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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宰相儒圣写诗文,皆赞上饶状元德才高

——— 兼 议 上 饶 的 状 元 文 化

程建平

灵 西 串 堂

毛小平

上饶历史上共出过

13

位状元

,

加上榜眼探花则超过

50

人，其中宋代有三位状元还分别被宋仁宗、宰相王安

石、儒圣朱熹赞扬过。

其一，铅山人刘辉考中状元后，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

皇帝宋仁宗当即赋诗《 赐刘辉及第》 ：“ 治世求才重，公朝

校艺精。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并蹑云梯峻，联登桂籍

荣。 庇民思善政，慈惠体予情。 ”

诗意为：治理天下必然要仰仗英才，朝廷需要才高八

斗的各类精英。我在殿上目睹了你一考冲天的成就，你的

才学要尽快用在报效国家上。闻说你学识上进步很快，如

今竟获状元荣耀，一鸣惊人。 希望你珍惜机会，以此为起

点更好地用才学庇佑人民，助力建立清明政治，为改善民

生播撒仁爱。

仁宗诗表明：他对刘辉考中状元很满意，对俊杰辈出

的局面很满足。《 宋史》赞仁宗：“ 为人君，止于仁。 帝诚无

愧焉”

,

史家赞其治理期间为“ 仁宗盛治”。 在其任上，重

用、提拔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包拯等一大批治国理

政的贤才良将。 现今尚能找到仁宗诗仅存

13

首，其中

5

首是带“ 赐”字的，包括这首《 赐刘辉及第》 。

刘辉（

1031-1065

年）原名刘几，字之道，铅山陈坊沽

溪人。

1057

年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但他毫不气馁，发

愤苦读，第三年再考时终于力拔头筹。 刘辉夺魁后，被任

命为河中节度判官。 不久，因祖母不服当地水土，请求解

官归养。 朝廷准其移任建康（ 今南京） ，不久改任著作郎。

嘉祐七年（

1062

）祖母逝世，他以嫡孙请求解官“ 承重服”。

居丧期间，建起馆舍接待学子。治平二年（

1065

）三月十三

日卒，葬陈坊下沽溪。

其二，鄱阳彭汝砺考中状元后，王安石写诗《 赠彭器

资》 ：“ 鄱水滔天竟东注，气泽所锺贤可慕。 文章浩渺足波

澜，行义迢迢有归处。中江秋浸两崖间，逆洄与我相往还。

我挹其清久未竭，复得纵观於波澜。 放言深入妙云海，示

我仙圣本所寰。 楞伽我亦见仿佛，岁晚所悲行路难。 ”

王安石将彭汝砺之贤能，与浩渺博大的鄱阳湖相比，

赞扬状元其文波澜起伏，其德令人敬慕，其学知行合一，

赞扬鄱阳大山大水出大才。

彭汝砺系饶州鄱阳人，字器资，生于宋仁宗康定二年

（

1041

） ，卒于宋哲宗绍圣二年（

1095

） ，宋英宗治平二年

（

1065

）乙巳科状元。 中状元后，历保信军推官，武安军掌

书记，潭州军事推官。 后被王安石举荐为国子直讲，改大

理寺丞，擢太子中允，后升监察御史。 著有《 易义》《 诗义》

《 鄱阳集》 。

其三，玉山汪应辰十八岁中状元，儒圣朱熹对他评价

极高：“ 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

名；道尊德备，而不自以为得；位高声重，而不自以为荣。”

文意为：汪应辰学问高深，博古通今，却从不自满；才

华出众，学富五车，却淡泊名利，不图虚名；官居高位，但

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人品好、学问高，乃栋梁之材。

汪应辰

(1118-1176

年

)

，初名洋 ，字圣锡 ，信州玉山

人。 生于宋徽宗政和元年，卒于宋孝宗淳熙三年，年五十

九岁。绍兴五年，年方十八便中状元，之后授镇东军签判。

召为秘书省正字。之后出通判建州、静江府、广州等。秦桧

死后，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 今浙江

金华） 。累官吏部尚书。著有文集五十卷，《 宋史艺文志》传

于世。

皇帝题诗、宰相赋诗、儒圣好评，表明宋代的上饶状

元，是当时读书人的楷模，且三位状元人品好、学问好、官

德好，是华夏文教史上的高峰，而汪应辰还开创了宋代理

学“ 玉山学派”，被世人尊称为“ 玉山先生”，担任过端明殿

学士。 汪应辰虽遭秦桧排挤， 流落岭峤十七年，“ 蓬蒿满

径，一室萧然，饮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却“ 处之裕如也，

益以修身讲学为事”，以自己的勤勉在政治、文学、书法等

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宋时上饶，地处偏远，却人才辈出、状元频出，刘辉、

彭汝砺、汪应辰还受到皇帝、宰相、儒圣好评，实属不易。

那么，宋代上饶的兴才风尚到底如何呢？

第一，耕读为风尚。正如洪迈《 容斋随笔》所赞：“ 其民

雅驯，其俗简易，耕为读倚”。当时的老百姓种田就是为了

供养孩子们读书考学，即“ 耕种为读书”。

第二，刻苦成美德。素有“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半间

茅棚书声朗，放下扁担考一场”的苦学传统，且受朱熹等

大儒影响，一贯“ 教人伦、重教诲”，坚持办书院、育英才，

有着“ 远山深谷

,

居民之处

,

莫不有学有师”的好风气。

第三，助学有渊源。 资助族中贫困子弟读书、奖掖科

举等被写入当时的家规族法， 为族中子弟科举成名大开

了方便之门，也对族中子弟形成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铅

山有“ 一门九进士、一县两状元、隔河两宰相”之说，由于

兴教助学成风，婺源有“ 一门九进士、一门两尚书”之说，

上饶成了“ 文章节义之邦，人文渊源之地”。

我们建议：

1

、开发状元文化，使其应用于大旅游。上饶的状元文

化包含重教重文、爱惜人才的公平精神，自强不息、勤奋

有为的拼搏精神， 争当第一、 敢为天下先的进取创新精

神，知恩图报、忠贞爱国的奉献精神等。 开发利用弘扬状

元文化，展示古代尊师重教的古风，将对今日上饶人产生

重要的激励鼓舞作用。

2

、做优状元文化，在塑形、铸魂上下功夫。 塑形，应

进行状元文化的整体规划布局， 着手修复部分状元榜眼

探花的故居遗迹，设计古状元群体旅游路线。 铸魂，以状

元精神为依托，开展状元文化挖掘、研究、整理工作，在此

基础上推动状元文化产品进校园，传播状元文化精髓，提

升城市品位。

3

、挖掘状元文化，突出知行合一品性。状元大多来自

贫苦出身的寒门子弟， 正所谓 “从来天下士， 只在布衣

中”，其奋发苦读精神值得今人学鉴。挖掘状元文化，不是

对古代科举制度的推崇， 而是对状元人格品质、 励志精

神、知行合一品性等传统美德的传扬。

4

、传播状元文化，打造有精神气质的“状元名片”。上

饶的状元文化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这方

面的资源很丰富，可以打造状元街、状元公园、状元广场、

状元村、状元路、状元纪念馆等地方“名片”，完善状元文

化内涵体系，推进状元文化产业链建设。

5

、 整合状元文化， 保护状元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 进一步抓好状元文化资源调查， 加大对状元文

化资源的发掘、 梳理、 分类、 甄别， 建立状元文化资源

数据库， 尤其要加强涉及状元的历史事件、 人物、 遗

存、 史料、 资源研究， 开展相关学术研讨， 形成系列状

元文化研究成果， 增强状元文化旅游趣味性、 可读性和

吸引力。

为了丰富居民的文化生

活， 让群众零距离接触非遗、

了解非遗、 提升对非遗的认

知， 为非遗文化传承营造氛

围， 从而推动非遗的传承和

发展。 铅山县积极组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社区系列宣传

活动 。

10

月

10

日 ， 由铅山

县文广新旅局主办， 县文化

馆承办的县非遗进社区在铅

山县文化广场进行。 共展示

国家级非遗项目铅山连四纸

制作技艺

1

项、 省级非遗项

目铅山畲族民歌、 铅山河红

茶制作技艺、 铅山柳木蒸笼

3

项 ， 市级非遗项目铅山陈

醋酿制技艺、 铅山石雕

2

项，

展览吸引了广大居民到现场

观看。

在活动现场， 铅山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精选项目国家

级保护项目“ 铅山连四纸制

作技艺 ” 让群众大饱眼福 ，

群众对连四纸制作的纸袋 、

纸扇、 纸钱包深感新奇， 对

连四纸古老的技作技艺深感

兴趣。 省级保护项目“ 铅山

畲族民歌” 传承人声音高亢

为大家演唱了一首首浓郁民

族风情的民歌， 掌声、 叫好

声不绝于耳。 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 铅山石雕”

工艺精湛、 构思巧妙让群众

拍手称赞。 铅山陈醋、 铅山

柳木蒸笼等产品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 ， 深得群众喜爱 ，

许多居民纷纷询问并购买产

品。 本次活动旨在以非遗文

化与群众亲密接触， 深度融

合群众日常生活为契机， 通

过非遗文化和媒体资源优势，

全方位推广。 让传统文化走

进现代生活， 让非遗文化丰

富美好群众生活， 焕发新的

生命力量。

今年，县文化馆将根据我

县丰富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

和璀璨的非遗文化、 民俗风

情，文化品牌。 积极开展非遗

进景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

社区“ 三进”活动。从而更好地

宣传非遗，传承非遗。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曾写下中国砚史

上的名诗《 砚山行》 ：其中有“ 新安出城二

百里，走峰奔峦如斗蚁，陆不通车水不舟，

步步穿云到龙尾”。 如今龙尾村仍然保持

那一份古朴的情感，许多古老的房屋已有

400

多年历史。

龙尾村因处于段莘水西岸龙形山的

尾端而称龙尾，村庄始建于唐代，最早由

段莘庆源詹氏第二代詹士诚始迁龙尾，詹

士城生于唐天宝年间（ 公元

765

）年，约有

1285

年历史。 詹氏后来在龙尾的销声迁

移，江湾萧江的弥四公在元末迁入。 龙尾

村设计泽润二公圳的江祖泽，开了婺源水

利工程的先河，他的儿子江贞还是《 歙砚

志》的作者。 龙尾村最有味最引人注目的

建筑就是乡约所。

走进村子， 在村巷的路边就可以见

到一幢房屋门口挂着乡约所的牌子， 虽

然整修过， 但还是原来的位置。 明清时

期， 龙尾村隶属江南徽州府婺源县万安

乡， 人口密集。 为缓解房屋用地、 田地

用水等日趋紧张矛盾， 明嘉靖末年村内

建乡约所， 在各村落之间协调管理、 教

化乡民的村民自治作用。 由该乡乡老等

人提议订立公约

22

条。 其中有“ 将水圳

填塞、 起造墙角者， 令拆毁。 罚银五十

两修圳； 盗伐林木者， 追赃树， 罚银十

两。 罚戏一台申禁； 顽抗不遵， 呈官究

治” 等护村基和保龙脉的条约。 龙尾村

乡约所还有一个堂名———“ 恂恂堂”。 明

代时任福建巡抚的婺源济溪人游震得 ，

为乡约所题写的堂名， 倡导的是“ 为人

矜严， 好修容仪， 进退恂恂。 ”

古宅集和堂（ 四房厅）位于村子当中，

始建于明末，清乾隆间重建，清中期三朝

元老曹振镛曾为其题匾。 乾隆至道光年

间，当时龙尾村人大都做“ 路庄茶”。 经营

内销茶的称本庄，经营外销茶称路庄。 外

销茶包装讲究，茶叶贮于锡罐、铝罐，外套

木箱，木箱外再包装竹篓。清至民国，龙尾

茶叶以外销为大宗，对外贸易频繁，集和

堂也用做茶号，今寝堂右侧房板上保存有

当初茶号号规。

河边立一石碑，上书孝泉，两井边上

石墙上嵌一木牌， 上有：“ 古村有孝子，母

病微弱，欲尝鱼鲜。时天寒地冻，子单衣赤

足下河捕鱼。有仙人路过，感其孝心，以杖

戳地，有金鲤从泉中跃出，子取鱼炖汤伺

母，母立痊愈。 村人称泉为孝泉，上井饮

用，下井洗衣洗菜，严格划分用水空间，可

见爱水护水观念古已深入人心。 ”

龙尾村雍睦堂建于明初，金十公金叔

燻始建， 万历、清末重建，现存有一块明

代支祠匾，置于明万历己未年

(1619

年

)

中

秋月，长

3.10

米，宽

1.30

米，系龙尾村原

萧江氏三房厅的支祠匾。 匾额上书的“ 雍

睦堂”三个浑厚大字，为时任文渊阁大学

士、首辅大臣方从哲

(

？ —

1628)

所题。 该

祠堂匾至今保存完好，是徽州宗祠文化的

又一见证实物。

龙尾村与四大油菜花花海之一的江

岭成一线， 而且邻近， 因而成了旅游向

往之地， 特别是秋季， 村子靠河的对面

的枫叶红了， 有成千上万的摄影师和摄

影爱好者前来拍摄 ， 把各户的农家乐 、

家庭旅馆挤得满满的， 同时领略到了这

里独特的文化。

村中有大小宗祠，古宅、星罗棋布的

街巷，光滑的石板路，古老锈斑的门锁，刻

录着历史的沧桑，村子周边有山有田有河

很美，在这里可以领略徽州人家，感受徽

州生活。

串堂也称堂会，是光唱不演的一种民间曲艺艺术。串

堂在演出形式上十分精简，不受人员、场地、剧务等因素

的影响。串堂适合在乡村表演，以赣剧正本戏的片段为表

现形式，结合吸收弋阳腔、饶河调为特点进行演出活动。

串堂发源地之一，是玉山县。

串堂有许多流派。 横峰县保留着葛源、青板、灵西三

支乡村串堂队伍，其中以灵西串堂较为活跃。灵西串堂在

清道光年间成立，主要活跃在农村的红白喜事的场合。灵

西一直以来商业繁荣，来往客高较多；有些客人要打尖歇

夜的，会一起去到串堂班听唱；以此消闲。 串堂的吹、拉、

弹、唱时；乐器声时而铿锵，时而轻柔，跌宕起伏；旋律甚

是优美。 唱腔运气酣畅淋，韵味醇厚；串堂演员神情细腻

洒脱，个性鲜明；以声绘情，以情带声，把剧中人物用唱的

形式演绎得非常生动。

客商们听得如痴如醉，他们不会唱堂会的戏曲，但他们

喜欢剧中，一个个已被唱活角色的喜怒哀乐。串堂的词曲影

响着他们的小情绪，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促使他们在把思绪

无限放大。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 他们放大的

思绪， 仿佛在和戏曲中的人物对话， 他们人生里的种种经

历，与戏曲的人物相遇，这相遇带着欢乐，演变成几个时辰

的精神放飞。 一条古街一壶酒；一场吹拉弹唱的堂会中，所

展现的一个个角色；正上演着现实中一切的悲欢离合。

经过往客商的口口相传，灵西串堂名声大噪，邻近县

乡的人们尽皆知晓了。 从而，人们家有喜事，大都会请灵

西串堂班去唱堂会助兴，以示隆重排场。 岁月虽然无痕，

有时太多的风云变幻，岁月总会被战火消磨，总会被灾荒

颓废。灵西串堂也曾几经起落艰难的生存，近些年来更是

惨淡，许多农村都兴起腰鼓队、西洋乐鼓队，他们载歌载

舞，很受年轻人喜欢，风靡一时。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的

民间传统技艺受到冲击，串堂艺术更是夹缝中求生存，处

境十分低迷。只是一些老人们对戏曲持有钟爱，一些有条

件人家的老人做大寿时，还会请串堂贺寿，真有些“ 一年

难开张，开张吃一年”的无奈。在如此尴尬的境况下，灵西

串堂的传承者们；并未放弃仍保持信心；他们默默地精益

求精，培养新人。而今，传统文化已悄然回归，古朴的堂会

艺术又全面回到了人群之中，重新被人们接纳喜爱。传承

是最好的发展，灵西串堂以顽强的生命力，植根于朴实的

民风民俗，定将继续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古 村 龙 尾 探 幽

汪稳生

非遗展览进社区 文化传承营氛围

———记铅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社区系列展示活动

丁智

铅山陈醋展示。

连四纸新产品引人关注。

连四纸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文化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