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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别称“五邑”（即
所辖新会、台山、开平、恩
平、鹤山五县），是城，却称

“门”。城以门兴，皆因其门大
开，不只是为了接纳，更为了
出。江门人的“出”，使当地形
成了一种源乎其多、浩乎其大
的文化现象——“侨文化”，江
门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侨都”。

一

19世纪中叶，美国、加拿
大以及澳大利亚涌现淘金热，
于是江门五邑地区掀起奔赴

“金山”的移民潮。当时一张赴
美洲的通仓船票是 120 元，在
当地可买12亩地。无钱无地的
可到海外以工抵账。这也是有
条件的：赤身裸体、不吃不喝
在烈阳下暴晒四小时，身体经
得住这种考验的小伙子，买家
才肯出钱。江门的许多青年人
就是这样以生命碰撞命运。

于是，江门开风气之先，
成为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
一。时也，势也，势已成，无
人能逆。随后不只是去美洲、
澳洲，更近一点是“下南洋”。
大多数华侨在海外站稳脚跟后
就开始往家里寄钱，因华侨数
量众多，随之创造了一种亘古
未见的流通方式：“侨批”。一
张巴掌大的稍硬一点的纸片，

一面是汇票，写明钱数和收款
人地址、姓名，背面是游子写
给国内家人的信。“侨批”到了
江门，由专员背着编制细密的
大竹筐，跑遍五邑，挨家挨户
地派送。那圆形竹筐，高过半
米，一人抱不过来。要用这么
大的竹筐装“侨批”，可以想见
五邑之地华侨之多，寄回的钱
自然也不在少数。这些钱不仅
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命运，甚至
成为五邑侨乡的经济命脉。

二

华侨之心，系于家乡。在
海外挣了小钱的，往家里寄；
挣了大钱的，回乡办大事。旅
美华侨陈宜禧，修建了中国第
一条由中国人自筹经费、自行
设计、自行修建和管理的民营
铁路——“新宁铁路”。这条铁
路全长 133 公里，自新宁 （今
台山） 至江门北街，设 45 站，
1909 年通车。它连接台山腹
地，贯通粤东要镇，不仅便利
了五邑百姓，也促使江门贸易
空前繁荣，海关进出口业务大
幅增长，并与海外形成了紧密
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
息流联系网络。到清末民初，
江门独特的侨乡社会已然成
型，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

还 有 一 种 发 了 财 的 江 门
人，回家乡置地建楼，即所谓

“碉楼”。其兼具碉堡和居住双
重功能，矮的四层，高的六
层，楼顶建有坚实的女儿墙，
墙角墙中辟有枪眼、炮口。为
保证每栋楼视野开阔，楼与楼
之间相距甚远，但又可相互配
合、共同御敌。

旅 美 华 侨 谢 维 立 ， 依 照
《红楼梦》中对大观园的描述，
建造了“立园”，取意“立树立
人”。立园集传统园艺、西洋建
筑、江南水乡为一体，别墅区
一排六幢独楼，谢维立的五个
儿子一人一幢，另一幢是孩子
们读书的“教学楼”。中心区是
一幢巨大的古式碉楼，却只有
三层半，名为“泮立楼”，以纪
念园主的父亲谢圣泮。

立园内，有古木奇树、名
花异草，楼台亭榭、小桥流
水，曲径回廊将全园建筑连成
一体。正门前是“本立道生”
的大牌坊，因立园隔运河遥对
虎山，故牌坊两侧立着数十米
高、用精钢打制成的打虎鞭。
此运河是谢维立为建园开凿的，
直通谭江，谭江入南海。平日像
故宫的护城河一样既是景观，也
起到护园作用。遇到紧急情况，
立园各楼下有暗道相通，全家人
可通过暗道到达运河码头，登舟
远遁。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强占
立园，将里面的珍宝和藏品洗劫
一空。不过，被留下的建筑仍具
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
数百万游客参观。

三

华侨是独特的一类人，他
们行走在中外文化间，在世界
各地创造出独特的文化风景。
19世纪下半叶，华侨在美国旧
金山建立了世界第一条“唐人
街”，以杂货、中药、中餐“三
把刀”享誉全美。很快，纽约
等大城市的华侨也开始仿效建

“唐人街”，直至拓展到欧洲一

些地区……
华侨也并非只是往家乡寄

钱、回乡建房修路，他们更以
崇高的爱国精神，尽己所能，
报效祖国。1907年，祖籍江门
恩平的冯如在旧金山东部的奥
克兰创建飞机制造厂。1909
年，他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
轰动一时。其后他便将工厂更
名为“广东飞行器制造厂”，并
在两年后回国，成为中国飞机
设计、制造和飞行的第一人。

华侨的拳拳之心，在战乱频
仍的时代更加赤诚动人。江门新
会的郑潮炯少小下南洋谋生，平
时以摆摊卖小食品度日。1937
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他收摊
改背个大布口袋，到南洋各埠义
卖瓜子，所得义款 18 万余元全
部捐出以赈抗日。郑潮炯只是一
个代表，以心齐闻名于海外的五
邑侨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一些
在国外受过训练的华侨，干脆直
接回国参加抗战，飞虎队中的空
勤大队，大半是江门籍的华侨。

旅美华侨中最具传奇性的
人物，当数司徒美堂。江门开平
人，少时读私塾，也习武，练就一
身好功夫，一刀一棍可令六七个
汉子不得近身。1880年，司徒美
堂赴美谋生，在三藩市会仙楼餐
馆打工。某天有一白人来吃“霸
王餐”，大吃八喝后不付账还狐
假虎威、骄横欺人。司徒秉性亢
直，看不下去便出头想教训一下
那小子，不想现场群情激愤、叫
好助威，加上对方反抗剧烈，他
一时没有拿捏好分寸，三拳两脚
竟将那流氓打死了。

刚 到 美 国 便 惹 下 人 命 官
司，幸好整个华人社会行动起
来，联名上书并到警察局陈述
事情经过为司徒求情。司徒在

美国监狱关了十个月被释放，
后加入当地华侨组织的洪门致
公堂，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
主革命运动，曾任洪门致公堂总
监督。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
他发起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
筹饷总会”，几年间为祖国抗战
筹措经费约330万美元。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司
徒美堂致电国民党政府，代表
美洲华侨洪门致公堂，要求举
国团结抗日，反对分裂。1942
年，他又专程前往南美洲各国，
向华侨宣传祖国抗战。抗战后
期，他还鼎力支持国内经济建设
事业，在重庆等地设立华侨兴业
银行。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
堂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回
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并于会后居留北京。其间，曾担
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
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
职，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
量。司徒美堂在海外飘泊一生，
也称得上是波澜壮阔，最终叶落
归根，87岁在北京谢世。

江门五邑华侨的故事是一
部大书，此文记述一二，也足
见其心。

（蒋子龙，中国改革文学的
开拓者、代表作家，2018年获国
家“改革先锋”称号，其作品《乔
厂长上任记》等获得全国优秀
短篇小说奖，《赤橙黄绿青蓝
紫》等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
奖。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
午流注》《农民帝国》等。）

上图：江门市一景。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下图：江门祠堂街。
李荣德绘

五邑侨心
蒋子龙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曾在杭州学习生活4年，之
后，又多次来过杭州，有幸游览过杭州众多风景名胜，
留下了深深印记，这其中就有著名景点虎跑。

虎跑，位于杭州西湖之南的大慈山，相传唐元和十
四年，高僧寰中意欲居此，苦于无水。一夜，梦中有神
相告，将遣二虎把南岳衡山的童子泉移此。翌日，果见

“二虎跑地作穴”，泉水涌出，故名“虎跑”。虎跑泉与玉
泉、龙井泉并称杭州三大名泉。

来到虎跑景点入口处，首先扑入眼帘的是一座古色
古香的门楼，牌匾上题写“虎跑”二字。穿过门楼，沿
着石板路往前行走，但觉满目苍翠，空气清新，路旁小沟流
水潺潺，有游客称这沟里流淌的清水就源自虎跑。继续前
行，忽见前方有寺庙掩映山间，往寺庙方向越近，水声越
响。那淙淙泉水发出的声音，如鸣佩环，给人以美的感受，
原来，这就是虎跑泉带给人的享受：“听泉”。

随后，从石板路进入叠翠轩庭院，便到了“赏泉”
的时间。“赏泉”，就是在盛满泉水的碗里，慢慢投入硬
币。泉水高出碗口约二三毫米而不外溢，或是硬币轻轻
浮在水面而不下沉，据介绍这是泉水表面张力大的缘
故。对此，前来游览的人们都啧啧称奇。

告别叠翠轩，加快脚步去“寻泉”，不知不觉中来到
了滴翠崖，但见崖壁旁有一只老虎塑像，呈站立状，虎
视眈眈，惟妙惟肖。老虎塑像后方的崖壁上有“虎跑梦
泉”四个红色大字，传说这是老虎“跑地作穴”之处。

此时，不禁又想起了关于“虎跑泉”传说。优美的
传说，为旅途平添几分情趣。当然，虎跑泉不可能是老
虎“跑”出来的，而是由虎跑的地势自然形成的。据介
绍，虎跑位于沟岩之中，周边为许多山岭所围，从而形
成了一个马蹄形的汇水洼地，于是，虎跑泉水就沿着石
英砂岩层渗出，且常年不干涸，水质清澈，甘洌醇厚，
成了天下名泉。早年间大学老师带我们班同学到杭州进
行野外地质学实习时，就曾在这里讲述过虎跑泉水形成
的科学道理，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难以忘怀。

但见泉眼两尺见方，清澈的泉水从山岩石罅间汩汩
涌出，泉后壁题刻着“虎跑泉”三个大字，为西蜀书法
家谭道一的手迹，其笔法遒劲，功力深厚。泉前筑有一
方池，四周环以石栏，泉水从池壁处的虎口中注入池
中，响起哗哗的水声。

离开泉眼，前往观赏“梦虎”大型雕塑。坐落在山
间的这尊大型雕塑高5米、长9米，根据“虎移泉眼”的
民间传说而创作。但见一位老和尚安详地侧卧在山崖之
中，白发银须，双目微闭，手捻佛珠，想来就是寰中（又叫性
空和尚）了。在他的右侧，两只老虎作跑地作穴状，栩栩如
生。雕塑所在的山石上篆刻“梦虎”两字，为学者顾廷龙所
书。雕塑左后方崖壁上，有书法家沙孟海榜书“虎移泉脉”
石刻。此组雕塑形象地表达了虎跑泉的神话传说，令人遐
思不已。如今，“虎跑梦泉”已成为新西湖十景之一。

在虎跑景点，别忘了在茶室品尝用虎跑泉水泡的龙井
茶。杭州当地流传一句俗话：“龙井茶叶虎跑水”，人们称龙
井茶和虎跑水为“西湖双绝”。杭州自古佳山水，所产的龙
井茶扁平挺直，芽叶成朵，香馥浓烈，滋味鲜爽，汤色清亮，
具有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饮誉海内外。而虎跑泉
泉水清冽，味甘醇厚，煎茶极佳。用虎跑水冲泡龙井茶，那
泡出来的茶水色绿味醇，茶香飘逸。此时，在茶室歇歇脚，
坐下来斟上一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惬意无比，人们称之
为“品泉”。瞧！玻璃杯中的龙井茶叶缓缓舒展，匀齐成朵，
汤色清澈明亮，赏心悦目。呷上一口，回味悠长。

郭沫若曾写道：“虎跑泉犹在，客来茶甚香。”虎年
到来，我想再去虎跑走走，好好体验虎年观赏虎跑的别
样趣味，还有那虎跑水冲泡龙井茶的独特味道。

上图：虎跑公园一角。 连国庆摄（人民图片）

虎跑品泉
缪士毅

行天下行天下

“川河似练水如天，千年徽
州皆古桥”。徽州，是安徽省黄山
市的古称。古徽之境，有村必有
水，有水就有桥。板凳桥、曲桥、
平桥、月桥、拱桥、廊桥……历史
上曾有 1000 多座各式桥梁，风
姿各异，匍匐大地，联结起徽州
游子归乡的路。

屯溪三江口，水光接天，风
轻云淡。率水和横江从崇山峻岭
中盘曲而出，在此相融交汇成新
安江，三江相拥，蔚为壮观。黎阳
古镇和屯溪老街静静伫立在横
江口两岸，千百年来，相看两不
厌。夕阳斜照，光阴倒转，凝思
间，曾经的繁华喧嚣从历史的烟
云深处缓缓走出，商贩摩肩，店
幌遮目，舟楫川流，归帆点点。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抑制
不住心底的相思，急步走向三
江口，不为黎阳古镇，不为屯
溪老街，只为那座令屯溪人魂
牵梦萦的“屯溪老大桥”。

公元 1536 年（明嘉靖十五
年），一座六墩七孔的大型石拱
桥东西跨立横江口，贯穿起黎阳
古镇和屯溪老街，成为进出屯溪
的门户。此桥是戴广宪倾重资倡
建，因徽州山洪汹涌，140年后毁
于水患。程于谦捐资费时两年重
建。不想，通行 17 年后，于 1695
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又遭水毁。
程于谦的儿子，时任广西清吏
司、员外郎的程岳，继承父志，再
次重修，为保护桥墩安全，还在
中间桥洞上端刻了“禁止取鱼”
四字。1884年（清光绪十年），四

座桥墩受损严重，屯溪的商贩、
市民纷纷捐款，再次大修。

此桥名为镇海桥，取名镇
海，是镇压海怪和山蛟、减少
水患之意。桥上原有亭，两端
有飞檐五脊虎殿顶建筑，桥东
有高大拱门，上悬“镇海桥”
三字金匾。此桥虽历经劫难，
却巍然而立，正好契合了镇海
的寓意。2019年被列为全国文
物保护单位。镇海桥边是重要
的商埠码头，商船在这里频繁
停靠，旧有“屯浦”之称，“屯
浦归帆”为当时著名景观。

1934 年 5 月，郁达夫行游
屯溪，夜宿镇海桥旁，即兴写
下了“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
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
梦，断肠春色似扬州”，把桥两

岸的风光与扬州春色相媲美。
屯溪与扬州自当是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在“欲识金银
气，多从黄白游”时的徽州，

“天下风云出我辈”的徽商架起
了两地联结的桥梁，从镇海桥
出发，升帆远航，直向广陵皎
皎明月下的二十四桥，江风里
飘荡的都是金银的气息。

对于现代屯溪人来说，“屯
溪老大桥”取代了“镇海桥”，满
满都是人间烟火的温馨回忆。天
刚蒙蒙亮，“嘎吱嘎吱”，菜农担
着沉沉的挑子蹒跚走来，淅淅沥
沥滴落的水渍描绘着生活的轨
迹。“烧饼，刚出炉的烧饼”“豆腐
脑，滚热的豆腐脑”，声声吆喝，
搅动了轻盈的江雾，惊扰了老桥
的睡梦。自行车从桥面飞驰而

过，一辆辆、一列列，目不暇接。
日落黄昏，散步的人出发了，

在桥中央久久站立，向三江口眺
望，沉醉在长河落日圆的壮美景
象之中。晚归的人儿如归巢的鸟，
成群结队急急地穿过，向家的方
向飞奔，汗渍在脸上盛开了花。

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光
阴如桥下的江水，滔滔前行，
只有“老大桥”岿然不动。

世人以为从来即是如此。
公元 2020 年 7 月 7 日的一

个瞬间，“屯溪老大桥”在徽州
人的记忆里坍塌，这座历经484
年曲折的“徽州第一古桥”被
浊浪滔天的横江水拦腰斩断，
消失在众人的泪光里，追随徽
商的脚步，去扬州城寻梦去了。

一场重建徽州人文坐标的
行动开始了。打捞散落构件，
收集遗存史料，绘制施工详
图，精准原貌复建。

公元2021年12月26日，这
又是能写进徽州历史的一天，

“屯溪老大桥”回来了。桥上又恢
复了往昔的热闹，众人来来回回

“踩桥”，祈福大桥好运。“禁止取
鱼”的石刻还被安放回原位，老
构件和新石料交错衔接，历史和
未来在这里握手。

“我们要以镇海桥修缮工程
竣工为新起点，守住‘筋骨肉’、
传承‘精气神’，加快把黄山打造
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区”的嘱托在耳旁殷殷回响。

三江口，暖阳当空。回眸望，
镇海桥巍峨雄踞，英姿勃发。

上图：历经一年多时间修缮
完成的屯溪老大桥——镇海桥。

施亚磊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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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季，数万只红嘴鸥从遥远的北方飞来云南昆明
越冬，翠湖公园则是昆明城区一处主要的观鸥点，漫天飞
舞的红嘴鸥与欢乐的游人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

郑 益摄（人民图片）

蒋子龙 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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