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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冈飞阁
□□ 曾传文曾传文

一山神韵天造
一阁望远云高
一城延绵多少武略文韬
宽广的胸襟涌动你的妖娆

一水深情浩淼
一江奔腾呼啸
一生携手把你揽入怀抱
甘甜的乳汁哺育你的骄傲

一诗声情并茂
一曲霄汉萦绕
一世惦记的都是你的微笑
无尽的情怀澎湃着你的心跳

在276年的大明王朝史上，嘉靖
年间是个值得记录的时代。

这个年号共计使用 45年，仅比
万历少3年，位列明朝史第二。这一
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对后世
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思想家王阳
明、李贽，军事奇才戚继光、俞大猷，
著名权臣张居正、严嵩，一代清官海
瑞，千古名医李时珍，戏剧大师汤显
祖……

在众多灿若星辰的历史人物中，
还有一位并不广为人知、却分量极重
的人物。

在东南沿海，他与戚继光联手
平定为害百姓数十年的倭寇之乱；

在北上戍边期间，他主持修筑
了延续至今的明长城，被称为八达
岭长城再造者；

在家乡宜黄，他让军中戏班教习
本地艺人成就“宜黄腔”，在汤显祖的
戏曲作品《牡丹亭》中大放异彩。

他，就是谭纶，字子理，嘉靖进
士。

一
腊月临，年味近。
京城街头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对

联年画琳琅满目的店铺。若是走到
昌平、延庆等地，还能发现一个器宇
轩昂、手执火药器械的武将门神形
象，这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的守
护神，就是谭纶。

谭纶走上神坛，应该与两段历
史往事有关。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发生
了一件令朝廷汗颜的战事。百余倭
寇从浙江绍兴上虞登陆，沿着徽州
府（今安徽）歙县、泾县、芜湖等地进
犯，与驻地官兵交战，均胜多负少。
就是这支百余人的队伍，横扫今日
浙、皖、苏三省，在剩下53人的时候，
竟然还攻打南京城。最终明军调集
数千大军，几番血战，付出极大伤亡
后，才将其全歼。

对于这一仗，史书有着较为详
细的记载。《明史•日本传》中提及：

“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
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
十余日始灭。”

当时的谭纶，正在南京兵部任
职，对于这段经历必然刻骨铭心。
幸运的是，他很快等来了亲手雪耻
的机会。

时年七月，戚继光从山东登州
调任浙江都司佥书，负责军事。八
月，谭纶调任浙江台州知府。自此，

“谭戚”合体，屡遭倭寇蹂躏的东南
沿海，迎来转折。此后 5年，因战绩
出众多次获升迁的谭纶联合戚继
光、俞大猷持续痛击倭寇，捷报频
频，浙江倭患宣告平息。《明史•谭
纶传》记录：“纶终始兵事垂三十年，
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

荡倭记让谭纶一战成名，修长
城则迎来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

隆庆元年（1567 年），谭纶调回
兵部，任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
蓟、辽、保定军务。次年，戚继光调
来，任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
诸处。这对亲密战友再度合体，开
启了为期3年的长城升级工程，从山
海关到居庸关，3000 座兼具防御和
屯兵功能的跨墙楼台傲然矗立。

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长
城雄姿。

2006 年 8 月，八达岭长城南十
楼的修缮过程中，意外地在城墙下
发现了一块明隆庆三年的题名碑，
其上清晰地刊刻了17位修筑长城的
明代官员姓名，其中列第一位的便
是：宜黄潭纶。

二
在宜黄凤冈镇王家场巷口，立

有一座气势恢宏、结构精致的石牌
坊。牌坊由全石榫卯，高约10余米，
宽 8米，正面六柱三门，两侧呈三角
形鼎足。三层额枋，均以浮雕及透
雕龙凤云纹图案和戏曲人物镶嵌。
额枋间嵌有石匾，横竖走向分别刻
有“恩荣”“大司马”“嘉靖甲辰进士
兵部尚书谭纶”等字样。

这 座 牌 坊 建 于 明 万 历 二 年
（1574 年），是家乡人依据明朝在位
时间最长的神宗皇帝“省郡各建文
武忠孝、威震华夷坊”旨意，兴建于
谭纶的家乡谭坊村。

冬日暖阳下，伫立石牌坊前，虽
然历经岁月沧桑，人物造型多有残

缺，依旧能够感受到谭大司马的荣
耀光芒，以及家乡人对其的敬仰之
情。

南征北战、战功赫赫的谭大司
马并没有忘记父老乡亲，他为家乡
留下的一笔文化财富，不仅在当时
让数以千计的艺人有了一门养生技
能，还成为传唱至今“临川四梦”中
的一抹亮色。

或许是受到临川文化的浸润，
武将谭纶精通音律，尤喜盛行江浙
一带的海盐腔。效力疆场之余，他
让随军征战演出的海盐唱腔戏班教
习家乡子弟，并将“弋阳腔”融入其
中，形成“宜黄腔”。

在谭纶辞世 20余年后，有一位
辞官返乡的临川才子，请来宜黄戏
班子排演自己创作的戏剧作品，一
剧成名天下闻，奠定一代戏剧大师
的江湖地位。

他叫汤显祖。
比谭纶小30岁的汤显祖对谭纶

一直敬佩有加。隆庆六年，谭纶升
任兵部尚书，汤显祖特意写了一首
诗《送谭尚书行边》，其中写道：相国
南来征竹箭，尚书北上拥雕戈。许
多年后，汤翁还在其戏曲理论名作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留下了
这样一段文字：“江以西弋阳，其节
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
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我宜黄谭
大司马闻而恶之。自喜得治兵于
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
声。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
者殆千余人。”

如果说谭纶把“海盐腔”引入赣
地，那么汤显祖对于宜黄班的培植，
使“海盐腔”在赣地乃至更为久远的
盛行，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两位故土相隔不过百里的文武乡
贤，以这样一种方式，成就了一段完美
的际遇。

三
万历五年（1577年），58 岁的谭

纶卒于京师，神宗御制下葬祭文，令
“饬终从厚，治葬有仪”，赠太子太
保。其灵枢运归宜黄，葬于今二都
镇玉泉山麓。

从谭坊驱车十余分钟，行至二
都镇帘前村地界，在公路旁边，能够
看到一处静谧而肃穆的所在，这就
是谭纶墓。整座墓园依山就势，前
对宜黄主要河流之一的黄水河。沿
着数百米长的祭道前行，穿过一座
牌坊，走上青石铺就的神道，两旁依
次有石虎、石羊、石马和文武石像，
雕刻精致传神。墓体位于半山腰位
置，居高远眺，山川田野村寨尽收眼
底。

从宜黄走出的谭司马，以战成
名，以功晋升，转战陕川、巡抚四省，
官至兵部尚书，最后的栖息地，依旧
回归了他笔下“斯城也与天地并悠
久可也”的故乡。

出墓园数百米处的白槎村，有
一个小小的家风家训馆，其间关于
谭纶的专门章节，功绩略述，重点着
墨的却是他的一封家书。在这封写
给弟弟的书信中，时任兵部尚书的
谭纶在一番情真意切后，列出了“十
七戒”：包括戒受人请托、戒信术士、
戒狂饮轻易论事、戒纵童仆出外生
事、戒奢侈、戒说人长短，等等。纵
观谭纶往来书信资料，这样对家人
的告诫屡屡可见：家庭有规矩，朝廷
有法度，绝不能打着自己的旗号在
外招摇，“不可多才丧志”，不可“以
吾名坏其风节”，应该“持身贵谨，待
人贵谦贵敬”。

当地流传着多个关于谭纶廉洁
清正为官为人的故事。两广总督任
内，有官员托人置办酒席宴请谭总督
以求升迁，谭纶得知目的后拂袖离
席；内亲黄仰虚家遭不幸，自念官微
和环境艰苦，多次写信希望谭尚书帮
忙调动岗位，或告老还乡。谭纶写了
一封 2000余字的书信婉拒，表达为
官靠的是才学和百姓的拥戴，而不是
拉关系走后门。黄仰虚听劝后重振
精神，“上报国恩，下尽臣职”，在江北
一带抗敌保民立下功勋。

随着年代久远，我们无法验证
故事的真实性，但可以从另一个历
史事实予以佐证。谭纶一生经历正
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朝堂党争
不断、内阁杀机四伏，这么险恶的政
治环境下，同期为官者，无论忠臣奸
臣、清官贪官,大多数结局黯然。唯
有谭纶，居然一生未受过任何处分，
并且以极高礼遇得以善终，无疑创
造了大明官场的一个奇迹。

其实，这奇迹并非无章可循。站
在那个小村庄的家风家训馆门前，眺
望谭纶墓园，五百年纷纷繁繁的历史
往事，仿若体验一回时空隧道的穿
越，耳畔分明传来一个铿锵有力的声
音：

我本谭纶。

我本谭纶我本谭纶我本谭纶
□□ 温温 凡凡

品读江西

一
建档立卡时，李彩艳家破旧的房子
终于不漏雨了
她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哭一次了

多年来，她下地种菜、施肥、卖菜、养殖
和同样患有言语残疾的丈夫
起早贪黑，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家

清贫中，站成一座山
苦难中，内心的河流一直在前行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
肢体四级残疾的老母亲
又患上了糖尿病
女儿到了上学年龄，希望和绝望
同时抵达，李彩艳只能把苦水往心里咽
把娇弱的身体挺成了顶梁柱

“‘菩萨’总在我们绝望的时刻出现”
脱贫攻坚的春风，让她当上了环卫工
春雨连绵中，李彩艳撑着雨伞
从湿漉漉的地面上
捡起大片大片的落叶
被捡起的，还有她因起早贪黑落下的胃病
被捡起的，还有帮扶干部的牵挂

李彩艳放心得下自己的身体
但却放不下自己的工作
她从地上捡起落叶，仿佛捡起自己的
生命，捡得越多，她便越踏实
便越能睡一个安稳觉

只有小学文化的李彩艳
用身体告诉女儿：要笑对生活
常怀感恩之心
用双手去创造自己的山河

二
在沿背的深秋，阳光穿过一扇扇门窗
唤醒了村庄，此刻山河浩荡，此刻人间美好

村民谢江华，早起，收拾，骑着摩托车
去田间采摘蔬菜，三年前摔伤的腿
被脸上的笑容遮住了
不能干体力活，就让自家的小板楼
改成乡村民宿，坐在家里享清福

在沿背村，像谢江华这样的村民
还有很多，他们卖土特产、入股大巴车产业
他们宣讲红色故事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活出了尊严

多年前，这里还是贫困村
偌大的村庄，空无一人
春风熬成了秋风，也不见温暖的到来

如今，春风又来，一座学院
拔地而起，这里没有食堂，吃在农家
这里也没有宿舍，住在农家
这里有最鲜活的基因
是红色的，就回到历史中
是绿色的，就回到田间

还有一些没有颜色，但只要你去触摸
就一定能够摸到他们的温度
就一定能够看到他们眼中的光芒
此刻，沿背村的阳光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照得村民的生活
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三
多年前，肖强梦想在北京描述蓝天
多年后，他在东江村邂逅了青山

能够想象的是，这里有多少人的祖辈父辈
攀爬过的山坡，这里有多少人
穷尽一生想离开。肖强来了，从北京而来
他走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石头
以及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他把这里的贫穷当做自己的贫穷

他在山水间游荡，扛起东江村脱贫的旗帜
他带领大家成立合作社、挖掘民俗文化
他一对一帮扶，扶智，治愚
把异乡当家乡，把东江当梦想
一点一滴，点缀出东江的美

肖强，这个从北京来的人
在东江寻找自己的山河
路上的碎石与荆棘
被他踩碎，他把自己置于山水间
把东江人幸福高高举起

再美的地方，也不只有诗和远方
如今，在东江村，你会发现
眼前所见，就是最好的山河
来了，便不愿再离开

四
吴检明，光辉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小时患病，脊柱变形，落下终身残疾
父亲早逝，母亲常年患病
生活一直在绝望的边缘挣扎

无一技之长的吴检明，南下广东
在养鸡场找了一份工作
工资还不够母亲的医药费

2014年，扶贫工作组进驻光辉村
吴检明被识别，贫困无疑，帮扶从此开启
母亲办了慢性病卡，医药费报销
吴检明开始有了积蓄，生活渐渐又有起色

2018年，吴检明辞职回乡
第一书记王赣萍和村委会协调
给他一间废弃厂房当家庭养殖场
吴检明开始做起了小老板
年底一算账，净赚两万元

2019年，吴检明又扩大规模
收入近十万。回到家乡的吴检明
带着母亲成功脱贫，嘴角乐开了花

五
夜如此黑，一张破旧的高木凳
也是黑的。夜如此黑，一双小脚丫的阔步前行
此时有着另一层深意

如此黑的夜里，一个小儿麻痹症的人
踟蹰前行，他叫胡生发，一岁患病
十岁想过自杀，摆地摊，修电器……

当夜黑到不能再黑的时候
便有光亮来造访，胡生发举一盏灯
把藏在深处的荆棘
照得通亮，把一条昏暗的深巷引向光明

第一次修好一台电视机
第一次拄着板凳，一步一步挪上去往远方的火车
第一次在村头搭设竹棚，做一个光明使者
…………

三里的路程，一张板凳终将抵达
九层的疼痛，那也不过是破茧成蝶的前奏
双手劈开落日
一半照亮此生的命运，一半牵住
一颗不屈的心。今天，胡生发还在继续走
举着灯盏，让微笑绽放成
春天最美的花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颓败的茶亭。它已经完
全垮塌了，屋顶片瓦未存，只剩一爿废墟豁然向着
天空敞开。垮塌下来的青砖和条石，每一块都爬
满了青苔与草藤。三面残存的墙体，泥土已经稀
松，朝着大地一寸一寸地矮下身去。

此地名唤枫垇里，位于瑞金与长汀交界的山
岭间。听说，它叫“上茶亭”，约莫建于明末年间，
曾经连接着从江西通往福建的古驿道。可以想
见，在安步当车的年月里，多少人曾以此为驿站，
安顿过周身的疲惫；多少人曾以此为地标，等待或
迎接过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亲朋好友。

在广袤的赣闽粤山区，驿站驿道，曾经遍布着
这样的茶亭。它们供行脚的路人遮风挡雨、歇脚
休憩，故又称凉亭、风雨亭。茶亭密集处，几乎每
隔几里路便可见一个。修建茶亭，可以是官府或
乡绅出资，也可以由村民集资。讲究些的，用青砖
条石砌就，雕梁画栋；粗糙点的，可以是土夯泥筑，
茅草遮檐。但无论如何，总有几张以资歇息的长
凳，总有一个将风雨烈日挡在外头的屋顶，炎夏天
也总有善心者烧好的茶水。过往行人多的地方，
还长年有卖米酒、卖小吃的等在那儿。那些跋山
涉水挑担行脚的人，那些贩货经商赶圩赴会的人，
那些翻山越岭走亲访友的人，总能在茶亭里获得
容留与安慰。试想，当一个人孤独无依地走在山
路上，骄阳似火，唇舌焦渴，得遇茶亭，是怎样一件
惊喜的事情；若遇倾盆大雨，奔进茶亭躲避下来，
望着茶亭外密集的雨帘，又是怎样一种欣慰的情
状；当然，若是囊中有几文小钱，于茶亭里沽一壶
客家的米酒，那更是一番酣畅了。

作为驿站的茶亭，与历史上用以观赏的亭子
显然不在一个类别上。诸如沧浪亭、醉翁亭、爱晚
亭等，那是风雅之人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的去处，它
们与穷苦百姓的生活不大沾边，只为点缀名山胜
水、四时风景。它们的名字在文人的吟咏下披上
了诗意的头巾，文化气息亦随着时日的增长愈沉
淀愈浓厚。如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便让一
个亭子名声大噪。而大余县的牡丹亭，则因了汤
显祖的戏剧《牡丹亭》名扬中外。如果说那些历史
名亭是阳春白雪，那么这些安顿在赣闽粤山区的
茶亭则是不折不扣的下里巴人了。

单看茶亭的名字就可发现端倪，如“普济亭”
“施恩亭”“积德亭”，它们拙朴如斯，甚至不需要经
过反复的推敲，张口便是一个，无外乎儒家“仁义
礼智信”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它们关乎着仁爱、
善良，关乎着烙印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宽厚。

一个平常而拙朴的茶亭，却成了父亲的救命
恩人。1980 年代，父亲是一名乡村电影院放映
员。为保证影片常新，他不得不每日骑自行车翻
越石罗岭换拷贝。一次骑行至急弯陡坡处，他发
现刹车片失灵了。人的重量加上拷贝的重量，形
成一股强大的惯性，向坡底俯冲而下。完全失去
控制的车子，随时有可能载着父亲撞车或者翻落
深渊。幸而陡坡边有一个茶亭，父亲情急中掉转
车头，朝茶亭撞去。疯狂的旋风在一座茶亭面前
静止下来，父亲伤痕累累，终归没有生命危险。事
后，父亲专门找到建茶亭的人，表示了郑重的谢
意。从那以后，茶亭在父亲的生命中多了一层别
样的意义。

全家搬进市区生活后，父亲回老家还要乘车
打那座茶亭边经过。茶亭旧了，裸露着土黄色的
沙墙，一副灰扑扑的样子。需要它的人已经不多，
它存在的意义或者只在于一种风尚的沿袭罢了。
我猜想，当父亲看到那座茶亭的时候，一定会想起
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定会触动一些慨叹，并
让他铭记一份福缘。后来，我发现茶亭文化的印
痕果真是深深地烙在了父亲身上。他乐善好施，
心怀悲悯，大半生里都热衷于修桥补路、捐资赈
济，为一筹莫展的村邻出谋划策。这些年，来自老
家麦菜岭的乡亲进城办事，或外出打工，总喜欢在
父亲的家里打个站。来了，吃顿便饭、住上一晚是
常有的事。父亲从未嫌过麻烦，总是热情相迎。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家，于麦菜岭，如何不是
一座伫立在城里的茶亭？

少年时期，我从麦菜岭出发，去往外婆家，总
要在石罗岭的茶亭里作短暂的停留，喝上一碗凉
茶。我记得，山顶的那幢旧屋里，曾经住着我远房
的姑婆。多年以前，她唯一的儿子去了台湾，从此
她便守着老屋和茶亭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山上。
她每日挑来山泉水，烧开，放上一些晒干的鱼腥
草，供过往路人饮用。这样的凉茶是不收钱的，路

人想喝多少碗就多少碗。姑婆活到八十多岁，算
是高寿。人们都说，她一辈子施茶，是行善积德修
来的寿年。她死后，就葬在屋旁的山上，依然日复
一日地望着那座茶亭。

现在，石罗岭上最后一家人也搬进城了。而
我们再也不用徒步穿越荒山野岭，再也不需要他
们施舍的凉茶了。茶亭离我们越来越远，那些用
脚力丈量大地的日子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一条
宽敞的公路环绕着石罗岭蜿蜒而下，一些中巴车、
小轿车、摩托车终日在公路上盘旋往复，载着来来
往往出出进进忙忙碌碌的人们，还有谁会停下脚
步，在山顶的茶亭上作一次悠闲的小憩呢？一箱
一箱的饮料、矿泉水走进了千家万户，连最偏远闭
塞的山里人家，也能拎着色彩鲜艳的橙汁或雪碧
回家，还有谁需要去茶亭里喝上一碗好心人施予
的水呢？

唯有被茶亭加持过的善念，还在人间一程一
程地传递着。

茶亭沉浮录
□□ 朝朝 颜颜

山河浩荡山河浩荡
（（组诗组诗））
□□ 赖咸院赖咸院

滕阁
听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