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5

日，横峰县民政局

向该县教育系统捐赠《 横峰地

名故事》

2000

册 ，价值近

10

万

元。 捐赠仪式在横峰中学会议

室举行 。 该县民政局 、教体局

负责人 ，全县中小学校长及民

政局地名办工作人员等

300

余

人参加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 横峰县民政

局局长杨朝雪介绍了《 横峰地

名故事》 的主要内容 ，《 横峰地

名故事》 是一本介绍家乡地名

来历 、地名演变 、地名文化的

故事书 。 书中每篇文章 ，每个

故事 ，都有横峰的印记 ，家乡

的情怀 ，是一本由十余位本土

作者耗时两年采写 、编辑的乡

土文化读本。 《 横峰地名故事》

是横峰县委书记饶清华向全县

市民推荐阅读的书籍之一。

横峰县教体局局长陈填心

介绍 ，作为一名横峰人 ，大家

应该了解横峰的历史 ，更要熟

悉自己家乡的来龙去脉 ，尤其

中小学校在阅读了解的基础

上 ， 有义务要传播家乡故事 ，

传承家乡文化。

（ 黄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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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镇姚家湾阳源山，那里有辛弃

疾的墓。

辛弃疾的老家是山东济南历城区，

生于

1140

年

5

月

11

日。 当时，他的老

家已在金人的铁蹄之下。 家乡以及国家

蒙受的屈辱， 铭刻在他童年的记忆中。

光复中原 、报国雪耻的志向 ，引领他在

21

岁就参加了当地义军，还组织了两千

多人的地方军 。 后来率众归附拥有

15

万忠义军的山东农民领袖耿京。

1162

年，辛弃疾南下参见朝廷。 事

毕归途 ， 得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

害，便率领五十名精兵，飞越

600

里，杀

入拥有五十万之众的金营，出奇制胜拿

下了张安国并押回朝廷处决。 由此，他

名声大振 ，被任命为江阴签判 ，时年仅

25

岁。

文武兼备的辛弃疾， 后来虽然在江

西、 湖南等地担任过转运使或安抚使高

官， 但只能治荒治乱， 无法施展抗击金

兵、 收复失地的宏图。 官场上的嫉贤妒

能，也许自身有点耿直刚掘，在他年富力

强的

42

岁就被弹劾而缘结上饶。 他有幸

于

1203

年，宋宁宗有意伐金时，在六十

四岁年纪上受到皇帝起用。 可是

1205

年

又遭谏官攻击，又重归瓢泉生活。

“ 舞榭歌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闲赋的辛弃

疾 ， 只好借酒借词抒发自己的慷慨悲

谅。 当枢密院都承旨（ 国防军事高官）的

任命传到瓢泉，时年

68

岁的辛弃疾，一

个能征善战 ， 又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

人，已经体弱多病，卧榻不起了。

1207

年

9

月

10

日 ，他在“ 杀贼 、杀贼……”三声

疾呼中含恨而去。 其墓下葬于瓢泉附近

的永平镇姚家湾阳源山。 故亡在前的辛

弃疾范氏夫人也下葬于此。

金相寺、姬兴寺……它们都记录了

辛弃疾的足迹，均历千年而不落寂。 古

驿道上 ，无法合抱的罗汉松 、古香樟和

冬青树 ，同样在诉说不老的千秋故事 。

春天的信使———油菜花和紫云英竞相

拼色 ，一直渲染到山垄的尽头 ，正好亲

吻肃穆的大牌坊和阳源山的脚根 。 几

棵开着白花的野刺玫 ， 带着高洁穿插

在山间。 眼前的景致，让人相信天亦有

情 ，纵容大自然满含灵气和香气 ，向辛

弃疾献花。

清明时分，我们前往辛弃疾的墓地

祭拜。 来到阳源山，走过大牌坊，踏着青

麻色的石阶开始爬山。 递进的石径，带

我们走向历史的深处。 十多分钟，灰白

大气的辛弃疾坟墓就端坐眼前。 蹬上最

后的三十四级，就上了坟墓的祭台。 说

是祭台，实是观望台。 祭祀前，我们仔细

观察周边 ， 也是形家眼中尤为典型的

“ 山包屋”吉地。 现在则成为藏风聚气的

“ 山包坟”。 是风水先生眼毒，还是辛弃

疾具备相当的地理信息水准 ， 相中此

地，是个不二的选择。

左边青龙山山势高且青绿，龙头打

住在大牌坊。 右边白虎山山势低于左边

且更短。 墓地的正前方是三个并列的小

山包，中间高两边低。“ 地仙”把它们看

成蝙蝠跃跃欲飞的形态，寓意自然天天

都来祭拜。 墓后，一定是青山为“ 靠”。

天公太有心 ， 临时预设了祭拜的

天象。 刚才空间千里疏朗，现在头顶聚

来了几块厚厚的云层。 主人想得周到，

带来了一瓶老酒 ， 提示简单的祀礼就

要开始。 一切都是随乡入俗，先为守护

一方的“ 土地爷 ”献上一杯 ，再为辛弃

疾浅倒三个大杯 。 他是个流传中的酒

神。 有词就有酒，有酒就出词。 他时常

提壶醉赋 ，来自瓢泉的《 临江仙》 就是

醉句 ：“ 莫向空山吹玉笛 ， 壮怀酒醒心

惊 ，被翻红锦浪 ，酒满玉壶冰 。 ”《 我饮

不须劝》 简直是自画像 ：“ 我饮不需劝 ，

正怕酒尊空。 ”

双手合掌，举在眉头，念念有词。 端

起酒瓶为辛弃疾添酒 ， 在心中默默祈

祷。 礼毕，我们围绕圆形的墓冢（ 俗称坟

头）转圈。 坟墓是

2012

年按原有格局，

不用水泥，仅用青石材料修筑到位。 姿

式为坐北朝南。 弧形的罗圈墙，前低后

高，把墓冢包在中心位置。 墓冢前居中

处有青石条块包边的墓碑。 这块碑是始

终伴随辛弃疾的“ 历史老人”，是坟墓中

除文字记载外唯一的实物遗存。 修饰在

坟墓左右的还有护栏、 抱鼓石和望柱。

值得表述的正是这对望柱，古朴中透出

厚重，散发出高强度的人文底蕴。 上面

镌刻了郭沫若为辛弃疾纪念馆撰写的

一副楹联：上联是：“ 铁板铜琶继东坡高

唱大江东去”， 下联为：“ 美芹悲黍冀南

宋莫随鸿雁南飞。 ”这副名联，巧借“ 铁

板铜琶 ”和“ 美芹悲黍 ”几个历史故事 ，

精妙贴切地立起了辛弃疾做词豪放、做

人爱国的两大立面。

置身典雅的墓前 ， 目视每一块石

砌 ，每一项构件 ，心随春风 ，思绪云飞 。

如果说，带湖和瓢泉承载了辛弃疾的后

半生 ，承载了他豪气冲天 、婉约迷蒙的

不朽创作，那么，底色清新、山峰回转的

阳源山， 承载的不仅仅是他的躯体，更

是他“ 人中之杰”的傲骨和忠魂。 其报国

爱国的精神财富 ，正是人人打拼 ，一统

江山，民族复兴的无形动力。

以“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

之”为一生写照、被誉为我国“ 开眼看世界

第一人”的林则徐，与上饶的渊源颇深。

林则徐

(1785-1850)

，福建侯官人

(

今

福建省福州

)

，字元抚，又字少穆 、石麟 ，

晚号俟村老人 、俟村退叟 、七十ニ峰退

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

政治家 、思想家和诗人 ，也是中华民族

抵御外辱的伟大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

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

两广总督 、湖广总督 、陕甘总督和云贵

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 他与上饶

的渊源有四：

第一 ，曾为三清山下“ 闽南人 ”、紫

湖林氏祠堂题“ 仁忠流庆”牌匾。 清道光

年间， 紫湖有一名叫林士耀的读书人，

虽喜爱读书， 但科举之路却一直不顺，

一直到胡子花白也没考上举人。 时任江

西副主考官的林则徐在考场上看到这

位“ 老童生 ”，便心生好奇问了几句 ，林

士耀回答

:

“ 有志不怕年高， 无志空长百

岁。 ”正是这句话，让林则徐对其刮目相

看 ，考后交流中 ，林则徐了解到他是上

饶三清山脚下的闽南人后裔，且为福建

林氏同宗。 林则徐将林士耀屡考屡败、

屡败屡考的事迹和精神上报朝廷，皇帝

大笔一挥 ，钦赐林士耀为举人 ，并安排

到赣南担任知县。 林士耀对林则徐心存

感激 ，一次林则徐途经南康 ，林士耀得

知后连忙上门拜访。 林士耀说紫湖林氏

在当地建了一所祠堂，并介绍了祠堂情

况 ，林则徐当即用四尺绢布写下了“ 仁

忠流庆”牌匾。

第二 ，受聘到叠山书院讲学 ，并亲

题“ 叠山书院”牌匾。 林则徐曾来叠山书

院拜谒谢叠山 ， 被叠山的英雄气节和

“ 八斗之才”感动，欣然受聘叠山书院讲

学，并亲题“ 叠山书院”牌匾。 他结合自

己曾在两广总督任上提倡“ 师夷长技以

制夷”， 为叠山书院学生讲述了中国人

爱国自强 、忠贞保国 、抗击外国侵略的

生动一课 ， 开拓了学子们弘扬叠山精

神、报效中华民族的视野。

第三，对婺源人齐彦槐在苏州同知

任上设计建造“ 龙尾”、“ 恒升”二车给予

高度重视和称赞。 该车的革命性作用，

齐彦槐在 《 畿辅水利议》 有载

:

“ 龙尾车

者，河滨挈水之器也。 物省而不烦，用力

少而得水多 。 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 。

……人力可以半省， 天灾可以半免，岁

入可以倍多。 ”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

听闻后激动万分 ， 亲自到苏州观看试

验，称其“ 有益于农田水利”，大加赞赏，

要求尽快推行于农用和治水。 这两种生

产工具被广泛运用后，齐彦槐写了几首

推广、应用的诗，林则徐读后评价

:

“ 近数

十年海内诗家，惟齐彦槐必传”。

第四 ，林则徐女儿林普睛“ 江右佐

元戎”、力保上饶城。 人们在林则徐女儿

林普睛去世时写了一副挽联

:

“ 为名臣

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撒夫人分

伟绩 ；以中秋生 ，以中秋逝 ，天边图浩

魄，云裳仙子证前身”。 林普晴生命中最

辉的一件事 ，就是挽联中所说“ 江右辅

元戎”、啮血作书求援解上饶城之围，帮

助丈夫沈葆桢建功立业，自己也成为近

代中国的杰出女性。

林普晴

(1821

年

-1873

年

)

，字敬纫、

俊兰，道光十九年

(1839

年

)

，林普睛与表

兄沈葆桢结婚。 啮血求援之事就发生在

他们结婚不久。 咸丰年间，正值太平天

国“ 大闹天下 ”之际 ，福建 、江西一带战

火纷飞 。 沈葆桢此时被任命为广信知

府。 广信府地处要冲之地，是太平军的

主要攻击目标。 当时沈葆桢手中兵力有

限 ，便把精力放在到各地募兵上 ，只留

下夫人林普晴坐镇上饶。 一次，太平军

大批人马蜂拥而至，试图一举拿下上饶

城。 由于城中无主帅，一些官员趁机仓

皇出逃， 也有人劝林普晴出城避难，然

后再设法与沈葆桢会合 。 面对大军压

境 ，面对城中将士 ，林普睛指着院中的

水井说

:

“ 倘若城破， 这里就是我的安身

之处”，表达了自己坚定守城之心。 她临

危不惧，与守城军官制订守城方略。 她

打开府库， 拿出金银犒赏城中士兵，亲

自率军登上城墙各就各位，又亲率城中

妇女为守城将士送饭。 得知太平军惯用

令人防不胜防的滚地龙

(

挖地道

)

战术攻

城，林普睛决定采用“ 埋瓮听声”之策来

防范 ，可一时间 ，上饶城中很难找出这

么多大瓮 ，林普晴灵机一动 ，下令沿城

墙内侧抢挖出一道壕沟，敌军从地下攻

城，势必进入壕沟，行迹必暴露无遗。

由于寡不敌众，守城形势危在旦夕。

林普晴想到了距上饶不远的浙江总兵饶

廷选。此人原是林则徐部属。只有请他出

兵支援，才可解上饶之危。 为了感动饶廷

选， 她用牙咬破中指， 用鲜血写下求援

信，迅即派人送出，饶廷选被林普睛的血

书感动，接书后，马上抽调数千精兵通夜

赶往上饶，恰逢沈葆桢也亲率大军回城。

三支人马在上饶血战了七天七夜， 最终

打退了太平军，保住了上饶城。 捷报飞传

京城，成丰帝下令论功行赏，沈葆桢被提

拔为江西巡抚。 尽管朝廷没对林普晴封

赏， 但上饶数十万军民却对这位巾帼英

雄钦佩不已、念念不忘。

四个故事表明， 林则徐重乡情，得

知三清山下有一支闽南人后裔，顿生乡

愁；重气节，得知弋阳乃叠山故乡、有叠

山书院 ，便欣然题匾并受邀讲学 ；重人

才 ，得知齐彦槐的创造成果 ，便亲临现

场 ，给予最有力 、最暖心的评价 ；重家

教，其女林普睛临危不惧，血书求救，刚

柔相济，表现出色，传为美谈。

“ 四个故事”给我的认识是：

其ー，“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真正

的历史 ，既写在文本上 ，也写在口口相

传的民间，写在多姿多彩的大地。 林则

徐为上饶两处题匾，为上饶籍人才撑腰

壮胆， 其女冒着生命危险力保上饶城，

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壮举，读着让人热血

沸腾。 虽然这些内容，史书上找不到，但

匾额为证 ，千真万确 ，我们有责任打捞

起诸如此类的历史碎片。

其二 ，因为林普晴 ，我重新阅读林

则徐。 读着读着，又发现林则徐与上饶

的碎片式渊源 ，虽然只为片断 ，将此重

新拾捡回来 ，聚拢起来 ，至少可展示和

表现其心路历程和家国情怀。 多少个孤

灯长夜里 ， 我做的就是这些不起眼的

事 ， 但能为英雄之事迹和精神添砖加

瓦，我认为值得

!

其三，林则徐真正走进历史舞台的

中心，便是虎门销烟。 在这段波谲云诡

的历史画卷中 ，这位“ 孤臣 ”以其孤忠 、

精诚、烈性、雄魄抒写家国情怀。 那时，

西方列强一直想敲开中国的大门

,

道光

十八年 ，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 ，已达四

万箱，全国吸食鸦片者达四百万人！ 大

量白银外流，银贵钱贱！ 在这鸦片泛滥

的时候 ，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还是任凭

侵蚀？ 林则徐在关键时候的出场，让历

史在这一瞬间熠熠生辉。 他一开口，就

切中要害：鸦片之害，将使数十年后，中

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

银

!

这才使道光皇帝下定决心， 严禁鸦

片

!

也掀开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

的篇章———虎门销烟

!

其四 ，林则徐之禁烟 ，是在唤醒和

拯救当时国人萎靡的精神世界。 如果一

个国家的精神崩塌了， 则离亡国不远。

林则徐正是满怀着对国家、 对民族、对

人民的忧患意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也开

始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也由此展现

了一种忧国忧民的大情怀。

其五，我钦佩林则徐，钦佩谢叠山，

钦佩林士耀 ，钦佩林普晴 ，正是对他们

的敬仰之情让我放弃了睡安稳觉， 在血

糖和眼压升高的情况下， 也要把这些碎

片化史实给串起来，给凝聚起来。 这就是

我，虽做得好苦，但苦中有乐

!

林 则 徐 的 上 饶 情 结

———兼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

程建平

“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因

为怀抱着伟大的铅山倦客的归

魂， 而旷世有名的永平镇文家

桥董家坞便是一座幸运的山。

我看过有关蒋士铨一些史

料， 及袁枚为蒋公 《 翰林院编

修候补御史蒋公墓志铭》 ，对

蒋公心生敬仰。 在一个骄阳似

火的下午， 我突然心动， 前去

拜谒蒋公墓。

墓地所在永平镇文家桥西

董家坞。 王昶在蒋公墓志铭里

说“ 欧阳子曰

:

‘ 士患不逢时。 时

逢矣， 又患人主之不知。 知矣

而不及用者，命也。 ’如君洵可

谓命也 。 五十二年某月日 ，知

廉 （ 蒋士铨长子） 等葬君於铅

山董家坞之原……”

百转千回， 问了好几位当

地百姓， 遥指一座百级台阶的

山 ：“ 那儿就是了……”， 当我

们终于站在坝堤上， 隔着虹桥

远远就见到蒋公的墓碑一角 ，

真如孤凤栖桐一般。

跨虹桥时，才发现，本应是

清明河山的风水宝地， 竟成一

片黄色， 似乎已是哪家厂矿的

污水处理库。

有文献资料这样评价蒋

公 ：“ 蒋士铨修凌云塔 ， 建试

院 ， 是为了振兴家乡文风 ，勉

励家乡学子； 开焦溪坝， 兴修

紫溪黄柏坂水利 ， 润田六千

亩， 建试院， 开县东两耳门以

利群众来往……”。我不由在心

里叹道：“ 惭愧呀，蒋公……”

走近蒋公墓地， 几平方米

见方， 不见过多雕饰， 反有些

许清寒， 仅赫然而见墓碑上头

带有纹饰的匾额， 上书“ 气节

文章” 几个大字， 拱梁中间镂

雕着一朵盛放的菊， 使伟岸高

尚之气概由然生起。

这应该是自蒋公辞世后 ，

概括蒋公一生的最适合的文

字。 不知对于大量诗词戏剧饱

含为人民疾苦呐喊之声的蒋公

自己，满意吗？

已些微模糊的墓碑上 ，尚

能辩出蒋公有七个儿子从长自

幼分别是 ：知廉 ，知节 、知让 ，

知白 、知重 、知简 、知约 。 他们

秉承家学，都同样是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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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光阴荏苒， 时代

变迁 ， 枝繁叶茂的蒋家后人 ，

一定都在蒋公的气节家风与渊

源家学中修身齐家。

在 荒 草 里 无 意 中 见 到

1959

年江西省委为蒋公墓立

的碑， 虽已残缺不全， 但足见

蒋公高尚而伟大的艺术造诣一

直都为政府所重视， 被列为江

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墓为青石

砌筑， 墓前两旁有石鼓， 中有

墓碑 ，碑文为 ：“ 皇清勅授承德

郎例晋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即

用御史显考蒋公心余府君之

墓”。 墓碑嵌在青石碑亭中，亭

高

1.3

米，宽

1

米，西侧镌有对

联 ：“ 庐阜叩苏公八壬偈子一

转语； 山阴同陆翁九千吟中万

首诗”。 横额“ 气节文章”。

令笔者站在蒋公墓前思绪

万千 ：“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

下之乐而乐” 是中国知识分子

把国家 、 人民的利益摆在首

位、 为天底下人的幸福出力的

主流抱负， 却为何要为命运担

忧？既生不用故何以？ 何以要

问天？

这样一位忠 、孝 、节 、义的

游子终归默默躺在了故乡的山

之一隅， 不再漂泊， 但他的风

骨与艺术遗产将永垂不朽。

在婺源 ，最好的绿色 ，倒不一定是

它一眼看上去绿的多么完美 ， 而是这

绿的获得始终是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

实现的。

在婺源，茶就是自然，也是从属于自

然的生活方式。茶有茶的活法，茶人也有

了茶人的活法。在有一杯茶之前，先有了

漫长的绿色生长的故事。 在月光晒在山

头，在晨露尚未消散以前，这静赖的生长

于你来说，是个短暂谜，于赖它而生的人

来说，是永恒的年岁。 等茶长成，当然是

等自然的眷顾，将茶制成，是将期盼的力

气，运上指尖，虔诚劳作，自食其力。

吃茶是感受山之绿， 洗澡则是感受

水之绿。夏日的婺源，算得上是最好的天

然大澡堂了。在午后跃入一湾清流，河面

镜子一般印了蓝天白云， 在水流的浮力

间消解了多余的重力束缚之后， 有浮游

于天际的快乐。 屈身扎入水底， 云在脚

下，大地在面前，游鱼在身边，俨然一个

倒置的奇幻天地。 傍晚又是另一种自由

浪漫，是有幸从夕阳的红河，游进余温尚

存的墨色中的。

茶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很多工序是无

法实现机械化生产的。 新茶到了该采的

时节，茶农便要弯了腰踏遍漫山遍野，在

错过最好的采摘季节前， 收集好这一季

的茶叶。所有采集来的茶再经过摊晾、炒

青、揉捻等工序，最终成为一道古老的饮

品。 你若亲自到过那些茶农手工炒青的

村庄，整个为清淡的茶香所弥漫的村庄；

见过那些土生土长的叶和淳朴的手掌在

铁锅里刚柔并济的翻腾， 便能理解那一

抹绿中，所蕴含的自然力量。

我还曾在某个清晨游过河的两岸，

亦有他样的快活。 宛如自然时光在一天

之中，摆弄了不同程度的神秘，竟然能在

不同时间入水时被捕获。但凡种种，都有

自由自在这种自然游嬉间流露。 谁又能

否定，我们苦苦寻觅的自由快活，难道不

就是以最自然而然的姿态活在天地之

间，彼此欣赏对方的美好呢。

幸运之山董家坞

潘爱英

稼 轩 墓 前 的 情 思

吴有君

婺 绿

在婺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