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举史上最神秘的状元，当属元代铅山县的状元李

谨斯。

同治版《 铅山县志》卷十二《 选举志·进士》 ：元至正二十

年庚子科李谨斯，土溪人，殿试第一，有传。 卷十五《 职官志·

儒林》中的小传：元李谨斯，弱冠颖异，七岁能文，至元庚子科

状元及第，以非色目人置之，归家杜门诗文自娱，四方文士皆

不惮远涉从而问字，得其一篇之贻，若加衮焉，著有《 元逸民

传》 。 《 江西状元全传》（

2014

年

7

月

1

日江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也载有：铅山土溪人李谨斯，为元朝（ 至正二十年）庚子科

左榜状元。

这就确定了铅山县在元代有过一位状元名叫李谨斯。

但是蹊跷的是，我国历代正史皆载：元至正二十年状元

为魏元礼。 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 河北肃宁人。

元至正二十年的状元到底是江西铅山的李谨斯还是河

北肃宁的魏元礼？

史籍记载，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时代共有状元

552

人。

552

位状元中，有宋代的铅山人刘辉，有明代的铅山人

费宏，但李谨斯查无此人。

我们应该相信正史，还是相信地方县志？

这种重大历史事件的矛盾冲突，让人惊奇万分，一头雾

水。因为不论是正史，还是地方县志，几乎都不可能在这种重

大历史事件上闹乌龙出笑话。

铅山县有“ 隔河俩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的说法。

这里涉及的人物，历史画像朦胧的只有李谨斯。因为虽然志书记

载他是铅山县土溪人，但土溪在铅山县哪里也没人知道了。

1990

版的《 铅山县志》这样记载：土溪，其地今不详。

时光荏苒，到了近代，为解困惑，铅山县姚增华、丁智等

文化人将目光盯上了“ 土溪”这个地名，深信只要找到土溪，

一定能找到李谨斯这个状元的蛛丝马迹。

铅山有状元山脉三起， 得出每

30

里必出状元之说。 头

30

里出了宋代铅山沽溪人刘辉状元，后

30

里出了明代铅山

横林人费宏状元，那这中间

30

里的李状元，当在铅山县的杨

林乡一带吧（ 今名葛仙山镇） ？ 经多方走访调查，姚增华果然

发现杨林乡局里村，明代时叫“ 土溪局”。

在

2019

年， 铅山作协二十多人， 进入美丽的局里村采

风。丁智对局里村民的家谱调查，发现了余姓、彭姓的家谱里

有了“ 土溪”和“ 李状元”的证据。

彭氏家谱记载：右阳基图地名土溪局，县志以为百里三状元

之中，权推铅山第一之盘局，有元李状元居此。 历朝居是乡者名

宦如林，廷对魁士亦数见，故乡名招善，至今传为状元故里。

至此，状元故里确定了，李谨斯确实是状元，也确实居住

在铅山县杨林乡局里村（ 今葛仙山镇） 。历史上到底哪个节点

出现了差错，导致李谨斯的状元事件扑朔迷离，而今已无法

通过证据来厘清，除非有新的考古线索出现。

元朝时，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 元朝共开科十

六次，有状元三十二人，而这三十二人中，就有二十一人生卒

年不详，甚至出生地不详。 对文化人的不尊重，可见一斑。

通过本地志书中对李谨斯的片言只字的描述“ 以非色目

人置之，归家杜门诗文自娱。 ”

后人推测，李谨斯闯关问鼎荣获状元后，自卸状元身份，

慨然归里，隐身山水。 而魏元礼顺序而上，这才出现正史取魏

元礼，铅山同治县志与本地彭氏家谱取李谨斯的奇特现象。

状元文化在当今，是一张高光的文化名片，也是一份至

高荣誉。 为促进铅山文化发展，也为激励本地学子为国发愤

图强，

2023

年，局里村在村口竖一巨石为碑，由铅山县老书

法家吕锡炎挥毫泼墨“ 状元故里”四个大字，雕刻在石碑上，

以示确认。

以前在农村农民家中大多数都有一辆手推花车，这

种车载重量五百斤，用这种车推蔗到糖厂榨蔗、煎糖。

榨蔗、 煎糖是每年冬季的重要事情，

50

年代黄圳村

村民自筹资金自制了榨糖设备，办起了榨蔗的糖厂。男劳

力自愿参加糖厂入股，每年少的要七至十股，多的十五至

十六股，才有足够的劳力去做榨蔗、煎糖的事。

入股人员聚集后，先砍树、竹搭毛棚，每股要分派打

稻草扇，把糖厂厂房盖好。 然后把榨糖用的榨车安装好，

煎糖用的锅灶搭起来，还要把装蔗水用的大木桶，取糖用

的大铁勺、糖槽等工具运到糖厂来。 糖厂面积很大，东边

是煎糖的锅灶， 西边是榨毛蔗的场地， 一切准备工作做

好，就到各家各户去砍毛蔗。

谁家要砍毛蔗，先到糖厂联系，按先后次序安排到户

去砍蔗，轮到哪家就在哪家吃中、晚饭。

毛蔗砍好后大约六十斤重为一梱，一车推五梱，还要

搭上牛的饲料蔗表两梱推到糖厂堆好。

榨毛蔗由参股二人负责，同时要对榨糖户技术指导。

榨蔗开始，用两头牛拉动榨车的两个大榨石，一个人跟在

牛的后面转圈，糖厂二人一个坐在正面，一个坐在反面，

正面人添蔗，反面的人接蔗渣，反复榨两次，蔗水从竹筒

中流入到大木桶里面。把蔗榨完，蔗水从木桶里取出来倒

在糖锅里去煎，三口锅为一大口锅，煎一锅糖，大约需八

小时，要烧五至六担柴，糖就煎好了。 从锅里用糖勺打出

来倒在糖槽里冷却后，把糖从糖槽一个洞中流到糖桶里，

就是黄糖。 榨糖户把税金与砍蔗、榨蔗工资付清，挑着糖

回家。

榨蔗日夜分三班，股东白天到田畈去砍蔗，留二位股

东在糖厂榨蔗。 榨糖季节是天气最冷的时候，刮大风、下

大雪、下大雨要穿蓑衣，戴斗笠去砍，手指冻得像红萝卜

一样，你都要坚持把蔗户的蔗砍完。 夜晚坐更（ 即夜班） ，

轮到谁谁就得去， 哪怕是零下三至五摄氏度你也要去把

蔗户的蔗榨完。记得有一年我代父亲坐下半夜的更，半夜

起来冻得一身发抖，穿一件棉袄，一条单裤去坐更，决不

能因为冷耽误榨蔗。

煎糖的炉灶前有一个大窟窿，可以放柴烧火煎糖，同

时放几把稻草，烧火人在不烧火时躺在稻草上休息，榨蔗

人榨完蔗时也可在窟窿中的稻草上休息， 有烧火的热气

照在身上暖暖的。

煎糖是一种技术活，糖是否煎好，先把手放在蔗水里

浸一下，把手伸向糖锅捞一把糖捏一捏，如是散开，糖未

煎好，继续加火再煎，捞上来一捏是个果，糖就好了，从糖

锅里打上来放在糖槽，冷却后放到糖桶，再过两小时后用

竹片一撬，糖是一块一块的就是好黄糖，反而就是牛筋糖

一条线不成块。

榨糖大约一个月，糖多的农户把红糖拿到市场去卖，

也有人上门来买，但牛筋糖是不畅销的。 快要过春节时，

家家户户用自己榨的红糖做冻米糕与板糖等， 成为春节

最佳食品。 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过一个快乐春节。

榨蔗 煎糖

侯善金

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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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向前，记录雕刻下的时光

曾子芙

网上说

70

后是最幸运的一代，不说

其他， 其幸运在于其青少年时期生活在

黄金的

80

年代，能遇见文化精英而照亮

了他们的人生之路。那时候，发财还有些

羞羞答答， 老板还没完全成为一个褒义

词，学习“ 六艺”，恢复华夏文明的气质，

成为这一代人潜意识的追求。 看吾友徐

上龙为先师王少林先生的纪念大作 《 爱

的琴弦———二胡演奏家、 教育家王少林

纪事研究》 （ 以下简称《 爱的琴弦》） ，感

慨王少林先生的坎坷艺术人生， 也感叹

出身寒门的好友徐上龙， 幸运遇见二胡

名家学得一身才艺。 徐上龙重师恩撰写

王少林先生的纪事传记， 给中国二胡界

留下难得的文史资料。

王少林先生于

1943

年出生于江苏

南京，家在华东艺专街区，少年师从二胡

大师马友德先生，学得胡琴绝技，扬名六

朝古都。由于“ 不受欢迎”的家庭出身，在

那特殊年代， 他在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

无法容身于南京，来到上饶市生活，成为

上饶音乐界一个名人。

1963

年，

19

岁的

王少林参加“ 上海之春”全国器乐比赛，

享誉中国民乐圈， 为江西代表团争得美

誉。王少林人生大部分时间在江西上饶，

晚年受聘于江西师范大学移居南昌，为

上饶和江西省培养大量二胡人才。 王少

林先生二胡演奏水平高超， 独创高千金

演奏法，丰富了二胡表演技巧，提升了二

胡的表现力。他扎根江西上饶，以上饶或

江西为题材，创作了《 余江春光好》《 畲族

欢歌》《 三清山抒怀》《 鄱阳湖随想曲》等

多首民族器乐名曲， 丰富了我国民乐演

奏曲库， 提升了江西和上饶文化的美誉

度和文化多样性。

一个人，一座城。 人择良友而交，禽

择良木而栖， 文化事业需要集群才能相

互成就， 故造成文化人士喜欢聚居京沪

宁等大城市，成就京沪宁等文化高地。如

果不是特殊的年代， 上饶作为赣东北一

个小城， 也不太可能吸引王少林这样的

二胡名家定居。 我们得承认，身处三四线城市的上饶，阻碍了

少年成名的王少林与京沪艺术界二胡圈的深度互动， 使抱璞

怀玉的王少林成为我国二胡界低估的存在。 假如时代再优渥

一点，王少林先生不至于流落他乡，身处文化中心的江浙大都

市，应该对中国二胡事业有更大贡献，兴许成为中国二胡界一

代大师。 当然，我们替王少林先生的个人境遇惋惜，也为上饶

和江西音乐界而感到幸运。王少林的到来，提升了上饶的艺术

空间，帮助江西的二胡事业上了一个台阶。现在上饶和江西的

高校以及音乐团体， 甚至中小学， 都活跃着王少林先生的弟

子，整个上饶的音乐声音，都有王少林的回音。

读 《 爱的琴弦》 ， 深深地感受到徐上龙先生对老师王少

林先生的感恩和缅怀之情。 通过此书索引，系统地聆听王少

林先生演奏和创作的作品， 对王少林先生有更多的理解和

敬仰。 徐上龙出身上饶偏僻农村，中师毕业，后来到浙江师

范大学攻读音乐学硕士，现在上饶幼专任教，成为上饶地区

知名民族器乐高级专家。 他持之不竭地对二胡激情和教学，

继承着王少林的梦想， 也接棒王少林对上饶音乐的付出和

贡献。 从《 爱的琴弦》我还读到作为朋友相处未曾得知的师

徒故事，让我对王少林和徐上龙先生有更多的了解。 作为一

个上饶故人， 对上饶曾经宽容并接纳王少林这样的民乐名

家感到自豪。 王少林先生成为上饶文化的一部分，上饶也成

为王少林先生的第二故乡。

五都位于广丰东南， 虽说是清朝设镇， 但在元代明

朝，这里早已设墟，成了竹木和农产品的集散中心。 经济

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明清开始，凡来广丰

演出的一些民营的赣剧戏班， 越剧班子， 县城演了连场

戏，总要到五都搞个十天或半月的巡回演出。

镇里的古戏台有三处，一是小学（ 老祠堂小学）的戏

台，二是西湖街粮库里面的关公庙古戏台，三是五都中学

校园内印刷厂厂址的正德会馆的戏台。

先说关公庙的古戏台，

1949

年前演戏的地方， 像外

地来的赣剧班子，越剧班子来五都演出都在这里。像明清

和民国时代的乡村戏台都是歇山式屋顶，飞檐翘角，梁柱

上方有精致的装饰，台高

2

米，面积为

7.45

米

x7.55

米，

台三面临空，台前部分为演出场地，后为化妆室，周围是

木雕的花窗。 剧场为露天， 戏台正对面靠北有关公的塑

像， 关公两边矗立着执大刀的周仓和关公的儿子关平的

塑像，显得端庄威武。

这些到乡镇演出的戏班， 带的节目都是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像赣剧的《 白蛇传》《 杨家将》《 薛仁贵征东》《 薛丁

山征西》《 窦娥冤》《 张三借靴》等等，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

台》《 追鱼》《 五女拜寿》《 碧玉簪》等。

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第一场演出时，先由八名演

员扮演吕洞宾等八仙走下台来，绕场一周，走到关公塑像

前朝拜一下，这就是拜八仙。拜完八仙，正戏才正式开场。

如果上演元宵、重阳等传统节目，正戏开始之前一定要举

行拜八仙仪式，老百姓就祈愿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天下

太平。

老祠堂小学的古戏台我最熟悉，特别是

1951

年下半

年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教室就搬到戏台的右边，可以说与

它朝夕相处，熟悉它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

五小戏台整体是木结构， 上下两层， 上层当时作寝

室，下层两边是教室，中央是戏台，面积大约五十平方米

左右，台正面靠里左右都是木头板壁，上下是固定木梯，

包括上下楼。

戏台上方的天幕后面竟藏着阁楼， 这是广丰古戏台

无论是已经拆除还是保存至今的， 都是唯一， 绝无仅有

的。今年已经八十又六的我小学的老班长王老大说，当年

住在上面有霞峰籍林老师，还有他和两位宿生，家住吟阳

的奏琴和黄土山陶瓷厂的伯仁。

1950

年下半年，县里将五都小学迁到这里与培英附

小合并，组建杉溪区中心小学。 校舍进行扩充，戏台右边

原书声街政府大院划归学校，校门也移至临街边上，直对

戏台， 戏台前的广场由容纳数百人扩大到近千人的大广

场。一批批充满青春活力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来到这里，

戏台成了我们这批少年接受革命教育的第一课堂， 成了

我们追逐理想，走向人生的开端。

正德会馆古戏台位于今天五都中学校园内， 即原学

校礼堂和校办印刷厂所在地。我小学时到那里看过戏，也

看过电影。 那时镇里召开群众大会也在这里。

1949

年以

前，这里是五都商会办公议事、接待外来客商的地方。

这是一幢器宇轩昂、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一层，四

周是大石柱，横梁的彩绘格外显目。铺板的戏台只有一米

高，台面宽进深，后台除了化妆间、道具间，再进去是演员

的宿舍。房屋虽然陈旧，但雕花的木门窗还能依稀看见山

水、虫鸟、花卉的图案。剧场面积很大，有二十多排长靠背

椅，后面还摆放着包戏看自带的高凳。 三个古戏台中，只

有它是室内戏场，有座位，品茶品戏，条件好一些。戏班在

这里巡回演出，时间较长，我常随小学老班长逃票看戏，

演出前就溜进去。

那时我才十一二岁，看戏纯粹是赶热闹，所以看了几

场戏，戏的唱腔说词，故事情节，时间一长，记不得了，只

有赣剧戏班主要演员，像班主小生奀婻妮、当家花旦杨桂

仙、潘凤霞、龙游挂须、麻子赤脚（ 小丑） ，还有那个将“ 娘

子”念成“ 娘者”的“ 低舌头”小生，我还记得。 可以说正德

会馆的古戏台是我接触赣剧的肇始之地！小小的古戏台，

是高地，让杨桂仙、潘凤霞这样的赣剧艺人，攀登上一个

又一个艺术高峰，成为一代赣剧表演家，赣剧大师

;

是桥

梁，艺人和故乡五都人民，永远心心相印；是春风，是春

雨，催生了艺术幼苗茁壮成长，让故乡五都文化艺术的园

地姹紫嫣红。从

50

年代组建的艺苑剧团，到

70

年代的民

兵俱乐部，现代剧、传统戏曲，走街头，下田间，铿锵的锣

鼓震天响，丝竹伴歌随风扬。

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农村文艺汇演中，五都代表队，多

次获奖，为家乡赢得了荣光。

1956

年

2

月，五都艺苑剧团

余建华表演的《 追鸟》

(

小歌剧

)

获得全县农村春节文艺汇

演表演奖，而万叶

(

原名万金水

)

自编自导自演的《 采茶扑

蝶》舞在上饶专区、江西省、华东地区三级农村文艺汇演

得奖，更是让人们对五都这支农村剧团刮目相看。

由《 诗刊》社选编，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林莉创作的诗

集《 跟着河流回家》是“ 新时代诗库”所推出的第十部诗集。

这部诗集也是诗人林莉对创作题材和形式上的一次自我突

破和全新尝试，她将《 跟着河流回家》里所收录的一百多首

短诗汇聚在一起统称为“ 长诗集”，意图用大量短篇幅的诗

歌，经由同一个主题而凝聚，汇聚在一起，全面、整体地展现

一段历史长河。

全书以一条虚构的马溪河作为素材主线，分为序曲、风

物、众生、节气、田园、大河六个篇章，内容涉及风土人情、自

然万物、节气时令、生态文明、图腾信仰、个体命运等围绕着

一条河沿线所能目及的万事万物，既有浓墨重彩的宕笔，也

有细致的描绘，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中，诗人对落下的每一

笔、每一个细节都极尽小心，既精致，又有一种从容的悠然。

在书里， 由环境到风物再进一步拓展到每个人类个体同世

界同时代对话的表达，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生命力的跳跃。

翻阅这本诗集，宛如徐徐展开一幅长长的山水画卷。

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 我们能一步一步详尽地感受到

在马溪河这样一条平常又普通的河流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

触感，甚至觉得这就是自己曾经游历过的一条河流。 但实际

上，马溪河这条河其实是诗人虚构的一条河，伴随着这样虚

实相交的陌生感，在阅读中对这部诗集又会有新的认识。 正

如诗人在后记中所说，她这样书写是想试图“ 勾勒出一幅即

将消失或已经消失的但又在不断新生的河岸人家图景，从

而记录下河流之上中国最美乡村面貌， 并为世界提供了一

个样本。 ”由此我们可以将这部诗集放在更为宏观的谱系学

的角度来看待，诗人不单单要重视她的个体经验，而是要实

现对集体经验的展示。 即便这样书写会将马溪河的塑造变

得更加普世而缺乏一些独特性。 正如她借诗句里的语言所

表达的那样，“ 其实，马溪是不可写的

/

它太普通了，以至于走

到哪一个小村庄

/

都会误认为它就是马溪”（《 长短句》） 。

因此， 在明确诗人要尝试对集体经验进行复原的前提

下，我们能看到诗人在书写中既有时间上的纵深的侧重，也

有着以凝练的语言撑开广阔空间的尝试，“ 鹧鸪声声， 青梅

消失于雨水的时光

/

拎着绣花鞋，从陡峭木梯走下的时光

/

古

戏台上，咿呀着抖开水袖的时光

/

逼仄弄堂里，侧身不期而遇

的时光

/

月色流淌，族人千里回来的时光”（《 时光》） 。 她以一

种运动的眼光描摹着事物，并不局限在某个固定的点上，就

像是中国画一样， 不拘于焦点透视， 灵活地打破时空的禁

锢， 以多点或散点透视的眼光把处于不同时空中的物象和

人事凝聚在一个画面，虚中有实，实中带虚，“ 那是暴雨之后

的夜晚

/

霞光满天

/

三张渔网

/

披挂着赤红和橘黄的色彩

/

在河

边缓慢收紧”（《 晚霞》） 。

同时，她在书写中会有意地以时间为坐标，将书写对象

形成一组一组由远及近的对照， 既书写带有古典意味的荒

地、野鸭、白鹭、古树和带有现代化特点的河埠、茶馆、红旗

飘扬的操场、空旷的教室等场所成为对照；又有石雕图、木

雕图、砖雕图和青藤篱笆、泡桐与河流边的石头形成对照；

也有不同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对比， 形成一种鲜明的时代

冲突，如针线翻飞中消化着时间的缝纫师、有着四代家传绝

活的赵木匠和大学生村官、农家书屋里年轻的女教师、在铁

轨上缓行的铁道工、 拿着手机收款码卖山货的八十岁的阿

公、 做过海员漂泊半生又转身回家开民宿的民宿老板形成

的对照……各式各样的人生活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能支撑

起一片全新的世界， 作者就这样举重若轻地以一种毫不突

兀的方式一一编排出这些带有时代烙印的人类群像。

在这些一组一组由时间而区分开的万物， 它们相互依

存、休戚与共，同时又都在时光的流淌中互相蹉跎，彼此托

付着彼此。 在绵延中能看到一些细小的断裂，在断裂中又能

构成一种新的绵延。“ 左边几块青石板，光滑

/

沾着菜叶和鸭

子羽毛

/

右边是麻条石，裹着泥浆”（《 河埠》） 。“ 燕子飞来

/

妇

人洗菜浣衣

/

男人打水，趴在井边大口喝”（《 井》） 。

另外值得一提是这部诗集的第四章节———节气篇，这

一章节里的二十四首诗以二十四节气作为标题， 每一个节

气就是一首诗， 为每一个节气写一首诗的尝试以往也有诗

人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而林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把节气作

为她嵌构进马溪河时间叙事的一个环节， 在这里生活着的

人都是她的族人，是她亲近的人。 这二十四首诗将她的族人

们在一年里的作息和起起落落展现出来。 二十四时的轮换，

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素材， 她尽可能地捕捉更多的四时独特

的印象，重现一年四季轮换变化时，那些细微的变动能瞬间

敲击在人心灵上的感受。 探索传统村落如何从农耕文明和

乡土文化的“ 民族记忆”里重生的命题，“ 此刻

/

青山震颤，爱

意骤浓

/

多么感谢这明丽的喜悦

/

在深深的悸动和眩晕中

/

青

山内外

/

树条抽枝， 燕雀飞起”（《 惊蛰》）“ 萤火离离， 落满水

塘

/

棉纱越扯越长，槐花砸向青天”（《 大暑》）“ 丹桂酿蜜，平分

秋色

/

明月思乡，不问千古事”（《 秋分》） 。

在《 带着河流回家》这本诗集里，我们在诗里能看到过

去和现在的人们择水而居，始终回归山水的情怀。 一条河、

一座山、一座村庄、一条驿道、一间老屋……每一首诗就是

这幅画里每一个细微的波折，时而推进，时而拉远。 零零碎

碎如同拼图，由逐个逐个的小区块，汇聚成大的区块，最终

汇聚到一起，成为一道完整的时代风景。 在一种平静下，暗

藏着个体命运的暗流涌动。 就像她在诗集最开始的《 序曲》

里所写，“ 河很静，倒映着群山的祖母绿

/

在其间劳作、繁衍的

族群

/

如一头狮子，出没在它的潋滟光影中”。 沿着时间的脉

络，沿着河流的流淌，是一代又一代人们生活过的痕迹，和

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也是诗人林莉真诚而温暖的表达。

（转自

2023

年

2

月

20

日“好书探”公众号）

编者按：近期，诗人林莉推出的新作《跟

着河流回家》， 该书入选中国作协 “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这部

长诗集是诗人林莉对创作题材和形式上的

一次自我突破和全新尝试。 《跟着河流回

家》，是一部与河流有关的田野调查，一幅山

乡巨变中的河岸人家图卷，解密河流之上的

中国最美乡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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