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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暄琐话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饱尝辗转之

苦，就不时生出“老年退隐之地”的想

法，筑巢垒屋，“此心安处是吾乡”。在

苏轼屡遭贬谪的人生中，又有哪些地

方有幸成为他的“水云乡”呢？

黄州“水云乡”

“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

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

未始有也。”这是苏轼一封信里的话，

字里行间描述了他所居的寓所山水相

连，风景优美。这到底是一处什么样

的房子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驿站，

是官员走水路时暂时小住之地，房舍

简陋，空空荡荡，别无他物。

黄州地势偏僻、荒凉、肮脏，人民

贫困孱弱，饥不择食、寒不择衣，再加

上那里潮湿多雨，生活环境颇为恶

劣。正如苏轼在一篇文章里所描述的

那样：“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

然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苏轼发现了

驿站的独特之处，竟然爱上了黄州这

个地方。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临

皋亭不下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

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

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

主人。”自此，苏轼就有了在这里安家

落户的打算。

黄州城东不远处也有个亭子叫

雪堂，雪堂前面有 5 间房子。据说，

这几间房子是苏轼到黄州第二年修

建的。雪堂附近有一座山，苏轼在那

里也盖了 3 间房。仰 ，可以看山看

云；俯，可以看亭看水。悠游自在，不

失为人间乐事。

苏轼虽然作为团练副使出任黄

州，可是“禄廪相绝”，以前朝廷发的俸

禄都已花光，身边没有什么积蓄。苏

轼在《东坡八首》的小序里说：“余至黄

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

食，为于郡中请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

其中。”于是，苏轼在黄州城东山坡上

置地约 50亩，种麦、种稻、种菜、种茶。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苏轼有了这50亩

土地，生活改善很大。他在一篇文章

里写道：“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

之中亦自有乐事。”有房有地，“身耕妻

蚕，聊以卒岁也”，苏轼把黄州当作了

他的“水云乡”。

宜兴“水云乡”

当苏轼决定在黄州“聊以卒岁”

时，一纸诏令将他从黄州调到汝州。

苏轼携妻挈子，一路星夜兼程向汝州

赶去。当他途经江苏时，被当地诸多

自然风光所吸引，心中不禁暗暗盘算

着要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那时，

苏轼天真地想，皇帝既然把他从黄州

调到汝州，日后也会听从劝说而准许

他在别处安居。

苏轼的想法一经公布，不少好友

都替他出主意，为他寻找“水云乡”。

佛印和尚的农庄在扬州，佛印就希望

苏轼在扬州住下；范镇在许下，就希望

苏轼来许下住下；滕元发当时在太湖

南岸的湖州出任太守，便希望苏轼来

宜兴居住。

苏轼途经宜兴时，与滕元发商量在

宜兴买房置地。他在一首诗里是这样

描述当时的心迹：“南迁欲举力田科，三

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

疲马畏陵坡。羡君同甲心方壮，笑我无

聊鬓已皤。何日西湖寻旧赏，淡烟疏雨

暗渔蓑。”苏轼感慨人老疲惫，只想做个

渔翁，消闲自在度过余生。

苏轼先在宜兴城 20 里外的深山

里购得一块土地，他在一篇文章里记

述了喜悦的心情：“吾来阳羡，船入荊

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

归老，殆是前缘。”紧接着，他又这样

描述自己的打算：“吾性好种植，能手

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

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

柑橘三百本。”

在好友邵民瞻的帮助下，苏轼又

购得一处老房子。房子在荊溪边上，

有山有水，有花有木，风景宜人，确实

是一个闲居或者养老的好地方。谁知

好事多磨，苏轼得知房主是一个败家

子，不得已卖了房子换钱，思量再三，

终于烧毁契约，把那房子又还给了主

人。即将到手的房子化为泡影，苏轼

把宜兴当作“水云乡”的计划也随之化

为泡影。这时，苏轼已经落到“饥寒之

忧，尽在朝夕”的地步了。

惠州“水云乡”

宋哲宗绍圣元年，苏轼的命运急

转直下，被贬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

的地方。苏轼动身不久，朝廷又继续

降他的职，改派到距广州 70 里的惠

州担任建昌军司马。当苏轼来到九

江以南的鄱阳湖时，他又被朝廷继续

贬低官阶。

一踏上南国的土地，苏轼就被亚

热带美丽的风光陶醉了，认为“岭南万

户皆春色”。他感慨道：“此间有什么

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

解脱。”苏轼又想在这里筑起他的“水

云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南北去住

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

室，作惠州人也。”

苏轼来到惠州的第二年，就开始

在河东 40 尺高的一座小山顶上盖房

子，并起名“白鹤居”，精致典雅。这处

房子共 20 间，约占半亩地，依山而筑，

受地势影响，一头宽一头窄。房子的

南面是一块空地，苏轼种上了各种各

样的树，比如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

杨梅树、枇杷树等。

这处房子不仅地理位置不错，还

有人与他做邻居，一家是翟秀才，一

家是林太太。翟秀才可以同他谈诗

说文，彼此唱和；林太太则有一手酿

酒的手艺，酿出来的酒都赊给苏轼

喝。据说，房子上梁时，不少邻居都

前来道喜，苏轼抑制不住心中的喜

悦，还写了一首《白鹤新居上梁文》让

人来唱。

喜歌以建筑为中心，将叙事、状

物、抒情融于一体，从东西南北四方来

描写风光，极力铺叙新居之美和幽居

之趣，字里行间表达了祝祷之情。可

惜好景不长，苏轼又被朝廷继续贬

谪。这一回，他要到海南儋州去“享

受”他的“水云乡”了。

儋州“水云乡”

绍圣四年，苏轼乘船来到海南儋

州，县官张中将自己公馆旁边的一所

房子腾出来给苏轼住。那所房子狭窄

破旧而且漏雨，苏轼为了避雨只得把

床移来移去。后来，张中将房子修缮

一新，苏轼才免了“漏雨”的麻烦。谁

知，不久张中便被朝廷罢免，苏轼只得

从那所房子里搬出。

历经磨难的苏轼仍然表现得波澜

不惊，甚至认为千里迢迢来到儋州是

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一次，苏轼对友

人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

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

也。”当别人为他在海南的生存状况担

忧时，苏轼笑着说：“尚有此身，付与造

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故人知之，免忧。”

从官家房子搬出后，苏轼把身上

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搭了一个简陋

的房子。苏轼所到之处，太守亲近他，

书生亲近他，和尚亲近他，道士亲近

他，就连那些大字不识的穷人也亲近

他。儋州的老百姓听说苏轼要盖房

子，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有钱的出钱，

有物的出物，没钱没物的就出力气。

房子盖好了，苏轼给它起了一个

“桄榔庵”的名字。然而，苏轼在自己

新盖的“桄榔庵”里没住多久，朝廷又

下诏让他去湖南永州了。

苏轼不停地迁来迁去，一生漂泊，

居无定所，连一只候鸟都不如。尽管

多次有“老年退隐之地”的想法，可是

一个个“水云乡”都被现实击得粉碎。

身为一名朝廷官员，哪怕是被贬谪的

官员，苏轼仍然难得自由——“小舟从

此逝，江海寄余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滨湖

区慧源学校）

鄂赣边陲的千年古邑塘湖，处湖北

通城县、崇阳县和江西修水县交界处，

高山耸峙，山谷回环，素有“一山连两

省，一水流三县”之称。塘湖的地名源

自明朝监察御史刘塘湖。刘塘湖本名

绣衣，号塘湖，是明代进士，官至监察

史，当地流传着许多与他有关的故事。

可以说，这里不仅山奇水秀，而且充满

浓浓的古典意韵，遍布厚重的历史积

淀，可称得上鄂南的一片文化沃土。

塘湖境内的山峦属于幕阜山脉，

是通城东南的屏障，山山皆有故事。

黄袍山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

点，通城的革命烈火最早就在这里燎

燃。华罗寨是境内最高峰，传说唐朝

末年战乱时期，张氏在此立寨为王，号

称兵马十万众，得名张十万，其势力达

周边十数州县，后被黄巢剿灭。此外，

插剑岩、吟诗台、点将台、古练兵场等

遗址至今遍布山中。

众多溪流河涧之上，都有古老的石

桥横跨，或卧如雕梁，或拱如新月，使溪

河增添了别样的风情。建于明朝的南

虹桥是通城县两座最古老的石拱桥之

一，又名“渡江春”，青石叠砌，五拱组

合，大方、坚实、秀美。来自黄袍、五岭、

南岭的河流在这里汇合，桥下碧波荡

漾，两岸树木掩映，似虹卧于清波之上。

宋朝时，黄袍山附近有一个方姓

家庭，祖孙三代出了三个尚书。祖父

方迪任礼部尚书，父亲方琳任户部尚

书，孙儿方琼任兵部尚书，被人们称为

“尚书故里”。宣和七年，金人入侵，方

琼在家乡招募义勇，昼夜奔驰赶赴京

都，投身抗金战场。在保卫京都的战

斗中，方琼率领士卒力战而死，被朝廷

授为“镇夷将军”。之后，宋高宗亲自

下诏，在黄袍鸡毛岭修建方琼忠臣

庙。后来，岳飞率部驻守通城县黄龙

天岳关期间，亲自来黄袍山拜谒方琼

庙，称方琼为“我师琼公”。现在在方

琼老家的雷吼村还建有方琼纪念馆，

缅怀这位载入宋史的英雄。

随着人们居住方式的改变，古民居

已难觅踪影。塘湖曾是壮观精美的古

民居聚集地，现在还不时有游人前来瞻

仰的古民居有4处：狮子村的刘绣衣故

居，明朝宣德皇帝御赐“清朝鸣凤”四字，

高悬在门楣之上；龙印村的牌楼屋，门楹

顶上刻着的“福”“禄”“寿”等字至今熠熠

生辉，墙面和屋中典雅精美的石刻雕物

也令人叹为观止；大涡村的鲁直第是一

栋九重堂设计结构的老屋，几百年来这

里的黄姓村民一直拜黄庭坚为老祖宗，

正门上方黄庭坚风格的“鲁直第”给人无

限遐想；保存得比较好的是出了两位朝

廷大员的润田古屋，此屋原建于明代，在

清朝又有扩建，正门上御赐的“吏部主

政”牌显示出家族曾经的荣耀。

在塘湖的村落间游走，不时便邂

逅到一棵棵千百年的古树，这实在是

一个奇迹。在南虹桥桥头的屋场边，

就有一棵参天的古枫树，树干要三个

成年人才能合抱。刘绣衣的故居前，

也有一棵罕见的树藤一体的古木，树

和藤已历尽沧桑岁月交缠成一个整

体，树干虬曲峥嵘，粗大的蟒藤布满腐

朽的苍苔。村人说，树是圮枫树，藤是

阳雀藤，每年春天都会开满紫红色喇

叭状的小花。在望湖村胥林古寺边，

两棵千年红豆杉依偎而立，如同一对

共守岁月的爱侣。不知何年，深山里

的村民在树边立了一个小土庙，像敬

奉祖先一样，一代代敬护着这些古树。

走进塘湖这处千年古邑，在它的

每座山、每条水、每个村落，脚下都有

可能踩响一串历史的回音，让人进入

一片深深的乡愁之中。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通城县第二

高级中学）

每逢端午，正是农活儿繁忙的时

候，包粽子全由祖母一手操持。

端午节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是

温馨而快乐的，我总会跟在祖母身

后，一起上山采粽叶。粽叶土生土

长，在村子的半山腰上满满一大片。

五月的粽叶，叶子不嫩不老，葱茏滴

翠，又不生虫子。我们与祖母采些宽

大的回来，将粽叶下锅煮沸，再放到

清水里浸泡，让质地变软，叶面清爽

润滑。

儿时家里穷，没有那么多糯米

包粽子。为此，祖母每年早早就会

准备赤豆、蚕豆瓣来帮衬糯米，尽量

把粽子包得品种多样、花式齐全。

端午前一天，祖母早早淘好糯米，备

好粽馅，拿出粽叶在凳子上包起粽

子来。包粽子是一门技术活儿，祖

母先从清水里取出粽叶，尽可能拢

成喇叭状，把适量的糯米放到“漏

斗”里，然后用一片小棕榈叶紧紧地

绑住，一个三角粽子就完成了。看

着祖母在一旁忙着，有时我也上前

凑凑热闹，学着她的样子包起来，可

不是包不紧，就是包不成形，有时还

把糯米掉落一地。祖母总是哈哈一

笑，从不责怪我，我也只好坐在一

旁，静心等候。

粽子包完了，祖母把它们放进锅

里，加好水开始煮。灶膛的柴火烧得

旺旺的，屋子里弥漫着诱人的粽香。

我围着锅灶不停地转悠，巴不得能早

点吃上粽子。过了几个小时，粽子煮

熟了，揭开锅盖，粽香扑鼻而来。粽

子晶莹透亮，蘸点白糖，咬一口，尝一

尝，又甜腻又软糯，清香爽口，别具风

味。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尽情品尝

粽子的香甜，沉浸在粽香之中。

父亲一边吃粽子，一边给我们

讲包粽子的由来，讲屈原的故事。

我每次都是全神贯注地听，有时听

着听着就忘了吃粽子。粽子耐饥、

解馋，一个“包”与一个“裹”字，不仅

浓缩了食品的精华，还省去了许多

的人工麻烦。

有祖母在，小屋餐桌上的粽子就

在，深藏在粽叶下的慈祥就在。如

今，祖母已离开我们多年，我无比怀

念那段“粽叶包裹的岁月”。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遵义市文化小学）

乡愁塘湖
□黎育林

吟游

我的
画廊

“我的画廊”栏目长期征集
一线教师原创书法 、绘画类作
品，请自选 10 幅作品，将作品拍
照后发送至投稿邮箱。发送作
品的同时，请注明作者姓名、地
址、工作单位、个人简介、联系方
式等资料。

拍照要求：拍摄清晰，无阴影
和明显褶皱，可对作品进行电脑
修图调色，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
框等修饰。

邮箱：2606193792@qq.com

征稿

《廊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 吴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