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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 “ 万 里 ” 与 上 饶

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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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稳生

谛 听 瓢 泉

莫名

江西乃“ 文章节义之邦”，“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两个“ 万里”，即江万里和杨万

里，是中国更是江西的重量级人物，都与

上饶密切相关。

第一 ，两个“ 万里 ”身上有六个共同

点 ：

一是都属于当时的长寿之人。 杨万里

（

1127-1206

） ，活了

80

岁 ；江万里（

1198-

1275

） ，

78

岁时为抗元跳河殉国。二是都属

南宋精英。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安吉

水县人，与陆游、尢袤、范成大并称“ 中兴

四大诗人”，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 诚斋”

二字，故很多人称其为“ 诚斋先生”。 江万

里字子远，号古心，九江都昌县人。 南宋

爱国丞相、教育家，元兵攻破饶州即鄱阳

时， 晚年移居鄱阳的江万里率子江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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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投水殉国 。 三是均为进士出身 ，杨

万里是绍兴二十四年（

1154

） 进士 ，江万

里是宝庆二年（

1226

）进士。 四是都长期

为官：杨万里曾在高宗、孝宗、光宗、宁宗

四朝任职，担任过国子博士、广东提点刑

狱 、太子侍读 、秘书监等职 ，官至宝谟阁

直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 死时获赠光禄

大夫，谥号“ 文节”。 江万里为官四十年，

历官

91

任 ，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即正

宰相。 五是均为政从文两不误：杨万里一

生作诗

2

万多首，传世作品有

4200

首，被

誉为南宋“ 诗宗”。 六是曾辞官隐居：杨万

里在韩侂胄当政时，与其政见不合，隐居

十五年不出； 江万里因被人嫉妒和打压，

曾坐事闲废

12

年。

第二 ，两个“ 万里 ”身上的四个不同

点：

一是两人出生时环境不同。 杨万里出

生前一年发生“ 靖康之难”，宋徽宗宋钦宗

二帝被金军掳劫北上。 随后宋高宗在杭州

称帝，宋朝的政治中心南移。 杨万里出生

的时期不好，八岁时母亲去世，在父亲杨

沛影响下，自幼勤奋读书，后又师从于高

守道、王廷珪、张九成等人，广师博学；江

万里出生时国家相对安定，他与其弟江万

载、江万顷一道刻苦读书，三兄弟都先后

科举高中，被誉为江氏“ 三昆玉”，江万里

成为南宋文坛领袖。

二是在江西任职治绩不同。 杨万里于

乾道六年（

1170

）任隆兴（ 南昌）府奉新知

县。时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

万里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

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

致。 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中“ 囚犯”，并

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

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 结果百姓纷纷自

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 杨

万里在奉新任职不到一年，却实践了他的

不扰民政治。 同年十月，因宰相虞允文推

荐，杨万里被召为国子博士，自此开始在

京任职；江万里嘉熙四年（

1240

）出知吉州

军，起初主抓农业，曾作《 劝农》诗：“ 父老

前来吾语尔，官民相近古遗风。 欲知太守

乐其乐， 乐在田家欢笑中。 ” 淳祜元年

（

1241

年） 于吉州州治庐陵县创建白鹭州

书院，广泛收藏图书，收授门徒。 奏闻朝

廷，理宗御书赐匾额“ 白鹭州书院”。 他创

办的白鹭洲书院，延续千年，在中国科举

时代共培养出文天祥等十七位状元和

2700

名进士。书院所在的江西吉安科举中

选人数几近此后中国千年科举的一半。

三是杨万里多以文策论， 江万里则

直言进谏。 乾道三年（

1168

） ，杨万里先后

拜见当时的两位副宰相 ，上政论《 千虑

策》 ， 分 “ 君道 ”、“ 国势 ”、“ 治原 ”、“ 人

才 ”、“ 论相 ”、“ 论将 ”、“ 论兵 ”、“ 驭吏 ”、

“ 选法 ”、“ 刑法 ”、“ 冗官 ”、“ 民政 ”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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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直指朝廷的腐败无能 ，并提出了一

整套振兴国家的方案 ，让两位副宰相大

为感叹 。 淳熙十二年五月 ，杨万里任吏

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 后因才学

出众，而被宋孝宗点为太子侍读。 在京城

任职，杨万里时常警醒皇帝，可说是为南

宋操碎了心。

江万里秉性耿直， 于淳祜五年（

1245

年） 三月与宋理宗谈论诸事得失， 曾说：

“ 君子只知有事非，不知有利害。 ”同年十

一月他上书弹劾林光迁等依权附势之徒。

十二月不顾主降派反对，劝说理宗启用赵

葵主持兵事，陈韦单主持财政，使主战派

一度得以执掌朝政， 为此屡遭主降派攻

击。 景定次年（

1261

） ，江万里逾六十，是贾

似道府中任职最久者。 十二月，贾似道辞

职要挟度宗，宋度宗涕泣，欲拜留，江万里

当即以身掖帝云：“ 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

不可拜。 ”又一次触怒了贾。成淳六年蒙古

军围攻襄阳， 江万里屡请派援军救护，贾

似道不许，于是江万里又因此被委以观文

殿大学士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吏，亲自率

兵作战。

四是后人对两人评价不同。 对杨万

里，后人更看重其诗品诗风。 宰相虞允文

评价：“ 东南乃有此人物！ 某初除，合荐两

人，当以此人为首”。 陆游评价他“ 诚斋老

子主诗盟， 片言许可天下服”。 解缙评价

他：“ 文章足以盖一世，清节足矣励万世”。

对于江万里，史书更看重其气节。 《 宋史》

称他“ 问学德望，优于诸臣”。“ 议论风采，

倾动一时”，是历史公认的与欧阳修、司马

光齐名的历史文化名人。 文天祥称江万里

“ 都范（ 范仲淹） 、马（ 司马光） 之望于一

身”。

第三，两个“ 万里”都与上饶结下了不

解之缘：

杨万里之父杨沛曾送少年杨万里在

怀玉（ 草堂）书院（ 后改为怀玉书院）学习

两年。 入职后，杨万里先后三十多次到上

饶，有时一住就是十多天。 其诗作中，有四

十多首写上饶。 在王淮当宰相时，杨万里

向他推荐了上饶人朱熹，朱熹得以任浙东

巡抚，虽然没能进入国家权力中心，但让

朱夫子的理学思想进入了官方传播渠道。

江万里虽是九江都昌人， 但他

77

岁

时把家安在了饶州鄱阳县这个元兵必争

之地，其意图十分明显：国家已无力回天，

他作为朝廷重臣，要在饶州这个赣北重镇

以身殉国， 以鼓励和唤起国人起兵抗元。

宋德祐元年，江万里

78

岁时，元兵攻破饶

州，江万里携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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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投“ 止水池”殉国，

江万里弟江万顷被肢解而死。

第四，两个“ 万里”的处世风格和代表

诗作：

杨万里喜欢以山水为朋， 以田园为

友 ，以书卷为侣 ，他的性格有些像陶渊

明和李白 。 而江万里官场几度沉浮 ，但

作为“ 国之台柱 ”，追求的仍是“ 保江山

社稷不移腥膻 ，求道德文章不堕宇内 ”，

一生主要是图国事 、办教育 ，谋千古道

德风范楷模。

最能代表“ 两个万里”精神境界的诗

作：杨万里的《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莫言

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欢喜。 进入万山

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说出了一个具

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

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作好充分准

备，不要被一时一事的成功所陶醉。 在取

得一定成绩时，万万不可自得自满。

最能代表江万里精神境界的是《 诗退

风涛》 ：“ 万里为官彻底清， 舟中行止甚公

明。 如今若有亏心事，一任碧波深处沉。 ”

诗中“ 但见拳拳于国家， 未尝汲汲于身

谋”，是修身持节的教材。

第五，传承两个“ 万里”的精神：

第一， 加强党员干部气节的培养锻

炼。 两个“ 万里”都看重气节，江万里更是

气贯长虹。 我们要学习先贤的宝贵气节，

从理论学习、奉献精神、营造良好从政氛

围等方面着手，培养党员干部的气节。

第二，把两个“ 万里”在上饶的故居和

就读地等文化遗产维护保护好，并作为文

化景观对外开放。 当务之急是，把两个“ 万

里”的故居修缮好，把江万里殉国时的“ 止

水池”、杨万里就读过的“ 怀玉书院”等修

缮好， 把杨万里诗赞过的美食恢复好、开

发好。

第三，传承他们的精神品行，学习他

们的报国热情。 以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

“ 双向发力”为己任的政协人，一定要以两

个“ 万里”为明镜，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上勇于献计献策，敢于直来直去，出更多

的好主意，提更多的“ 真知灼见”，在凝聚

共识上下更大的真功夫。

那一眼汩汩于铅山稼轩乡瓜山之麓

的泉，我们曾经谛听。 它似一曲响自大地

深处的天籁， 撷松风竹韵在心头萦绕，百

转千回。

这 泉 原 名 周 氏 泉 。 淳 熙 十 三 年

（

1186

） ，辛弃疾访期思得以邂逅。 因见泉

自石罅中涌出 ，形成两穴 ，一如臼 ，一如

瓢，思《 论语》“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

”意，

更名“ 瓢泉。 ”

最早谛听过瓢泉的人 ， 我们已经不

得而知。 但它的山水知音，无疑非辛弃疾

莫属。 辛公是南宋时山东历城（ 今济南）

人。 济南以泉多名闻天下，其中的趵突泉

更有“ 天下第一泉”之称。 所以辛公曾以

“ 弄泉手 ”自谑 。“ 绕齿冰霜 ，满怀芳乳 ”

“ 听兮清佩琼瑶些。 明兮镜秋毫些。 ”“ 一

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 ”瓢泉的品

质 ，瓢泉的声音 ，瓢泉的澄澈 ，瓢泉的风

景， 一扫诗人因壮志难酬而郁塞心头的

阴霾，心境豁然为之澄明，为之开朗。 于

是，诗人卜居瓢泉，将自己的晚年相托于

斯，直至终老。

后人有联赞曰：铅山何缘，一代词宗

托迹；瓢泉有幸，千秋雅韵留芳。

去辛公瓢泉创作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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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 ，我们可以看到 ，有松竹相扶 、瓢泉作

伴 ，白发归耕的辛弃疾 ，已然有了泉意 。

静中取闹，悠而不闲。 往来有知己，长歌

相答，暮送朝迎。 门前凿清塘，裁云弄莲，

鉴月听蛙。

瓢泉与鹅湖寺 （ 后来的鹅湖书院）隔

河相望，相距不过十几公里，中间有古驿

道连接。 于是，很自然有了辛稼轩与陈同

甫效仿当年朱陆鹅湖之会的鹅湖之晤，成

就了两个矢志抗金的爱国词人伯牙、子期

的佳话。

当然，铅山不只一眼瓢泉。 较著名的

泉还有：位于鹅湖山西南山麓，为北宋状

元刘辉（ 铅山沽溪人） 描述为“ 出高而溉

下，似惠；冬澄秋澈，不为物浊，似廉”的石

井泉，清康熙皇帝御赐鹅湖书院的楹联中

也曾提及该泉———“ 章岩月朗中天镜，石

井波分太极泉”； 有葛仙山西门右侧不远

处的洗眼泉，相传该泉曾为葛仙翁炼丹用

水，以之洗眼，明目清心。 其他叫得出叫不

出名字的泉，当以百千计。

但瓜山下的瓢泉，故事最动人。

今天我们伫立瓢泉谛听，依然可以听

见泉响石上，松竹摇风。 踟蹰阡陌，仿佛还

能听见辛词中的轩窗疏雨， 沙场马嘶，邻

家小曲，田园牧歌……

在食谱里加进一味诗， 一小碟春天。

有一张童稚的笑脸在屋里屋外奔跑，在溪

头卧剥莲蓬。 有疏竹听泉的清欢，鸿儒谈

笑的惬意。 英雄迟暮，诗人理想的乡村生

活大抵如此。

很荣幸，我们赶上了一个国富民强的

盛世，有梦可追，有诗同行。 由是，我们再

一次相约瓢泉：再一次品味一捧泉的澄澈

甘冽；再一次谛听一颗诗心的律动。

大地万物茁壮，远方缤纷如虹。

团双公路西侧， 团林乡与双港镇南北交界处， 有一座看似

不起眼之山， 名曰凤凰山。 凤凰山方圆约二里 ， 高不足百米 ，

东瞰青山湖 ， 西临南珠湖 ， 山上有一古寺 ， 名曰凤凰山寺 。

解放初期 ， 邻村蛮民 ， 夜杀寺院主持， 寺院香火日渐不继， 遂

而荒废。 儿时放牛至此， 仍见寺院山门， 断壁残墙。 时至今日，

古寺遗迹仍斑斑可见。 只可惜， 山上原数人合抱之木， 毁于大跃

进炼钢铁之时。 凤凰山今已草盛树稀， 与周围荒山野岭无异。 吾

村古稀老人忆曰： 昔日凤凰山， 四维丘陵连绵叠翠， 山中古木参

天， 秀竹郁郁。 炎炎夏日， 大汗淋漓之人， 进入山中林间， 暑气

顿消， 透体清凉； 林间百鸟啼啭， 石径蜿蜒通幽； 夏秋花果飘

香， 秋冬山泉浅唱； 山寺掩映于绿擎之中， 庙宇飞檐朱壁， 古

色古香 。 山僧晨钟暮鼓 ， 诵经萦耳 ， 钟声悠扬 。 香客络绎不

绝， 轻烟袅袅……

相传， 古时有一富贾， 专事贩卖石灰， 素爱散财行善。 彼

年， 载一船石灰， 挂帆过鄱湖。 船行湖中， 突遇大风， 乌云狰

狞， 恶浪狂舞， 四水茫茫， 船身颠簸欲沉。 正绝望之际， 湖中突

现一山， 山顶一凤鸟， 急振翅飞来， 双足钩桅杆， 拽于山脚背风

处， 富贾急令人抛锚， 于山岸避风。 狂风过后， 富贾脱险， 正欲

登岸拜仙山神鸟， 不想湖中此山急速下沉。 富贾急中生智， 抓起

一把石灰， 撒于欲沉之山顶， 以便作记。 富贾再颔首， 见凤鸟绕

船三匝， 高鸣三声， 扇动巨翅， 翩然飞去。 后富贾回乡， 念念不

忘仙山神鸟相救之事， 遂打点行囊， 绕鄱湖遍访此仙山。 数年

后， 富贾寻访至鄱湖南岸， 登上一山之顶， 惊异山顶凸有白岩一

具， 其喜出望外， 辄认此山为往日救命之仙山。 富贾感遇凤鸟相

救， 故名凤凰山。 富贾观此山， 坐北朝南， 前有照， 后有靠， 呈

太师椅状， 喜此山乃福地也， 遂生出家之念， 便倾家资， 于此山

建凤凰寺， 诵经念佛， 行善至终。

又传， 至正廿三年 （

1363

年） 四月， 陈友谅兵围洪都， 七

月初六， 朱元璋率兵来救。 陈闻之， 撤军回迎， 巨舰联结布阵，

扎康郎山。 朱分兵锁湖口， 欲关门打狗败陈军， 遂于鄱湖东南

岸， 自银宝湖至饶州城， 沿各湖汊口扎九寨。 因珠湖为天然水军

屯兵之处， 朱将主力扎珠湖乌金汊， 与马氏娘娘择凤凰寺而居。

凤凰山景幽林深， 可避秋老虎之酷热； 且凤凰山距饶州城、 乌金

汊水寨， 均不过卅里， 民情军情易知； 再则朱少时曾出家为僧，

或为怀旧亦然。 时朱军帅旗， 插于距凤凰山西北， 不足二里之高

坡， 今此处曰旗杆山。 吾乡尚有民谣云： 凤凰山下插旗杆， 凤凰

山寺住龙凤， 朱洪武， 马娘娘， 大战鄱湖十八年。 （ 注： 朱元璋

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十八年是民间误传， 实际只有近两月。） 朱

陈大战鄱阳湖， 自七月廿日， 两军遭遇康郎山激战， 至八月廿六

日朱胜陈败， 前后历时卅七日， 凤凰山寺既为军事指挥中心， 又

为朱与马娘娘之行宫， 其功非俗也。 后朱称帝， 曾赐凤凰山寺一

宝， 圆似球， 如人首， 悬于正殿梁下， 百十人仰而视之， 只见自

面， 不见他容， 名曰水晶珠， 乡人俗称“ 万人头”， 破四旧之年

代， 此镇寺之宝， 不知散佚于民间何处， 今吾村耄耋之佬， 少时

于凤凰山寺拜佛， 均曾见也。

凤凰山本为团林姜氏之宗山 （ 今已二分为姜 、 夏两村） 。

明初 ， 先祖仕阑 、 茂阑二公 ， 自县城北隅东流水桥 ， 迁居团

林。 仕阑公迁藕塘村； 茂阑公迁凤凰山脚下 ， 傍南珠湖之尾 ，

雁荡洲汊之北而居， 为七甲姜村； 后仕阑公之孙乾新公， 自藕

塘亦迁居凤凰山脚下， 与七甲前后而居， 为四甲姜村； 后茂阑

公曾孙坎栗公 ， 自四甲姜村迁雁荡洲汊之南而居 ， 为十甲姜

村。 由此四甲、 七甲、 十甲三村， 呈鼎足之形， 居于凤凰山西

南， 亦合称凤凰山姜家（ 氏） 。 团林姜氏是一家，由是家谱亦统称

《 林鳯姜氏宗谱》 。 六百年来，凤凰山姜氏子孙在此繁衍生息，至今

已成为团林一大望族。

今年四月底去段莘， 从官坑口经西

安，随婺源徽州学研究会组织部份研究人

员再次到裔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裔村的

魅力所在， 一个文化内涵深厚的村落，让

人眼界大开。

据《 婺源地名志》介绍，裔村在大余山南

麓的小溪西侧，叶姓始居名叶村。 唐末，休宁

县回岭汪姓迁入，以处婺源边陲改今名“ 裔

村”。 现有

300

多户，

1200

多人，在段莘算是

较大的村子。另看到一本不全的家谱，估计是

休宁回岭那边编的，言六十六世祖涓公生于

宋徽宗重和元年（

1118

）年，殁于南宋宁宗庆

元年（

1195

）年，涓公为裔村始迁祖，按年龄推

算，应当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迁来裔村落户。

听老人说，裔村明清时期更显辉煌，村子面积

比现在大多了，如今的空旷地、水田全是房

屋，有宗祠、有汪帝庙，观音阁、文昌阁、水口

林等。现在看到的只有能见证历史的塔桥，规

模宏大，桥身很高，该桥两边都建有青石板台

阶上桥，似城墙基石。 桥的两边嵌石上有字

迹， 靠村庄这边是“ 萃秀”， 靠村外似有个

“ 迥”，相邻那字模糊，看不清。

1949

年

3

月，

“ 婺休人民政府” 在此成立。

1949

年

5

月

1

日，婺源全境解放，“ 婺休人民政府”撤销。

婺休人民政府旧址虽然知道在裔村，

那又落户在哪幢民居里？ 今天还在吗？ 也

是徽学会考察的内容之一。

1949

年时间不

算很远，

70

年时间， 我们在村内徽友同学

的汪埝辉老师指点下， 找到了那幢房屋。

这里一幢徽派中西结合的房屋，修得很讲

究，大门门罩下有砖雕，门额上有“ 忍庐”

二字，看来房主是文化之人。 屋前带有院

子，院子里树木成阴，围墙高大，因门是锁

上的，我们没有进去。 听村民说，现在的房

屋主人不是原房子主人，他与原房屋主人

是好友，很便宜的价格，从老房主手上购

得。 去年因身体不适，被嫁到上海的女儿

接去照顾了。 所以房子一直空着，我们用

手机往里拍，看到的图片门前围墙下有茶

盆，地上都长满了青草，此外看到院子里

还竖立着十字架。 回想起

70

年前，这里就

是婺休人民政府的办公场地，曾是何等的

热闹啊！

沿着裔村的古村落走一圈，虽然看不

到往日庞大村子的繁华景象，但是新大楼

也在倒塌的旧房屋基上崛起，历史的车轮

总是在向前转。 村子坐落在溪水旁，五龙

山脉下， 我们从当年的古驿道上往上走，

紧邻村庄这边全是木板能活动上下的店

铺，当年过往行人肯定是车水马龙。 过了

裔村是西垣村，再走到回岭洞，这条古道

可一直通往休宁界外。 婺源人过去外出不

通公路，走五岭，回岭是五岭之一。

水是财源和吉利的象征，在徽州村落

选址营建中，理水是重要的一环，有“ 无水

不成居”的说法。 村落、祠堂、民居、庙宇都

力图与山水融为一体，保持一种天人合一

的境界。 前些年到过黟县宏村，整个村子

都融合在水系分布中，村中住户家门口的

溪渠水常年流淌，清晰见底的水给每位游

客带来了兴奋。 水能灌溉、洗涤、防火，是

人们最需要，不可缺少的。 这次到裔村，见

到了宏村有过的场景，裔村有三条道经村

子，普通点说是公路、村路、沿河路。 考究

点说就是大道，村街、古要道。 大道是近代

修的，为的是行车辆，村街和沿溪青石板

路要道是古老的，有近千年的光阴了。 村

街和要道边沿都有溪水流动， 村街较宽，

建有洗衣用的埠头，成月池形。 水系汇聚

这里通往各家各户。 所以说，在裔村，无论

你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流淌的水，在婺源村

落并不多见，水能滋养村人，给村民带来

财运，好运。

翻阅《 婺源县志》，有记载的裔村出任

七品以上官员的有四人： 明代万历年间汪

鹤龄，光禄寺署丞。 汪宜荐，崇祯年间湖广

大都司经历。 汪养中，也是崇祯年间，州元

帅。 清代同治年间汪金山，守备。 此外县志

记载了徽商汪泽民事迹：汪泽民：字子岗，

花翎三品衔，段莘裔村人，慷慨尚义，休南

回口梓仁堂为婺源十三都停棺所， 年久倾

圮，民首捐巨资重建，乡人称便。 襄里上海

徽宁会馆三十余年观茶捐节筵费入增三千

余金。 祖祠因诉累田租尽质，民先输金劝众

继之祀，产悉恢复。 他如扶危济困，舍药施

棺，诸善举皆输资不惜，妻曹氏亦好善，七

秩寿辰，以戚族祝仪凑合

200

金修整岭路，

子国章、国辉能世其德。摘民国《 婺源县志》

.

人物十一，义行八。 徽商汪毓，字彩三，少习

儒，念父老乃服贾，客黄州。 此外有义举的

徽商还有很多，此处不赘述了。 裔村崇文重

教，解放前有私塾、书屋，解放后公办小学

规模较大，现在仍在，内设有农家书屋，供

村民阅读。 另外笔者多年前还发现了一块

大清同治九年的青石碑刻，上写“ 裔村重建

观音、文昌两阁助捐碑记”，下面全是村人

捐款名单，如“ 佑生公捐洋卅元、孟四公捐

洋拾元、友善公捐洋五元……

此番考察，裔村最吸引我的还是村头

村尾两座古桥，据县志记载：应该是塔桥

和拱屏桥，塔桥，裔村为回岭通郡路，此桥

汪直建。 拱屏桥为裔村汪崇本建。 二桥均

为石拱桥，青石砌成，现保存完好。 站在房

屋高处往下看，裔村的风景特美，峰峦叠

嶂，气脉雄伟，徽派古建与山水、良田构成

一幅明丽多彩的画卷，久久能让人悟出古

人的艰辛智慧。 纵然历史变迁、沧海桑田，

人们仍能从一个个的局部来感受到她灵

光闪现的魅力。 今天的裔村与过去不一样

了， 公路修通， 来回县城出门都方便，茶

叶、竹笋、蜂蜜等土特产能给村民带来收

入。 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惠农政策的

落实，都能使广大农村受益。 有机会还想

再去趟裔村， 走走那条直达休宁县古驿

道，那一条读书人考取功名、经商打拼者

外出谋生，或荣归故里人生之道啊。

思溪桥又名通济桥，但乡人更愿意叫它思溪桥，那是小时候

每天必经之桥，曾为我挡过风遮过雨，古桥沧桑，岁月沧桑。青色

的石阶，承载了多少孩提的欢笑，那长长的栏杆 ，倚靠过多少代

人的梦想。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思溪。

思溪是一个诗意的地方，哪里一站都是诗，哪里一坐都是画，

最诗意的是那一弯似眉月横跨两岸的思溪桥。桥体古朴典雅、桥亭

别致有序，桥面用长长的厚木板铺着，石柱桥墩燕嘴分流，清澈的

溪水沿着青石板路，时常在我梦中弯弯曲曲萦绕，哦

～

思溪桥原来

也是故人。

廊桥，我梦中的廊桥，依然在溪水潺潺处等我，相识千年，仿佛

又不曾相识。思溪桥不长，刚好一首小令那么长；不宽，恰好两个人

对望的距离。桥下流水潺潺，桥上行人款款。石埠木杵声声，扰了整

个古村落的宁静。溪边两颗古树青翠欲滴，像旧时光的美人蹲坐在

岸上临水照影。 廊桥因此显得更清幽了，水也因此更绿了。 一阵南

风吹过，我感觉如一场昨夜的梦又来到这里。

桥头 ， 望秋水天长 ， 倚栏 ， 任思绪东流 。 如果 ， 能选择 ，

下辈子我愿住在廊桥边上， 日日来与廊桥君相会， 月月与之缠

绵， 年年与之耳鬓厮磨。 我要伫立成一棵树， 与绿水一起， 把

根紧扎在地下， 牢牢地扎根在廊桥的石柱里， 永久地传承诗意

的廊桥文化。

有个地方，名叫思溪；溪边，有座廊桥。 你来

～

或不来，它都在

这里。

思 溪 廊 桥

木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