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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渠流淌、街巷生烟、市井悲喜……是宋代长

沙城流年寻常。距今 700 多年前南宋危亡之秋，长沙

发生的那一场据城死战，满城悲歌，凸现壮烈的长

沙风骨，鬼神泣然。

2011 年，在万达广场潮宗街，一段长 120 米、高

3 米的大型夯土墙体露出。墙体两侧加包青砖，底部

宽约 6.2 米，顶部宽约 3.8 米至 5.7 米。2012 年，在坡

子街南侧发现垒砌较规整的一线麻石堆积及青砖

铺砌堆积，专家判断与潮宗街大型夯土墙体属于一

线。这就是珍贵的南宋古城墙遗址，这段城墙后世

反复叠压重筑，延续至明清。

南宋古城墙青砖上存有模印的“忠义军”铭文。“忠

义军”是两宋之际各地抗金武装使用的称号。南宋词人

辛弃疾就是一位“忠义军”首领，他在潭州创建“飞虎

军”，试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古城墙

遗址以北不远处的营盘路，相传就是辛弃疾练兵之地。

惜辛弃疾英年而逝，壮志未酬。但一座古城的

英雄气愈发壮怀深沉……

公元 1275 年 9 月，元军兵临长沙，悲壮的守城

之战就在长沙南宋古城墙遗址打响。知州李芾与岳

麓书院山长尹谷率军民坚守 3 个多月，苦苦支撑。矢

尽，废箭磨光，配上羽毛；粮尽，捕雀捉鼠……彼时，

朝廷自顾不暇，长沙城，注定等不来援军。

除夕夜，尹谷听闻元军登城，积薪闭户，举家自

焚。李芾闻讯赶来，以酒祭奠，“务实真男子也，先我

就义矣！”当晚，李芾手书“尽忠”为令，在熊湘阁召

来部将沈忠，命令沈忠将他全家老少一一处死。沈

忠含泪应允，取酒让李芾家属喝醉，“乃刃之”。随

后，李芾自刎。沈忠放火焚烧熊湘阁，回家杀了自己

的妻子，然后纵身火海。

消息传出，举城悲恸，军民杀身殉国者甚众，

岳麓书院师生大多自杀殉国。长沙市民在城破后

誓死不为俘，“多举家自尽，城

无 虚 井 ，缆 林 木 者 ，累 累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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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登

住在布局精致的庭院里，享用着“土冰箱”保鲜的瓜

果蔬菜，是不是宋代长沙城富贵人家炎夏消暑的标配？

最近，在长沙贾谊故居南侧朝阳巷工地，发现了目前长沙城区最早的宋代庭院式建筑基址。奇

怪的是，其中还遗留了 20 来个直径约 20 厘米的麻石球。

3 月 16 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何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麻石球很可能是南宋

末年元军攻打长沙城时所用的攻城炮弹。”居家庭院何来攻城武器？虽说宋代长沙人有点“潮”，这还

真不是他们“潮玩”炫酷。

何佳细数城内发现的宋代建筑遗址。宋代，长沙城垣扩张、烟火万千的繁庶和兵戈戮血、据城死

战的悲壮，眼前宛若呈现一幅大宋年代长沙“潮”图……

根据《2020 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划分中国

城市新格局，长沙以 554.64 万城区人口，跻身 14 个

特大城市行列。

宋代长沙更“潮”，全国 6 个“特大”城市，长沙就

是其一。北宋地理名著《元丰九域志》列举宋代 20 万

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6 处，潭州（长沙）居其中。

据记载，长沙古城垣始建于战国，历经扩张，宋

代最终定型，范围南至城南路、北至湘春路、东接芙

蓉路、西临湘江。元明清三代未有大规模扩城，基本

沿袭宋代格局。

人口多了，家家打井，或者挑水喝，不是长久之

计。宋代“潮人千千万，办法总比困难多”，当时长沙

官府动建了大型地下涵渠，从湘江取水，“西水东

调”。于是有了今天的南宋涵渠遗址。

南宋地下涵渠是在长沙城中心多处发现的宋

代建筑遗址。专家称之“规模庞大、结构严密、独具

匠心”，是宋代长沙城走向繁荣的一大标志。

2004 年在坡子街地下 4 米深处，发掘出一处长

38 米的南宋大型木构涵渠遗址，东西走向，距湘江

约 450 米，并向湘江边延伸。涵渠遗址中，由 3 块厚

木板（底板和两块侧板）搭榫扣合成一组形似“屋

脊”的三角形木构件；木构件一组组并列相接，在地

下拼连成长长的“屋脊”状木构建筑。长长的“屋脊”

再与深 0.65 米、宽 2.1 米的木构沟槽相接，构成“丁”

字形，沟槽内有多道闸门。

此类涵渠是精心设计的。2010 年在五一广场东

北面南阳街也发现 13 米长的三角形木结构涵渠，东

北至西南走向，由底板和两侧侧板扣合而成；2014

年又在五一广场东北侧发现一段长 10 余米的木构

涵渠。这里距坡子街木构涵渠直线距离约 750 米，用

材、形状和制作工艺相同。专家判断，这 3 处涵渠应

该连成一体，属于同一体系。

“这些木构涵渠相当于现代‘自来水’设施，从

湘江引水，输往当时的官府和居民区。”何佳推测，

现在以五一广场为中心的周边地下，分布着连成一

片的网状供排水系统，由当时官府规划布局、系统

建造。

宋代长沙突破传统封闭的里坊制，原属于汉唐

百姓里坊的坡子街，出现南宋高规格的大型官修涵

渠，这是古代长沙地下城建文明之缩影。直到清代，

兴修了“八大御沟”（多为砖石砌成的暗沟），长沙城

排水体系更为完整。

遥想宋代长沙城，地下纵横蜿蜒的涵渠，源源

不断输入湘江水，滋养闾里万户，满城生气。

宋代长沙城，瓦肆、草市、酒肆、茶坊、祠宇、园

池竞相而起，形成了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一时烟

火繁华。

何佳介绍：“长沙城垣及居民点在宋代大规模

扩张，一改以往历代零散分居，形成了街巷连片景

象，房屋鳞次栉比。”北宋诗人张祁《渡湘江》诗云

“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

都”，描绘了人烟繁盛，可谓当时妥妥的“新一线”城

市。

这在宋代建筑遗址中也有生动体现。2022 年，

在贾谊故居南侧朝阳巷发现的南宋天井院落基址，

院落规模宏大、建造精美考究。专家推测，是南宋时

期五品或相当品级官员或富商的生活宅院，以享嬉

乐宴欢、骄逸生活之所。

市井多欢娱，悲悯也无常。在湘江路万达广场

古井中发现的一尊石质宋代经幢，记载了 1000 年多

前长沙城一桩伤心事：一名幼童失足淹死于水井，

悲伤的父亲张四郎特别置办刻有《陀罗尼经》的经

幢置于水井中，超度儿子亡魂。

见过宋代长沙市民消暑所用的“土冰箱”吗？

2011 年在长沙东牌楼宋代街坊遗址发现一座砖砌

方形坑，坑底放置一个陶缸，据推测，坑底有井水涌

出，陶缸可能是宋代长沙百姓保鲜储藏食物之用。

虽是“土法上马”的“宋代造”产品，今人也不能不被

宋代长沙人的“潮”生活所倾倒。

“前店铺后居所”，并非现代人的发明，早在宋

代，长沙的商人就这样做了。

东牌楼宋代街坊遗址是长沙古城“主城区”，可

谓寸土寸金的“长沙街市”。遗址中街道长 47.5米、宽

3.3米，由东北走西南，路面铺设青砖；街道两侧以青

砖叠砌约 40 厘米宽的排水沟；砖木结构的居所商肆

面街而建，屋内铺青砖，还有陶质的“下水管”与街道

两侧排水沟相通。专家从这里密集的房屋基址考证，

当时街市风情不逊于现代城市风貌，逛街买卖烟火

气之盛，堪称宋代长沙城的“网红打卡地”。

何佳告诉记者，2019 年在黄兴北路和营盘路交

会处东北角、体育馆路与芙蓉中路交会处东南角，

同样发现中间街道、沿街居所商肆的宋代“街市”。

体育馆路这处“街市”西侧靠芙蓉路一线为宋代长

沙城东北角护城河位置，发现一处便桥遗址，也是

今天这里叫“便河边”的由来。“推测长沙古城墙延

伸至此，有个东门通往城外，密集的房屋基址和堆

积的罐、碗、碟、铜钱等，印证了街巷繁华。”

叮叮当当打铁的、路上推车的、挑担叫卖的，居

住的人家、做生意的商铺，人来人往的便桥、车马扬

尘的道路……宋代长沙“东城门商圈”，好不热闹。

宋代长沙城就有了“自来水”大型木构涵渠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如兰 通讯员 吴巍伟 姚广

穿戴潜水服、潜水镜，绑上安全绳，背好氧气瓶……

27 年来，华容县防汛潜水抢险突击队队员徐庆九奔走

江河湖堤，累计里程上万公里，“问诊”病险涵闸、封堵闸

门千余次，与洪水生死搏斗，守护美丽家园，获评敬业奉

献类“中国好人”。

深水垒沙墙，抢搭压渗台

“头顶长江水，脚踩洞庭波”，位于洞庭湖腹地的华

容县，水网密布，境内有 325 公里一线防洪大堤、260 余

个穿堤建筑物。防汛抗洪任务重、压力大。

1996 年，徐庆九主动请缨，与 3 人组成突击队，下水

成功处理 10 余米深的涵闸漏水，从此成为防汛潜水抢

险突击队队员。

1998 年，长江暴发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华容县团洲

乡连江靠湖，受洪峰侵扰严重，连接洞庭湖的团福闸出

现重大险情，水位急速上升。如果溃决，垸内所有耕地和

房屋将毁于一旦。

危难之际，徐庆九带领 3 名潜水队员，穿戴 50 多公

斤重的潜水设备，潜到洪峰之下水深 7 米、纵深 40 多米

的箱涵处险。

他们发现，箱涵伸缩缝内正不断翻沙鼓水，情况万

分紧急，必须用砂石袋在水下搭建压渗平台。来不及思

考，徐庆九果断决定提砂入水，抢搭压渗台。

队员频繁浮出、潜入，每人每次只能提 2 袋砂石入

水。13 个小时后，他们在箱涵里垒起一个高 1 米、长 3

米、宽 3.5 米的压渗平台，成功控制险情。此后每隔两天，

徐庆九都要潜水观察险情变化。

连续 20 多天，他们奔走在全县抗洪救灾第一线，吃

住都在赶往出险地的卡车上。

一次在东山镇砖桥大闸水下处险时，徐庆九被突如其

来的巨大水吸力吸附在水下 13米深处的闸门上，动弹不

得。队友拼尽全力也无法将他拉开，救援绳更是无法拽动。

徐庆九凭借多年工作经验，请队友运来棉絮，在水

下一点一点将棉絮塞入闸门缝隙。经历漫长的生死 40

多分钟，徐庆九才艰难地从死亡线上逃出。但仅仅休息

10 多分钟，他又再次下水作业。

2017年防汛期间，徐庆九牵头组成防汛“蛙人”潜水抢

险突击队，连续20多天往返注滋口、团洲等6个重点乡镇河

堤，摸排病险涵闸、穿堤建筑物50余座，排除大小险情70余

处，为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准确提供第一手可靠资料。

堵缝封闸门，水底斗洪魔

2020 年入汛后，多轮较大范围强降雨来袭，华容县

境内河湖水位持续上涨。徐庆九与队友收到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指令，7 月 27 日赶往万庾镇华容河堤永丰闸作

业。

这是一个约 1 平方米大小、在水下深约 6 米的闸

门，徐庆九到达闸门位置时，水里一片浑浊，只能靠手

感知。

“闸门上有个缝隙。”2 分钟后，徐庆九从水底钻出

来比划着，戴在他右手上的白手套已被缝隙吸了进去，

“当闸门止水橡皮和混凝土之间形成缝隙时便会漏水，

河水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缝隙有很大的吸附力。涵闸旁泥

土一旦流空，大堤将有溃坝风险。”

摸清水底结构后，他和队友带着棉絮潜入水中，一

人负责一侧，封堵闸门缝隙。

封堵作业完成后，来不及休整，他们又火速赶往 50

多公里外的团洲乡藕池河堤南团电排闸。

这个闸口比永丰闸面积大了好几倍。队友负责封

堵，徐庆九一次又一次进出水面运送棉絮。半个小时后，

整整用去 12 床棉絮，才完成封堵。

“有时一天要封七八个闸门，行程达 400 多公里。”

徐庆九说，“因为在水下高强度作业，长时间用嘴呼吸，

吃饭时腮帮子都麻木，有时吞咽不下一口饭。”

“内河水下环境与海洋潜水完全是两个世界。”徐庆

九解释道，海洋水清，下水可以看清水下世界；而在内

河，“蛙人”负重下潜，因河水浑浊会失去方向感，全靠岸

上人员用供气管和信号绳传递信息。一旦发生危险，还

要设法自救。

1996 年 、1998 年 、2010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20

年……每个汛期，徐庆九都不缺席。他曾 2 个月内带队

潜水摸排涵闸 73 处，用掉 100 多个氧气瓶，落下听力受

损、关节疼痛等职业病。53 岁的他想趁身体还扛得住，

再干几年，只因身后是母亲河湖和美好家园。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李泓萱 虞娟

12 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字排开，灶火烧得正旺，锅

里金黄入味的鸭肉随着锅铲上下翻滚……3 月 16 日，在

雪峰山下洪江市大崇乡和平村“鸭当家”生产车间，42

岁的杨芳与几名工人正在炒鸭子。

洪江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吃炒鸭，杨芳也不例外。

1981 年出生的她，是村民眼中的“炒鸭能手”，炒鸭子的

手艺是当地一绝。

结婚、带孩子，杨芳一开始也重复着大多数农村妇

女的生活。没想到在 2016 年 3 月与妹妹杨莉的一次电话

闲聊，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杨莉在电话里告诉杨芳，和她一起在外的工友，常

去网上买家乡熟食，回来热一下就可以吃。“姐，你炒的

鸭子那么好吃，也可以去网上卖。”听完妹妹的话，杨芳

心动了。

刚开始，杨芳连字都不会打，只能慢慢学。2016 年 7

月，她的网店终于开业了。

杨芳炒鸭，原材料都是选用当地放养 4 个月的谷子

鸭。她告诉记者，这种鸭子的肉是最好的，不腻不老，入

口清爽。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她们一直采用手工拔鸭毛。

同时，选用当地产的菜籽油炒，确保了鸭肉最好的口感。

“通过老乡介绍，我知道了杨妹的网店。她炒的鸭

子，吃起来是妥妥的‘洪江味道’。”在深圳定居了 20 多

年的洪江市人黄晓东说。

创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正当杨芳准备大干一场

时，迎来了当头一棒。由于不了解产品销售政策，她没有

给自己的炒鸭注册商标，被一些“职业打假人”举报是

“三无”产品。连续几次赔款，让她萌生了退意。

当地工商所的负责人了解到情况后，立即给杨芳找来

相关资料学习，并建议她创办公司，自创品牌，注册商标。

办公司，现实又狠狠地敲打了她。没有资金，该如何

建立生产车间。这时，村党支部书记杨宏桃帮她联系银

行贷款 30 万元，场地由村子提供。

2021 年，杨芳成功注册“鸭当家”品牌。2022 年，投

资 60 多万元的生产车间建成，她开始了二次创业。公司

的产品，也新增了扣肉、鸡蛋卷、腊肉、腊鱼、豆腐乳等当

地特产。

经过几年的打拼，“鸭当家”已在市场上成功站稳脚

跟。炒鸭的人手，也由最初的 1 人，增加到了现在的 6 人。

如今，公司年销售炒鸭近 2 万只，毛收入近 200 万元，同

时还带动了周边养殖业发展。

宋代长沙市民消暑用上“土冰箱”繁华“长沙街市”

家国危亡之秋守城之战“鬼神泣然”英雄古城墙

▲

长沙市坡子街南宋大型木构涵渠遗址。

本组照片均由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长沙开

福万达广场

工地南宋城

墙遗址。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问诊”暗流中 处险“主刀人”
——记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徐庆九

2017 年

7月 15日晚，

华容县石山

矶电排闸，潜

水员徐庆九

潜水作业后

浮出水面，准

备上岸（资料

图片）。

湖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80后”杨芳，洪江市和平村“炒鸭能手”。为了让“洪江味道”走出
大山，她做起电商卖炒鸭——

农妇卖炒鸭 年入两百万

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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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石立新 张棋铭 莫珊珊

3 月 17 日，“舌尖山水·古丈味道”民族特色美食文

化创新创业大赛，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德润

广场举行。12 支参赛队伍用刚抽芽的茶叶入菜，烹制出

12 桌春天的美味。

配菜、切菜、烧火、烹炒，参赛队伍的大厨们身穿土

家族、苗族特色服装，颠锅挥勺。在柴火与山茶油的双重

作用下，阳雀闹春、白茶香辣鹅、三道和茶宴、断龙山土

家大牛排等美食相继出锅。

12 桌菜全部辅之以茶叶进行烹饪，不仅色香味俱

全，还颇具当地特色。遍布全县的古丈毛尖、平坝镇对冲

村的稻田鱼、断龙山镇的黄牛……菜品全部取材于古丈

的茶山田埂。厨艺比拼现场，成了古丈各个村镇的特产

大秀场。

土家八大碗第一个出场推介，恭喜茶、八大肉、报

春酥、坛子肉等一一端上桌，即刻吸引全场目光。“我们

村处在国家地质公园景区——坐龙峡风景区内，借助

坐龙峡风景区的带动，村里发展了乡村游，村民办起了

民宿、农家乐，土家族人传承已久的土家八大碗也成了

乡村游的一大特色。村里还种植了近千亩的猕猴桃。”

红石林镇坐龙峡村村民王本宏穿着一身土家族服装卖

力推介着。随着一声“阿哥阿妹们上菜”，8 名身着苗族

服装的阿妹，把准备好的土家八大碗，端给现场市民和

游客。

“高望界烤全羊用的是在海拔 1100 多米处养的高

山羊，搭配有机绿茶制作而成，味美不腻。高望界不仅

有酉水风光葫芦坪、独具风情石门寨，还有土家族舍巴

节、苗族跳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来自高峰镇石

门寨村龙山媳妇杨琳琳，穿着一身土家族服饰热情推

介。

在阵阵喝彩声中，白茶香辣鹅、断龙山土家大牛排、

青竹山茶宴等，先后上桌。看、闻、尝，现场评委对菜品一

一品鉴，土家八大碗、青竹山茶宴、“鸿运当头”、高望界

烤全羊、平坝呆鲤宴、断龙山土家大牛排、三道和茶宴，

脱颖而出。

古丈是“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有

机茶之乡”，全县 20 万亩茶园 2022 年产茶叶近 1.2 万吨，

产值 14.32 亿元。古丈县积极借助茶叶产业搞茶旅融合，

2022 年全年共接待游客 400.4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1.18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2.67%和 19.90%。

春茶入菜香更浓
——“舌尖山水·古丈味道”民族特色美食文化创新创业大赛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