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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正月，林则徐升
任湖广总督，继续延续其一丝不苟的工作作
风。三月初四，经历近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
后，林终于到汉口赴任。但是林不是那种坐
在官府里办差的人，简单熟悉了湖广相关情
况后，林则徐便决定深入两湖民间体察民
情，这一出来便是好几个月。

当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值长江汛期，林
则徐第一站“由水路往勘襄河堤工”，“出文
昌门至皇华馆，中丞、学使、司、道、府、县、将
备等俱在此送行。”坐谈片刻，即登舟解缆过
江。这一路越走越深入两湖腹地。七月十
七日改陆路行往荆州，经再由荆州船行，经
监利、岳阳、长沙、衡山、衡阳，从长江转洞
庭，再溯湘江而上。八月十二日，复改陆路，
过祁阳、零陵、永州，中有反复，几经辗转，八
月十九日进入邵阳界内。

进入邵阳地域时，“宝庆音守、署邵阳县
张晴厓（运煦）（注：此处原书错误，应为迎
煦）、署宝庆协多顺俱来迎”。经今天邵阳县
的洞田铺村，洞田铺本来有一公馆可以安顿
下来，无奈“近已倾圮”，只好往北多行了十
五里，到更远的郦家坪，借宿一家低洼狭小
的民居里。当时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夜
雨较大”，林则徐一行人疲马乏，很快就在这
梅雨中沉沉睡去。

第二天，由于行程安排较为紧张，也顾
不得下雨，林则徐令随从早早起来赶路，当
时“天气近寒，身著重棉，且须戴领”，而且

“群山复叠，路皆小径”。就在这样的情况
下，林则徐一行经泉口铺、黄家亭、龙井湾一
线，过西林铺、廖家桥、杨霸山、唐家铺、潭江
铺，由长冲口终抵宝庆府城。当时刚刚雨后
初晴，“府、县、营员又来迎，武冈查署牧、代
理新化谭令亦来见”。当晚，林在当地贡院
里住下。

这应该是林则徐有生之年唯一一次在
宝庆府视察的经历。由于第二天大雨，林在
邵阳城内呆了两晚，但即便时间如此之短，
林则徐却依然公务繁忙，一边处理汉口方面
传来的公务，一边还抽空“阅视宝庆协武冈

营将备弁丁步箭”，晚上还不忘“复提问蓝逆
案内人证”，亲自处理相关案件。

二十二日，天气大晴，林则徐处理完督
署事务，即刻出城北门，我推测就是今天邵
阳的北塔一带。林的日记中记为“此河乃资
水、邵水合流，上通武冈、城步，下达安化、益
阳。”

过河后，林率随从便一路往西北，“七里
望城坡，又三里苦橘山，又十里长冲铺，又十
里石马港。有桥，桥下水势汹汹，谅由此邑
龙山发源者也。桥北人家颇盛。”林日记中
所说的石马港，是指今天的新邵县新田铺镇
石马江村。桥下之水指石马江，晋朝郦道元
在《水经注》中载为“高平水”。

过石马江村，“又三里文泉山”，地图搜
索，当地只有温泉山，估计是同一地。在邵
阳县县令张迎煦的陪同下，林在这里用过午
饭，“饭后又行，七里新田铺，又五里于家桥，
又五里白云铺，又十里巨口铺。借宿民居，
张令仍具膳。”

照现在的线路，从巨口铺到老新化境
内有两条路线可往，径直往北可到龙溪铺，
进而直达新化县城，而往西北则可通栗坪进
而至高平再往溆浦，不知为何，林则徐没有
选择去新化县城的路线。而是“向西北行”，

“五里马路桥，又七里草鞋铺”。按照道光年
间的县域划分，草鞋铺往东，包括巨口铺、白
云铺、新田铺等今新邵境内部分，均归邵阳
县管辖。而过了草鞋铺，便进入老新化境内
了。

在这里林则徐明显感觉地势有了变
化。“过岭即新化县界，此地形势险隘，立岭
上南望，能见数里，有一夫当关之概。”据照
史料的分野，草鞋铺一带也是古梅山地域的
边界，古梅山地域山高林密，多盆地，地势险
要，文化与外围截然不同，林当时深有感觉。

“又三里栗坪”，由于进入了新化境内，
这时接待的人改为了新化的代理县令谭泽
愷，这也符合规矩，谁的主场谁负责。再接
下来，林则徐就到了迎光乡最有代表性的景
致“顺水桥”。同治间《新化县志》记载，该桥

始建明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年，是一条借
势石马江畔的悬崖修筑的栈道，“左临深渊，
右旁峻板”，虽“长不及千尺”，但高也不过五
尺，官员乘轿到此，只能下轿，由轿夫将轿作
九十度躺倒打横才能穿过。林则徐到此也
没有能例外，也只能乖乖地下了轿子，为此
他在日记中专门记载顺水桥：“凿山为路，悬
崖突出，不能舁舆而过，步行里许，及复登
舆。”

再往前，林则徐专门提到在“车家桥”小
坐。车家桥一度传与“车翰林”车万育有关，
但至今无证据证实。林稍事休息之后，“又
五里盧氏茶亭”。

到了隆回县境内，眼前便是偌大的盆
地，豁然开朗。林则徐率随从“又五里观音
桥，又十里富义桥”，经今天的堂下洞里，过
富源，见人家颇多，很有感触。“又十里赵家
湾”（现名赵家垅），即今天隆回县高平镇红
沙塘一带，新化韩县令已经在此准备了午
饭，林则徐忙里偷闲，饭毕还专程去了旁边
的颜公庙参详了一番，竟也事无巨细地收入
日记中了。

饭后，由于西去又将进入邵阳地界，新
化县令便就此作别而去。林则徐继续西行，

“十里马王坳”，即今天隆回县037县道所经
的马鞍界。“过小岭，复入邵阳地界。又十里
鸟树下，借宿萧氏宅。”按当年的行政划分，
今天隆回的的鸟树下、金石桥等均由邵阳县
管辖。此处已经进入古梅山的腹地，由于山
路难行，林则徐颇感辛劳，轿夫与马匹都极
其疲乏。当天在日记中特别写道：“是日名
为七十五里，实有百余里长，山径逼狭，舆马
俱殆。”次日，林率随从经高水桥、匡家铺、烂
草田一线，宿当地关帝庙。“晡时雷雨颇大，
二鼓始歇，半夜又雨。”算是见识到了梅山梅
雨的威力。

八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冒雨启程，“甫里
许即上老鹰坡，亦谓之老油坡，入溆浦界。”
至此，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邵阳境内呆
了整七天，行程三百多里，留下了一路的佳
话。

●史海钩沉

林则徐的邵阳之行
周志懿

“淫雨霏霏，连月不开”，
憋在家里好久了，喜爱户外的
我，还是怜惜这难得的周末，
独自在这春寒料峭的阴雨里
去探寻那久违的仲春惊喜。

驱车来到高冠山脚下的
回水湾，我就开始了步行。天
上阴云低垂，虽没有“黑云压
城城欲摧”的险恶，然而一丝
丝的云雾在头顶盘绕或飘过，
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潮气，使
我本来侥幸着老天放晴的心
情，变得与这天气一般的阴
晦。但我还是希望有着李健
吾和丰子恺般的雨中“艳遇”，
信步流连于这云山雾海之中。

涧响鸟鸣间，一溪山泉从
山脚边潺潺而流，清澈见底却
不见春鱼的啜水。沿岸是一
片乱石岗，凹凸不平间也有着
宽窄不一的草地，都还是“草
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浅绿
而娇嫩的叶片，雾水浸润中如
同允吸了母乳后的丰满；山风
轻掠，雾水抖落，草叶又如同
少女般轻盈地舞蹈起来。

驻足山前翘首而望，细雨
轻扬，我正在踌躇着是前行还
是退缩的时候，那云缭雾绕的
半山腰间，几树绚烂的樱红深
深地吸引了我——这山名叫
雷打山，刀砍斧劈般陡峭的石
壁露出狰狞的面目，高不可攀
——那樱花正开在悬崖之上，
像初着春装的丽女，飘逸而别
致地伫立其间。时而悠然飘
过的白云，如同它拂来的一块
遮羞纱巾。飘云过后，那樱花
又如玉容含羞后的回眸一笑，
于几分羞涩中更显优雅静美，
令人心摇神驰间又给人以“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怜爱……

这细雨还不至于湿衫，我
不舍这户外的清新而随性沿
溪而行，途遇了一个家住高冠

山脚下的旧友：“蒋老师，你又
来游山玩水了？”一个“又”字，
我不知他是揶揄还是溢美，我
们都是熟悉的烟客，在吞云吐
雾中，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
密”：“高冠山狮子婆（山岭名）
的中间，有一条比崀山一线天
更长、更好看的巷子。”我听后
大吃一惊，这高冠山我从东西
南北四个方向都爬过，只知道
有落水岩、樱桃谷、老岩松、白
云顶、滴泉、石林、草地、瀑布
等景点，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
么一个好去处，于是连忙问
道：“在哪里？怎么走？你能
带我去吗？”旧友猛吸了一口
烟，“丝丝”有声中，那根香烟
燃掉了一大半——我心急如
火，他性慢如油，我知道他在
吊我的胃口，于是又递上一支
烟。他重新点燃后才慢吞吞
地说：“那地方太险恶，很少人
去，所以也就很少有人知道。
就从我家屋后爬五六里路就
到了。”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那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爬爬可以
么？”

“你怎么感谢我？”
“你说！”
他把手又伸进我的口袋

里，掏出了那包烟，拿出了两
支，然后把剩余的重新放进了
我的口袋：“好事逢双。这种
天气上不去，哪个周末天晴
了，你再打电话给我。”然后扬
长而去。

我凝望着烟雨迷蒙中的
高冠山，那百丈石壁在云罩雾
绕间更显神秘了！虽然我今
天不能去登临探幽，但喜悦着
来日的希望，于是，感觉这雨
雾中的山水，在我急切地盼望
中，也似乎变得清亮了起来。

●漫游湘西南

雨中踏春
蒋双捌

《古文观止》卷三有《叔
向贺贫》一文，说的是“韩宣
子忧贫，叔向贺贫”的故事。

宣子难以置身于卿大
夫之列，不足以供养宾客来
往之费，常常捉襟见肘，忧
心忡忡。叔向举例四个，阐
述贺贫之由。例一语曰：

“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
官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
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
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
国。”例二语曰：“及桓子，骄
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
志，假货居贿，宣及其难，而
赖武子之德以没其身。”例
三语曰：“及怀子改桓之行，
而修之德，可以免于难，而
离桓之罪，以亡于楚。”例四
语曰：“夫却昭子，其富半公
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

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
宗灭于绛。”叔向运用四例，
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贫、
富、德”的辩证关系，借以警
示世人。

“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是哲言，“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是古训。

日前，我参加一个朋友
乔迁的家宴，在他的厨房门
口，贴有一副对联：顿顿山
珍海味，超越古代皇上；餐
餐玉酒金樽，笑翻当今百
姓。思考良久，觉“笑翻”一
词含义丰富多彩，有告别贫
困的喜悦，有对幸福生活的
狂欢，有对安于现实的陶
醉。

欲壑难填，无欲则刚。
如是说来，叔向贺贫，并非
过时，值得深思，值得借鉴。

●六岭杂谈

叔向贺贫
黄良纯

近期，因辑修戴氏族谱，踏
访古演兵习武之营——螺丝寨、
望州山，其状其景其史，令老夫
感慨万端。

螺丝寨位于武冈市水浸坪
乡的大山村、邓家铺镇的双龙村
境内。其山势呈螺旋之状，非人
工不能成型；虽然七八百年过去
了，山上古战壕及防御工事之
状，依然历历在目；山下驻军屯
兵之地，诸多文物可考，实属罕
见。

武冈自汉文、景帝年间（公
元前179-141）置县以来，曾先
后封侯、立郡、设府、置州、建县、
改市，是湘桂门户，“三省通衢，
黔巫要地”，众人皆知。但宋元
以来，为保护武冈这座重城，明
法科进士、大理寺丞佐镇总兵戴
公千胜之子，武冈戴氏始祖远二
公之后裔，朝廷世袭都镇指挥戴
文聪，一等侯戴仕通，在武冈城
东南的南山寨，螺丝寨，望州山，
建营立寨，习武练兵，巡边戍安，

保城护国的历史，却鲜有人知。
宋元丰八年，戴千胜携四婆

九子，受宋神宗诏派，“代皇远
巡，行生杀之权”，从江西迁湘楚
南蛮之地镇乱，开新化置县城。

“三梅之乱”平定后，应朝廷要
求，千胜公将其九子派驻湘楚各
要地，开疆拓地，巩固朝廷地方
统治势力。其次子，朝廷巡察戴
远二被派驻武冈，在城南紫田、
燕窝里（今安乐乡），安营扎寨，
以南山寨为军事要地，巡察城
郊，保护武冈王城安居乐业。

后戴远二公由巡察擢升为
地方都指挥，其孙戴福虎为大将
军镇守南山寨。次孙戴福端受
命赴云贵川戍边，奋战疆场，为
国捐躯。元世祖元至十三年
（1276），置武冈为安抚司，次年
改为武冈路总管府，领武冈、绥
宁、新宁等地。为提升黔楚之地
巡安管控实力，宋元顺帝至正年
间，远二公之曾孙戴文聪受命，
由安乐燕窝里（今安乐乡境内）

迁龙江小龙江白茅岭（今邓家铺
麒麟村），在武冈州城东南的螺
丝寨，望州山“开基石川”，设立
军事基地，招兵买马，集训武士
将领。

在水浸坪乡大山、邓家铺镇
的双龙村境内，有东西两座大
山，地势险峻，环境幽静。东南
可俯长沙、邵阳、洞口、隆回、新
宁，扼守咽喉；西北可仰南山军
营，武冈州府，知黔贵之变故，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为了训练提
高将士攻防城池的能力，戴文聪
公把临石川东边高千百尺的尖
型大山，仿修为城堡，一层一层
设岗立哨，供将士演练。这座城
堡山，远远看去其形状如螺丝，
后来人们就叫她“螺丝寨”。
与“螺丝寨”遥遥相对的，高万丈
有余的大山，设为望峰台，及时
了解军营南山寨和武冈州城的
军事动态。后来就把这座大山
叫“望州山”。

在望州山东南山腰，有一天

生圆弧大石川，半径一丈有余，
远远望去像一弯彩虹挂在山腰，
山下是一马平川。四周望州山、
螺丝寨、扬旗岭的山下，48口龙
泉水从四面八方喷出。这里山
川秀丽，环境宜人。后来人们就
把这个地方叫做“川石冲”，文聪
公就是在这里“开基石川”，其家
属后裔起初就居住在这里，称老
屋戴家。

在“螺丝寨”营中，文聪公世
孙戴仕通，年轻气壮，文韬武略，
才能出众。明成祖永乐二十一
年（1423）十月，朱元璋第十八子
岷王朱楩从云南改封武冈州，在
武冈城建王邸。在此之前，云贵
川边乱不停，为了保护都梁侯
国，给朱楩执政扫清障碍，文聪
公七旬受命入黔，高龄挂帅，别
妻离子，“七载开辟贵州安南（晴
隆）、普安、东川，安定十郡八营，
镇守盘江（今贵州北盘江），在贵
州督历二十三载，楚黔两地为国
立功五十八载。因功赐授世袭
都镇指挥。”戴文聪公98岁，才
申请回归故里武冈，“于明洪武
二十八年乙亥（1395）由黔返楚，
命孙仕通承袭原职。”戴氏后裔
所袭武职，将才辈出，都曾在“螺
丝寨”“望州山”，受训砥砺，苦练
本领。

●昭陵史话

望州山，螺丝寨
戴开潮 戴香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