古韵犹存。 浮

桥的存在 ，除了连接两岸的交通 ，还给河

口镇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另外的好处。 浮桥

上可以垂钓，可以洗衣，可以沐浴，可以乘

凉。 这是老河口人抹不去的记忆。 尤其是

夏天，浮桥成了天然的浴场，大人、小孩在

信江游泳 、沐浴 ，桥上的船头就是放衣服

的地方。 吃过晚饭，天渐渐黑了，桥上的人

反而更多 ，随意在桥上坐一坐 ，享受习习

凉风，和同伴聊聊天，那真惬意。 河口镇的

浮桥是河口一道具有特殊价值的旅游风

景线，是家乡人的乡愁所系，百年浮桥，承

载了铅山多少人的回忆，它将给越来越多

的人带来欢乐！

河口明清古街惠济河上林林总总的

桥 ， 似乎总是蕴藏着一份欲说还休的情

思 ，当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唯有

那一座老桥，和年少时一样，长满青苔，沉

默不语。

重温军营驻地———檀头山岛

苏如剑

麒麟山打造高山观赏文化

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