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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下行天下

说起南盘江，很多人可能从
未听说，但要是说起珠江，则在
全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实际
上，珠江的源头就是南盘江。

南盘江像是从乌蒙大山放飞
出来的蓝色飘带，一路蹁跹，向
南，又向东。在滇东南丘陵、山地
间深情地歌唱。一路下来，每到一
地，都成为当地吸引游客的景点。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只要不是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
在交通方便或稍微有点看头的地
方，都会被沿途的村民开发成简
单的景点、度假村、农家乐等。

我来宜良看南盘江时，气温
适宜，江水清澈，各地游客用竹
筏、橡皮艇甚至以游泳的姿态与
江水亲近，还有的在江边支起帐
篷、桌子，生火烧烤。当然，江
边也经常可以见到保护环境、不
要乱丢垃圾的提示牌。

我在苗王谷里没有见到传说
中的苗王，却从一段江水里窥见或
想象了南盘江娇美温柔的全貌。顺
着江水向上游望去，仿佛我正在江
之源，寻找一滴清冽甘甜的溪水，
只为珠江口的人们还能遇见南盘
江的柔情。我在江滩上，抚摸一块
块鹅卵石，因为它最懂得高原人大
山般的气质和坚韧不拔的情怀。
小孩子们更是高兴坏了，纷纷下
水捡拾鹅卵石玩堵坝、围城的游
戏，也有不少家长乐得和孩子一
样开心，卷起裤腿参与其中。

苗王谷又叫苗王峡，地处龙
兑村，这里江面宽约数十米，两
岸各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
村，通过一个铁索桥连接。沿江
两岸，成片的竹林、野花掩映着
为数不多的水田和菜地。这些竹
子都有一二十厘米粗，十多米高，
当地人将它作建筑材料用或者编
竹筏用。这里还有鹭鸶等水鸟，有
时候，数十只白色的鹭鸶同时站
在一棵大树上，远远望去，就像树
上结满了白色的大果实。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强大的，
在龙兑村老鹰嘴这个地势较高的
地方，人们修建拦水坝，开挖出
两三米宽的人工沟渠，南盘江大
方地让出一股清水，又被一条叫
七村大沟的河道全部接纳。就这
样，不需要任何动能，江水被抬
升了七八米，大沟从家门前绕村
过寨，依山流淌，与南盘江并
行、陪伴了 18 公里。据资料显
示，七村大沟始建于清嘉庆年
间，200多年来，它承载着灌溉
4600多亩土地的光荣使命。

在宜良县北古城镇江段，有
一座百年古石桥——普济桥，始
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虽历经沧桑，却依然沉稳地站立
在南盘江两岸。2014 年，普济
桥还经过了重修，达到了修旧如
旧的效果，并且更加坚固，百年
古桥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听
说在建普济桥之前，江水在泽被
宜良坝子的同时，也阻隔了两岸
交通，人们必须蹚水或乘船才能
过江，时有百姓殒命。当地乡
绅、义士四处奔走，筹集资金，
先后经历几年时间，用巨石贯以
铁柱建造了这一座长桥。

南盘江，其实它还有一个兄
弟叫北盘江，它们是乌蒙山孕育
出的孪生兄弟，分别从曲靖市乌
蒙山余脉马雄山的东麓和西北麓
出发，在滇黔之交，各自打拼出
一片天地，流经数百公里后，又
在贵州的红水河汇合，在下游从
八个入海口冲向更广阔无边的南
海。所以，富饶美丽的珠江从上
而下的乳名又叫南盘江、红水
河、黔江、浔江、西江。

我在想，与地处云南西北部
的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相比，
在云南众多的大江大河中，南盘
江是一条最温情、最委婉的江。

上图：火车开行在南盘江铁
路大桥上（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遇见南盘江
汤云明

来深圳多次，多是徜徉
于高楼大厦和车水人流间，
走马观花，从没真正地了解
过深圳的基层社会。改革开
放初期，这些原住民是如何
从不知名的穷困乡村走向脱
贫致富，再迈入大都市的？
这次深圳之行，我专门到罗
湖区的向西村——深圳最基
层的村级单位，一个有五六
百年历史的村落。与以往到
深圳的经历比，向西村给我
完全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这

里的祠堂、张氏族谱，还有向
西村人达观富足的心态、安居
乐业的生活，令我印象深刻。

一

之前，我对祠堂了解不
多，只知道它是同姓同族的
后 人 祭 祀 祖 先 和 先 贤 的 场
所，里面供着先祖画像、列
祖列宗的牌位、赞颂祖先和
训诫后人的牌匾、楹联，还
有香案、供桌等。祠堂给我
的 印 象 是 肃 穆 的 ， 甚 至 威
严。但当我迈进“爱月”祠
堂的大门，发现里面人声鼎
沸，大人欢声笑语，小孩嬉戏
打闹，其中一张桌子上还有几
位老人在打牌，其乐融融。

在这里，向西村向西实
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张伟光拿
来一摞厚厚的族谱，告诉我，
这是他们刚刚修订的“张氏族
谱”。我一页一页仔细翻看。我
在出版社工作，曾给山西一个
家族出版过一本族谱，而面前
的这部族谱更有文化积淀，也
保留了历史原貌。族谱是一个
家族的生命史，也是一个姓氏
起源、迁徙、延续的谱系，它包
含了一个家族生息、繁衍的全
过程。正如古语云：“国无史，
无以考一国之兴替；家无谱，
无以辨一族之血缘。”从族谱
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向西
村张姓最早的先祖是汉代丞
相张良和唐代诗人张九龄。同
时，又能了解到作为中国最大
姓氏的张姓，可以追溯到上古
黄帝时期的姬姓，黄帝之孙
张挥。张伟光告诉我：“这次
修订族谱增加了更多信息，
从前族谱里，媳妇多是记录
一 个 姓 氏 ， 而 现 在 的 族 谱
中 ， 记 录 了 媳 妇 全 名 、 生

日、学历等更多信息。”
族谱中最让我感兴趣的

是张氏家训、家规和家约。
家训是家族或家庭对子孙立
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
家规则是家族或家庭中的规
矩和法度。它们对个人的教
养、原则都是重要的约束。
比如其中的宁乡先儒张氏家
训八律：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又比如家
约十律：和兄弟、和乡党、
训子弟、重农桑、戒骄矜、
息纷争、禁奢侈、严懒惰、
戒赌博、儆窃盗。这些都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有些
规 范 至 今 对 我 们 的 家 庭 伦
理、道德教化具有现实意义。

二

我还在族谱中发现了一
个词——“村贤”。这让我想起
古代的“乡贤”，“乡贤”这个词
始于东汉时期，是朝廷对有作
为的官员，或者有威望、为社
会作出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
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张氏
族谱中则采用了“村贤”这个
名称，记载了自明清到当代，
从官至五品的儒林郎到现在
还在就读的大学生，近300人，
其中当代“村贤”有212人。由
此我想到中国的“乡贤文化”，
唐朝的《史通·杂述》中有载：

“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
族”，乡贤是中国乡村经济和
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15年
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
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
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
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
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
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
文明。”乡贤文化的精神底蕴
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地生根有重要意义，同时，
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和乡
村振兴。于是，“新乡贤”和“村
贤”的概念深入人心。

向西村重修族谱，并在
族谱中列入“村贤”这个称号，
与重修祠堂具有同样的意义，
是向西人为追寻历史，造福当
下迈出的重要一步。

向西村的两个祠堂“爱
月”和“爵先”张氏公祠，
最早建于清乾隆末年、嘉庆
初年，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
历史，可惜的是，在罗湖区
旧 城 旧 村 改 造 时 ， 被 拆 除
了。2002 年，在族人的呼吁
和支持下，重新修建完成。
张伟光告诉我：“改革开放以
后，深圳的经济高速发展，向
西村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手
里有钱了，生活富足了，就更
需要精神层面的东西，所谓

‘富而崇文，文而向善’。这就
包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
扬。祠堂和族谱就是我们重要
的传统文化，它是我们文化的
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
弘扬文化传统的原动力。”

如今的祠堂，除了崇宗祀
祖，办理婚、丧、寿、喜，商议族
内重要事务外，也成为村民的
活动场所，比如邀请地方剧团
演出，与亲朋好友聚会联欢，
甚至宴请到访贵客。为了让大
家了解张氏家族的历史，对后
人进行传统礼俗教育，村里还
将家训族规制成小册子、挂
历、书、匾、对联，供村民和来
客了解。其中最醒目的是“饮
水思源，慎终追远”和“雍睦家
风，世代相传”两副对联，表达
了张氏家族不忘先祖恩泽，传
承家风美德，树立文化自信的
新时代精神。

三

领略了张氏族谱，参观
完祠堂，肚子有点饿了。这
时，主人端来深圳最具特色
的 “ 大 盆 菜 ” 和 “ 向 西 鸡
煲”，晚宴正式开始。大盆菜
相传始于南宋，距今已有800
多年历史。向西村人一般在
春秋二祭、元宵节、嫁娶、
孩子满月、乔迁等节日或者
喜庆日子里煮大盆菜。经过
数百年发展演变，大盆菜的
原料、配料及烹饪方法也越
来越丰富讲究。据说煮大盆
菜的准备工作就要两三天，
因为很多原材料要到香港新
界上水、石湖购买和预订，
其中主材 15 种，配料更是多
达 16 种。大盆菜是每年秋祭
活动的重要餐食，香港、澳
门及海外的张氏后裔前来祭
祖扫墓后共食，由此也促进
了海内外同胞建设家乡的积
极性。而“向西鸡煲”历史
并不长，据说上世纪 90 年

代，向西村居住的重庆人比
较多，他们将重庆的香辣鸡
煲与广东的煲仔结合，发明
了风味独特的“向西鸡煲”。
向 西 鸡 煲 在 深 圳 的 落 地 生
根，也显示了向西村人对各
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心态。

晚宴上，坐在主桌上的都
是向西村有名望的人，其中有
年近80岁的长者，有退休村干
部，还有在族谱上列入名字的

“村贤”。席间，我认识了一位
外姓的杨文才老先生。他是深
圳市诗词协会会长，在张伟光

“富而崇文”的倡导下，杨老
牵头在向西村成立了“深圳
诗词学会向西村创作基地”，
鼓励村民学习中国传统艺术
和文化。基地的成立，填补
了向西村诗书画文化艺术的
空白，也见证了向西村重视和
重建传统文化的决心。

在一般人印象中，深圳是
移民城市，没有“根”，甚至还
曾有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
但是，此番向西村之行，使我
深深感到深圳这座年轻的城
市、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有很
深厚的文化底蕴，向西村正是
一个典型。它“严守家规家训，
强调崇文重教、忠孝廉洁”的
风习，代代相传，守正而创
新。在这里，以祠堂文化、
族谱文化以及乡贤文化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
成为他们建立“文化自信”
的一种具体体现，也给了向
西村人面向未来的强大底气。

左图：向西村村口牌坊。
上图：向西爱月张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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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锦屏街道长岭村玉兰花开。200多亩
的山头上，1500 多棵玉兰树交织密
布。漫步游步道，一波波白色、粉色
的玉兰花映入眼帘。花团锦簇，花香
抚鼻，吸引着大批周边自驾游客前来
打卡拍照。

“我们村种植玉兰已有 200 多年
历史，游客爆棚却也是这两年才出现
的。”看着游人如织的场景，长岭村
支部书记蒋行东很是感慨。多年以
前，游客曾点评长岭村“花美村不
丽”，这样的评价激起全体村民改造
升级村庄的决心。

在当地政府扶持下，长岭村加速
垃圾分类全覆盖，拆除简易厕所，铺设
沥青主干道，粉刷外墙，修建花园……
短短一年时间，村庄面貌一新。特别
是村中心位置的湖心公园，亭台楼
榭，碧水青草，江南水乡气息扑面而
来。村美了，游客纷至沓来，村里的
农家乐开起来了，民宿也在游客的倡
议中拔地而起。

村庄整体美了，村民尝到了甜
头。奉化区因势利导，围绕“处处美
才是美”，探索乡村美的升级路径。
墙面、庭院、田园、道路、河道等场
所的美丽升级蔚然成风。奉化区尚田
镇大岙村曾因3D“墙绘”美景远近
闻名。前年，村民邬留美在自家院子
内种上了几百种花卉，通过不同绿植
的有序排列，让每个季节都能迎来不
同色调的美。她家的庭院也因此获评
了省级“美丽庭院”。在村里的积极
引导下，许多村民跟着邬留美学习选
花种花，精心“捯饬”自家庭院。

“目前全村建成或在建的大约有 100

户，占总户数一半。”大岙村支部书
记上官水波告诉我们，大岙村正计划
将美丽庭院串珠成链，为村里新增一
条独特的庭院旅游风景线。

据悉，奉化区近年来累计创建
“整洁村庄”284 个，区级美丽庭院
2.2 万户，美丽庭院特色精品村 29
个，清洁田园5万余亩。从改造农房
到建设零污染村，从提升村容村貌到
打造美丽庭院，奉化区已初步形成了

“乡村美丽创新链”。美无止境，这条
创新链还在不断探索延伸。

在奉化乡村，环境美迭代升级，
文化美百花齐放。在三任村书记“一
任接着一任干”口号的带领下，奉化
滕头村从一个落后村发展成为中国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滕头
村全力打造“一犁耕到头”的自强创
业精神，在激励全村村民同时，也成
为村庄建设的一张文化“名片”。去
年，该村获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年吸引游客80多万人次。

奉 化 青 云 村 是 “ 中 国 传 统 村
落”，由奉化区文旅集团主导的“联
步青云”改造项目去年经过验收，培
塑起文旅融合示范村落新标杆。金峨
村通过连续举办杜鹃花节，打造花卉
苗木生态文化村品牌。蒋家池头村依
靠村民“志愿者”打造的老年食堂已
成功运转三年，“爱老尊老”的文化
品牌由此打响。缪家村依托“曹雪芹
风筝”非遗传承地，打造了“非遗风
筝村”文化和产业IP。

“十三五”期间，宁波市奉化区成功
创建省A级景区村庄189个，占全区村
庄总数的66.5%，乡村旅游焕发蓬勃生
机，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宁波奉化宁波奉化：：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美无止境美无止境

黄成峰黄成峰

结缘棠湖公园，已经30年了。30
年来，我始终以为，走进棠湖公园，
就走进了四川双流最美的风景。

棠湖公园的美，在湖，在花，
在塔。

湖，那是棠湖。30多年前，双
流人改造城南旧河道，移石堆山，
浚土造湖。湖依河造，园因湖就，
建成了占地 200 多亩的棠湖公园。
棠湖公园以古巴蜀秀丽的自然风光
为主调，建造了绿柳风荷、瞿上撷
秀、海棠春坞、熏风雄峙、隔湖烟
雨等八大景区，突出海棠和湖泊两
大置景要素。园内亭、台、轩、
榭、楼、阁、祠，或临河而建，或
濒湖而筑，错落有致，散布其间。
廊与桥跨河而立，别具匠心，巧妙
地将河、湖、池联袂成片，特别是
那70多亩湖面，为双流这个不靠江
不临河的地方涵养了水的灵性，整
个城区的街头巷尾因此柔美了许
多。暖风微熏，海棠绽放，碧水环
绕，翠竹葱郁，楼阁掩映，亭台参
差，步入公园，仿佛置身碧波荡漾
的瘦西湖，又好像流连在苏州园
林，令人心旷神怡。

花，那是海棠花。双流人爱海
棠，自古广为种植，在唐代就有过

“濯锦江头几万枝”的美景。棠湖
公园建园之初，人们沿袭传统，在
园内广植各类海棠，而移植于古府
河边、牧马山一带的贴梗海棠，更
以其花期长、花质美堪称一绝。年
复一年，各类海棠，丛丛簇簇，挨
挨挤挤，烘托出曲径回廊的意境。
而“海棠春坞”最令人醉心，路两
旁的海棠，自然地把枝干往路的上
空斜靠，一枝一枝任性生长，一株
一株连成一片，越过人头，在空中
交颈，握手，拥抱，形成了海棠的
时空隧道，抑或花的走廊。紧致饱
胀的花骨朵，像点点胭脂，又像一
颗颗心形巧克力，涨红了又香又甜
的青春气息。海棠花朵缀满了枝

头，有的才刚爆裂，像个喇叭，仿
佛在呼唤炽烈的眼睛；更多的已经
怒放，五个花瓣放肆展开，婉转优
美，渴望迎接春天的热吻；花蕊丝
丝缕缕，嫩生生的，一点也不含蓄
内敛，任由蜜蜂占尽无限风光。棠
湖公园，湖以棠名，园因花美。海
棠花盛开的时节，整个棠湖公园的
风也仿佛是从红色的染缸里捞出来
似的。在我看来，无论“绿肥”，
还是“红痩”，都难以道尽海棠的
绝色风韵。

塔，那是熏风塔。传说从前有
一神仙兄妹路过双流，见风景形
胜，唯缺宝塔辉映。于是神仙兄妹
向百姓借牛，连夜修建了两座宝
塔，一座灰色的塔矗立在南门外河
边，一座白色的塔建在牧马山九倒

拐，一灰一白，山下山上，遥相呼
应，守望着双流美丽的山水田园。
双流人把牧马山白色的塔叫“白
塔”，而灰塔雄居城南，人们便依

《吕氏春秋》“东南曰熏风”之意，
把南门外的灰塔叫“熏风塔”。“浮
屠七级级级依栏望春色，熏风几度
度度拂卷尽华章。”熏风塔成为双
流著名的古八景之一。时光流转，
上世纪60年代，当地修建油厂拆除
了熏风塔，史志记载始建于元代的
熏风塔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中。

熏风塔记载着双流的文化，一
直是双流人割舍不下的精神念想，
老百姓盼望重建熏风塔。上世纪80
年代，政府顺应老百姓的呼声，修
建棠湖公园时在蒋琬祠重建熏风
塔。重建的熏风塔为四方形石基楼

式木塔，塔高七层46米，每个檐角
都悬挂有风铃，古色古香，恢宏端
庄，再现了熏风古塔超凡脱俗的风
姿。600 多年沧海桑田，熏风塔终
于在棠湖公园涅槃重生，复活了双
流古八景之一的“塔桥响应”。

熏风塔见证了双流的历史变
迁，见证了双流连年跻身全国百强
县区前列，也见证了自己成为成都
市历史文化地标，成为双流人心中
不老的记忆。日升月落，绿树簇
拥，幽静典雅的棠湖公园内，熏风
塔傲然屹立，那是双流看不完的美
丽风景，说不完的动人故事，也是
双流人割舍不了的情缘。无论春
夏，抑或秋冬，走入棠湖公园，但
见熏风塔的倒影在棠湖的柔波里轻
轻荡漾，与湖里的水草、临水的亭
台楼阁以及岸边的海棠绿柳翠竹构
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

二十多年前，棠湖公园拆墙透
绿，政府大手笔整治公园周边环
境，拆除了公园周边低矮的餐饮
店，关停了公园内的麻将铺，清淘
湖里的淤泥，引河水入园，在海棠
花下立了一道道海棠诗碑……围墙
没有了，门票不收了，棠湖公园走进
了百姓的寻常生活，海棠花柔美了
城市的大街小巷，满街的行道树也
都浸润到了棠湖春色里。双流更加
清新脱俗，焕发出独有的精气神。

棠湖公园成为双流人心中的瓦
尔登湖。

闲暇时去棠湖公园，已经成为
我多年来的一种生活习惯。每每有
亲朋好友来双流，我也要携妻挈
子，陪着客人游棠湖公园，赏棠林
春色，去文津观鱼，看绾霞夕照，
听凤凰絮语，望金花夜月，纳竹岛
凉风，登古塔览胜。拍下一张张照
片，记录海棠花跨越时空的深情
告白。

上图：棠湖公园海棠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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