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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1007－1072

） ，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

出生于四川绵阳，籍贯为江西庐陵，以“ 庐陵欧阳修”自居。

宋仁宗天圣八年（

1030

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死后累赠

太师、楚国公，谥号“ 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北宋著名政

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王安石、曾巩合称“ 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

合称“ 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虽以“ 庐陵欧阳修”自居，却把沙溪、上饶、江西均视

为家乡。 他写过一首赞美上饶的诗《 寄题沙溪宝锡院》 ，把

沙溪、上饶、江西都作为家乡，写得是点面结合、妙笔生花。

诗云：“ 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 青林霜日换枫

叶，白水秋风吹稻花。 酿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

野僧独得无生乐，终日焚香坐结跏。 ”

该诗大约作于欧阳修五十多岁。 这一时期，文忠公仕

途顺利。曾知开封府，领衔修《 唐书》获得成功。这时候为沙

溪宝锡院写诗，自然是意气风发、妙笔生花。

该诗最大的特色是点面结合：

第一，以沙溪古镇为“ 点”，衬托江西这个“ 面”。 诗的开

头便说：“ 为爱江西物物佳

,

作诗尝向北人夸。 ”他开宗明

义：为爱江西这个大家乡，才写沙溪这个有代表性的小镇。

他爱家乡江西，他要把江西宣传出去，他感到广信府所辖

沙溪镇的美好形象足可代表江西。 在文忠公眼里，宣传江

西不能空对空，要有典型。 沙溪古镇物产丰饶，山水绝佳，

那片片枫树、丘丘稻花，那名震中外的沙溪夏布，那境界高

远的寺庙院僧，足以让他感慨万千，足以代表江西。 因此，

他便用上饶沙溪这个“ 点”，来代表江西人杰地灵、钟灵毓

秀的“ 面”。他以点衬面，是要让北方人真正了解沙溪、了解

上饶、了解整个江西。

第二，以沙溪枫叶的“ 红”，衬托江西土地的“ 红”。 在该

诗中，沙溪“ 枫叶”红了，深秋来到了，加之是“ 白水秋风吹

稻花”时节，片片枫叶映红了沙溪，映红了上饶，也映红了

江西，“ 红”成为秋时江西的主色调。而此时的北方却是“ 青

林霜日”，霜重土寒，满眼“ 青”色。江西是欧阳修的故乡，他

置身沙溪这个其家乡的一部分，陶醉在枫叶红了的山水乐

趣中。郁郁葱葱的山林中枫叶红了，清澈洁白的溪水，随风

飘动的金色稻花，红绿相间，银流金飘，色彩绚丽，动静结

合，浑然一体，这是一幅多么美的江南秋色图啊。文忠公从

沙溪古镇感悟到了家乡的大美，他爱家乡，自然也认识到

他有责任向北方人好好宣传家乡。

第三，以沙溪风物美好的“ 点”，衬托江西“ 物物佳”的

“ 面”。他选取了沙溪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一是“ 酿酒烹

鸡留醉客”，美好的酒菜让客人欲走不能，热情友好的沙溪

人用好客之行动，硬是让一波波远方的客人留了下来。 二

是“ 鸣机织苎遍山家”，当时的沙溪夏布很有名气，家家皆

有织布“ 车轮声”，家家皆产夏布，夏布让沙溪古镇锦上添

花，文忠公对此特别感兴趣，因为在北宋时期，很多手工业

都布局在首都附近，像沙溪这样的夏布专业镇，在北宋并

不多见。“ 酿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由赞美恬静

优美的沙溪秀色转入描述古镇生活的朴实真挚和作坊生

产。 自己酿的酒，自己养的鸡，拿出来款待客人，完全是田

家所特有的风味；自己动手织夏布、兴产业，家家鸣机声，

这些都给文忠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他心中，这就是江

西的形象。

第四，以沙溪寺庙僧人境界的“ 点”，衬托江西佛教境

界的“ 面”。 该诗是欧阳修写给沙溪宝锡院的，诗说：“ 野僧

独得无生乐，终日焚香坐结跏。 ”他对这个寺庙的评价很

高，认为该寺庙追求的是“ 无生”之乐，即不生不灭之乐，这

个“ 无生”之乐，正是佛教最高的境界。 他认为该寺庙僧人

的做法超越了生死，因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愉悦，这才

是最大的快乐。沙溪宝锡院这一山野僧人能够悟透人之生

死，不去追求俗世的各种享受，终日参禅诵经，沙溪的秀美

风光和朴实真挚的农村生活并不能打动佛者的虔诚心，山

光溪影、稻香枫红，使僧人俗尘洗净，心空性悦，完全皈依

于自然与禅宗那完美统一的静美世界。 他认为，这正是江

西佛教之最高境界。

这首诗，把恬静秀美的沙溪风光和单纯朴实的农家生

活、真挚亲切的人情味、寺庙超凡脱俗的真境界融成一体，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 身居高官的欧阳修，没有拘泥

于小家乡庐陵，而是把整个江西故土作为家乡，对家乡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眷恋，并时常向人夸耀，引以为

荣。 他在赞颂寺院、僧人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故土的怀念。

读这首诗，总感到欧阳文忠公的独特之处。 我读过他

的《 醉翁亭记》《 卖油翁》等作品，近读他的《 寄题沙溪宝锡

院》 ，每一篇都不落俗套，都有崭新的视角和创意，读着读

着，总让人如痴如醉。 文中的山水之秀、文笔之美、意境之

高，让人很享受。

作为沙溪镇，作为信州区，作为上饶市，我们读过文忠

公的作品、感恩文忠公的宣传，总该做点什么吧：

一是把他锦绣般的诗文做成景观景点。 该复原的复

原，该打造的打造，目的是借点衬面、以点带面，通过旅游

提升沙溪知名度和影响力，把沙溪、上饶、江西都隆重地推

出去。

二是把他似海阔的胸怀学到手、学到家。 他看到沙溪

就想到江西，他要用以点衬面的方法宣传家乡，这种大局

观、点面观很值得我们学鉴。

三是把他对沙溪古镇的认识境界铭刻在心。 读他的

诗，好像他就是个沙溪人，他对夏布特产、沙溪风景等都了

如指掌，而且都有所感悟，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提升。

可敬的文忠公，可爱的文忠公，你的文风、德风，山高

水长；你的诗文、情意，真真切切；你的胸怀、视野，大而无

边；你对上饶的赞誉，以点衬面，点秀面新。仅以此文，写我

所敬，写我文忠公，写我赣鄱情！

环村洲隶属于婺源县城关村委会， 地界在县

城西、城南一带，原意为在星江河岸上的洲地上，

占地约

0.4

平方公里， 范围从西门星江大桥而下

至老化肥厂。有上洋和下洋之分，最早建村迁入的

是汪姓，后有乐平县程、王等姓氏居住。 村落里有

一条古驿道，是出城的唯一通道，往梅林、大白方

向。 明清时代最为繁华，是县城最大的水运码头，

货物聚散地。不仅有船厂、还有航运所、十分繁忙，

空前热闹。特别是清代年间，因为此地四面八方船

舶林立、店铺众多，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

环村洲的上洋晚清有一个著名的会馆， 叫江

西会馆，现在的原址还在，据老辈人说，他们都进

去看过，土地面积足有

1000

多个平方米，现在看

到地基部分全是青石而筑，非常牢固。会馆都建有

戏楼、戏台，供船工们闲时看戏之用。 会馆的周边

还建有庙宇，如土地公庙、关帝庙。 会馆是地域的

行业组织，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维护自身的利益，协调关系，联络感情。 因为古婺

源没有陆路，全部靠航运，食盐等日用品杂货都要

从乐平、德兴方向逆水运到婺源城，婺源的茶叶、

木材、 土特产等顺水而下运输到鄱阳湖长江口销

往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就是县官上任也要坐船来

县衙。

婺源当时属徽州区域，一府六县之一，坐落在

环村洲上洋的江西会馆，虽然在婺源地界上，但自

然是维护江西人利益的， 因为来婺源的水舶船工

都是乐平、都昌、德兴人居多。 来往经过的都是江

西地界。 查阅资料，江西在全国各地的会馆居多。

大都在都市里， 偏僻的小县城里有这么一所庞大

的会馆实属罕见。

到了全民抗战时期， 江西会馆并成了后方医

院，受访的老人说，大概在

1942

年（ 民国三十一

年） ，从乐平方向航运过来了许多伤员，都是从前

线战场上下来，到婺源环村洲上洋客馆来治疗，多

时达数百人，客馆容不下来，就分配到各家各户去养伤。 一批伤员

好了，另一批人又来了。 环村洲实在分不下了，就挤到了邻村的岭底

村，那时村里老屋都住满了伤兵。 村民家护理伤员，给吃给住照看都

是义务的，不计报酬。一位村民说，他的舅公给江西会馆送柴火，不小

心摔到田里，脚骨头扭了，落下残疾。

后方医院的管理人员、伤兵中，有许多人就留下来了，在婺源环

村洲上洋、下洋落地生根，娶妻生子。

解放后，环村洲片区上新建了许多楼房、厂房，有县茶机厂、纤

维板厂、竹器、造船厂、汽车修配厂等。 在环村洲原址上，依稀还可

以看到古时的轮廓，村子水口有古树、古井，航运码头还在，三排石

阶是通往居民区的。 下洋和上洋之间有一座石拱桥。 有趣的是，村

民们都知道，河岸边的两株杨树是后方医院的伤兵栽种的。 古驿道

还存留着青石板印记，当时最繁华的地段。 环村洲江西会馆后方医

院这段抗战历史，见证了婺源人民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牺牲自我，

勇敢战胜日本侵略者，让后人永不忘怀。 如今的环村洲，人丁兴旺，

目前总人口约

300

余人，

76

户。

11

月，柿子正红正甜，是采柿吃柿的佳节。 鄱

阳县莲花山乡于

5

日拉开柿文化助力农民致富的

帷幕。

莲花山乡依托境内国家森林公园良好生态，

把生态“ 绿”与柿子的幸福“ 红”紧紧联系在一起，

开张柿子文化活动， 采用短视频直播方式开展推

介

,

网友观众在主播的带领下

,

云赏莲花山大美秋

景，跟着主播一起采摘和品尝甜蜜蜜的柿子，并实

地观看柿子从采摘到制柿饼的一整套工艺。

入秋以来， 莲花山乡先后制作了多支爆款短

视频，从风景、柿子、美食、人文等多方面宣传莲花

山柿子文化， 让更多的人领略莲花山的秋景与美

柿。 莲花山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 网红水果”。

莲花山拥有得天独厚、 优势突出的地域文化

与旅游资源

,

莲花山国家森林坐落其中，境内森林

覆盖率高，山高谷深，清流纵横。 碧水青山相映成

趣，野村古刹相得益彰，更有参天古木为之添色，

飞禽走兽点缀其间，可寻幽寻古，宜禅思禅拜，若

人间仙境，如世外桃源。 红火的柿子挂满枝头

,

村

民们摘柿

,

采柿

,

晒柿

,

呈现出一片秋收的喜庆景象

,

而那一排排晒在庭院中的柿饼

,

更是构成了一幅

美丽和谐的新农村画卷。

望仙之名，相传源于三国时

期的著名隐士、书法家胡昭（ 擅

长隶书

,

与钟繇齐名。 有“ 钟氏小

巧 ，胡氏豪放 ”之说 ，世人并称

“ 钟胡”。 公元

161

年

－

公元

250

年，字孔明，颍川人） 。

今望仙大济村，村民多为胡

姓，据查，是为胡昭后人。有清康

熙年间修撰的《 胡氏家谱》为证。

其中《 昭公实录》对先祖胡昭有

着详细的记载。昭公自幼博学能

文，养志不仕，为避袁绍征聘，隐

于陆浑山中，钻研道学，尝窃自

叹日

:

“ 人生光景甚促 ， 筋骨易

衰，朝驰暮止，茶苦劳形，浮世荣

宦，何益于己。 ”时年，曹操爱其

才，聘以中书令高官。昭公自陈，

一个书生

,

与治国无用，辞之。 乃

东渡江，隐居安家于大济村。

胡昭望灵山石人峰，秣马束

装，寻越厥巅，于是在ト谷峰养

真岩（ 现南峰塘）结草为庵而居

之。 其日唯步灵山险岫，采药行

歌，煮茗以娱天真，自号为松谷

老人。

适时， 胡昭长子胡文辅、次

子胡文绪南下途中

,

因兵荒马乱

,

下落不明。随母居住于大济村的

三子胡文义一为挂念山上父亲，

二为祈盼亲人团聚，遂在灵山之

北凤凰墩

(

旧址位于望仙中学

内，因校扩建已拆

)

，建正对ト谷

峰、南北朝向、高数米、长宽十米

的“ 望亲台”，每日登台眺望

,

通

过“ 清晨看到烟火，晚间看到灯

光”来判断胡昭平安状況。同时，

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率众

登台拜祭。

胡昭专心钻研道学，静心修

炼，建炉炼丹，以济乡人沉疴，很

受乡民敬戴。 公元

251

年（ 三国

吴太元年） ，

89

岁高龄的胡昭于

“ 养真岩”无疾而终，村人谓公登

仙矣。之后，仙踪频现各地，显灵

佑民，被誉为灵山神仙。

倏尔， 失散多年的长子文

辅 、次子文绪 ，一自东来 ，一由

西至

,

兄弟重会，家人团聚 。 三

兄弟皆感恩于冥冥之中仙父之

召唤 ，遂将“ 望亲台 ”改名“ 望

仙台”，以兹纪念

,

望仙之名，由

此而来。

正式的铅山赣剧团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

退出舞台了。

赣剧曾在铅山广为流传，其首要原因是铅山辖有江西

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 该地作为“ 八省通衢”的商业重

镇，具有兴办和发展文化事业的经济基础和有关条件。 据

不完全统计，在河口地区设有戏台的会馆、祠堂、庙宇就有

30

处之多。 这些场所正是赣剧在铅山的立足点。 赣剧班社

在河口的会馆、祠堂、庙宇演出，一般是会戏，即为祭祀、庆

寿等仪礼活动而演戏。

赣剧在铅山流传并发展，因建有戏台的祠堂、庙宇几

乎遍布全县乡村。 当年在赣东北地区活动频繁的老庆云

班、信江姜女班、贵江大金玉班、福胜班、徐老舞台、大清福

班、青云班、全福舞台、清福舞台、杨鸿舞台、江南松柏班以

及颇负盛名的上饶小麒麟班等

10

几个班社几乎是长年演

唱于这些舞台之上的。它们演唱的剧目有《 三官堂》 、《 四国

齐》 、《 清官册》 、《 蓝田带》 、《 祭风台》 、《 芦花河》 、《 花田错》 、

《 降天雪》 、《 万里侯》 、《 装疯骂殿》 、《 龙凤阁》 、《 迥龙阁》 、

《 忠孝全》 、《 二度梅》 、《 女斩子》 、《 白蛇传》等上百种，这些

属于信河流派的班社演唱的是赣剧三大声腔中那幽婉清

丽的“ 弹腔”，很受观众青睐，再加上艺人们细腻抒情的表

演和丰富的剧目，因而深受铅山人民欢迎，以至数百年来

一直跑红不衰。

自民国以后，铅山各地办起的赣剧班社，据不完全统

计有

7

、

8

个之多。现今已知最早的是民国八年（

1919

）兴办

的江村班。班主是江村人江寿高、江良大二位。他们以重金

聘请了一位名叫安倪师的上饶八都汪家栋人作师傅，招了

10

多名本村青年随师学艺。 其主要成员有江如梅（ 正生） 、

江保太（ 小旦） 、江鸿义（ 小花） 、江义太（ 小旦） 、江火仔（ 小

生）等人。为在短期内能正式演出，江寿高还到上饶请了两

位赣剧弟子喜鹊胚（ 大花，上饶裴村人）和寿仔（ 小旦，上饶

宋坪人）作为骨干。 半年后该班就出科演出。

多家赣剧班社在铅山民间兴办，影响较大者是陈坊的

“ 镇升班”和“ 新福舞台”。 镇升班创立于

1945

年春。 那时，

福建省光泽县梅平班到陈坊演出。 期满后，陈坊乡绅要求

加演数天，但梅平班不依。为赌气，当地李元镜、芦国祥、邱

元汉等人便牵头发起成立了镇升班。 该班由艺人集资，请

前新新班田钵仔为师傅，学戏

3

个月就开始演出，至

1946

年夏解散。镇升班解散不久，曾于

1919

年兴办新新班的周

元和又主持组建了新福舞台。其班底由原镇升班中一部分

比较好的艺人组成，同时聚集了一批上饶、弋阳、横峰、葛

源以及福建等地的流散艺人。 新福舞台行当齐全，阵营雄

厚，活跃在铅山、上饶、弋阳、横峰、贵溪等地的农村舞台

上，历时两年整。

1948

年秋，新福舞台易主，由艺人邱元汉（ 小生）主持

成立了铅陈（ 即铅山陈坊意）剧团。 铅陈剧团是不发工资

的。它们一改办班陈法，立足于陈坊，以当地弟子为基本力

量，采取农忙停戏，农闲开台的农事演出两照应的办法。这

种业余性质的办法既能让艺人们不误农时地耕作其田，因

而较好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又淡化了艺人们以演戏谋生的

观念。 这样，对大家以赣剧的兴趣、爱好聚集一堂，志同道

合，就使整个戏班显得团结而生气勃勃。 由于剧团不发工

资，卖票的钱就可以用于添置服装道具。如此良性循环，几

年下来，铅陈剧团便做到设备基本齐全了。 铅陈剧团在稳

定中发展，一直办到建国以后。 它的经验正是采取了农忙

停戏农闲开台的业余性质的办团方法。铅山县赣剧团就是

在铅陈剧团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改造，于

1953

年正式成立

的。

随着赣剧活动在铅山地区的广泛开展，戏剧用品作坊

也在铅山应运而生。 这种作坊在当时叫绣花店，开在河口

镇，有“ 杨茂盛”、“ 叶隆兴”和“ 杨茂盛新号”

3

家。 据杨茂盛

绣花店小老板杨长春介绍， 杨茂盛老板杨三元 （ 又名叫

化） ，上饶杨家湖人，幼小父母双亡，

12

岁随乃父的朋友到

浙江衢州学绣花。 清光绪四年（

1878

） ，

18

岁的杨三元刚满

师便只身来到河口，在鲁班庙旁开了一家绣花店，制作戏

曲服装、褶子、椅披、桌围等应市。 他经营数年后，生意大

发，便在油麻滩买下两幢房子，扩大店面和作坊，使生意更

加兴隆起来，以至乐平、弋阳、贵溪、横峰、广丰、上饶等地

的班社都赶来购置服饰，甚至闽北地区的一些班社也成了

杨茂盛的常客。

1942

年因抗战疏散，该店才被迫停业。 叶

隆兴绣花店业主是铅山新滩西坂村人叶森考。这家店于清

光绪三十年（

1905

）在河口一堡街（

85

号）开业。 它货源充

足，品种齐全，凡服装、道具、褶子、盔头以及刀枪把子等均

有出售。杨茂盛新号则系杨三元本家（ 外号叫做“ 六月六”）

的。于

1939

年在河口一堡街开设的戏服作坊。它前后只开

了

3

年，

1942

年抗战疏散时便关门停业了。 河口戏曲服装

店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铅山地区乃至赣东北地区赣

剧活动的盛况。

赣剧在铅山有百年发展历程，当时的戏班多在农村演

出，被称为“ 草台班”，尽管深受农民的欢迎，但毕竟因为条

件太简而使其自身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受到一定的限制。

建国后，在党的“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

赣剧才在铅山获得健康的发展。 铅山县赣剧团自

1953

年

以来，上演过《 梁祝》《 白蛇传》《 十五贯》《 红灯记》《 江姐》等

传统剧目和现代戏百余出。 从

1953

年至

1985

年，它的年

均演出场均超过

350

场。 剧团除在本县四乡演出外，还经

常赴上饶、鹰潭、弋阳、贵溪、德兴、玉山、横峰等地演出，并

有过三进福建、三进浙江的纪录。 铅山县赣剧团在继承和

发扬赣剧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对赣剧音乐进行了大胆的改

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可以说在赣东北信河流派中

独树一帜。

60

年代初，剧团排演的《 夺印》《 江姐》等现代赣

剧中的一些唱段就以其优美、动听和富于现代气息的特长

而被许多赣剧爱好者反复传唱。

“庐陵欧阳修”胸襟宽广 沙溪、上饶、江西皆家乡

建平

曾 经 辉 煌 的 铅 山 赣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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