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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同廊桥游记
草长莺飞的二月， 阳光明媚
而不炙热。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
到慕名已久的惠同廊桥。 走在古
桥上，吟诵着清丽的桥联，感受着
此处特有的质朴民风， 听着80岁
的老翁用诙谐的乡音为我们讲述
惠同廊桥的渊源和故事， 远去了
都市的喧哗与热闹，心灵在这一刻
变得那样宁静而美好。
一条南北跨向的河流， 蜿蜒
曲折，让人不由想到了“小桥、流
水、人家”。它有一个诗一样的名
字——
—涓水河。 就在涓水河流经
沙田乡集镇地段， 有一座建于清
光绪年间的桥，叫惠同廊桥。惠同
廊桥原名会龙桥， 是长沙地区留
存下来的唯一的古廊桥，2006年
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惠
同廊桥始建于1835年，是当时宁
乡通往娄底、安化、涟源的重要主
道。桥面、桥墩、栏杆、廊柱均为巨
石砌成，廊房为木结构，亭内建有
长凳，可供行人休憩、喝茶。桥头
的石拱门及清末举人岳蔗题联都
保存完好， 桥西联曰“天开小画
图，双流涧口泉声，断岸悬虹围柳
树；客来好风景，一笠波心亭影，
淡烟飞翠点金瓯。”桥东联曰“一
般春梦无痕，名利走红尘，劝过客
喝些茶去；今日海疆多故，神仙到
黄石，看传书谁上圯来。”邑人岳衡
作《惠同桥碑记》，记曰：
“
余观斯桥，
长虹亘拱，如履康庄，凡四方出其
涂者皆曰便，惠一也；有亭以憩行
者，炎熵渴饮，开畅烦襟，惠二也；地
当冲要，门者居之，有司险守川泽，
修闾氏守里门之遗意， 宵小知警，
行路无虞，惠三也；桥以上平畴开
旷，居氓错杂，至此而山川之气翕
然完固，一方关键，莫要于此，惠四
也。遂易会龙之名而额曰惠同。”妙
笔生花，写景是画龙点睛，抒情则
妙语连珠，情景交融，更使古桥的
风光蕴含无限的情趣。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的
1914年。有一天，一个穿着长衫
的大高个子从韶山冲出发， 步行
数日来到这里， 在杓子冲被他称
为“何胡子”的人家里做客。“何胡
子” 设酒杀鸡招待这位远道来的
名叫“润之”的学友。两人漫步来
到廊桥的亭子间，一边赏景，一边
促膝长谈， 在历史长河中溅起一
朵美丽的浪花。
1927年，中共一大代表何叔
衡长兄何玉书倡修茶亭于其上，
故后也称惠同茶亭， 今定名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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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如水的韵味，似酒的醇香

廊桥。然怎奈岁月如流水，风霜如
剑，惠同廊桥的桥身已倾、桥体已
斑、廊亭已损，胜迹亟待维护，文
化 需 待 弘 扬 。2005 年 惠 同 桥 重
修，副省长杨泰波题写桥名，长沙
市委副书记余合泉为之作 《重修
惠同桥记》。
为我们讲述廊桥故事的老翁
感叹，当时父老乡亲心同一议，当
地政府申请、得市县支援、各方人
士襄助，更有村民协力，依桥旧貌
重修，以继前贤，以利桑梓，以惠
同胞，才有了现在的惠同廊桥。
听过了故事， 我们仿佛看到
古时 那些 文人 才 子坐 在廊 桥 茶
亭，凭窗眺望，远方黛山隐约，流
水潺潺，村庄里桃红柳绿，田野中
麦青花黄，尽收眼底。亭内茶香正
浓，或举杯作赋，或三五闲谈，或
看古戏、评时事，或静心喝茶，好
一幅悠闲自在的生活。 听着涓水
河潺潺地流动， 似乎是在讲述这
座桥和这个村庄的百年历史，一
页一页翻动， 缥缥缈缈已是远去
的风景。 但这沉淀在岁月深处的
繁华， 却已成为廊桥历史书页中
永远抹不去的风景。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沙田历
朝历代秀才举人不计其数。 何叔
衡作为一名清末秀才， 经过艰难
的“炼狱”，终于走出“旧学”，走上
救国救民之路，成为中共“一大”
代表， 于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
壮烈牺牲，“为苏维埃流下最后一
滴血”，其故居杓子冲列为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民司法制度
的奠基人、 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
院院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
故居兰馥冲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3年起开始对外接待
参观游客。 和前两位历史名人先
后就读于同一所私塾学校的还有
姜梦周、王凌波两位革命烈士，早
在革命期间他们就是名播三湘的
“宁乡四髯”。
山川凝浩气， 物华启人文。充
满灵性的山水和历史厚重的人文
环境， 把沙田装点得如诗如画，也
让惠同廊桥更添一种湖湘气质，依
然那样宁静、温柔地环绕着她怀抱
里的山村。任时光荏苒，带不走绰
约的风姿、悠悠的情怀；河水叮咚，
流过千年岁月，留下千古传说。
傍晚的霞晖中，我和同学们相
携离开廊桥，三步回头一望，蓦然
想起一句宋词：沉醉不知归路……
■文/谢楚钢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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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着迷于汪曾祺
的文字。 先是一本类似于游记随
笔的《旅食集》，之后又读了他的
小说。于我而言，读书分两种，一
种是得腾出一大段时间来，把书
端放在书桌上，正襟危坐，屏息
凝神；一种是随手翻阅，从哪里
都可以开始阅读，到哪里都可以
停止。汪曾祺的书，无疑是后者，
常常勾搭着我那飘忽的心。
读他的书越多， 越分不清
其小说与散文的区别。 他的文
章中， 字里行间有一种水的韵
味，散漫，自然，还有传统与岁
月交融时似茶似酒的醇香。一
个人的质地， 往往可以从他的
言谈举止中体现； 对于一个用
真心对待文字的写作者， 他作
为独立思考的人的特质和灵魂
便与笔下的世界融为一体。汪
曾祺，是特立独行的，给中国当
代文字注入了属于他的清泉。
他自由散漫的性格， 更决定了
他的小说基调。
他早年的作品， 想必是受
了不少西方文学的影响。 最早
的一篇《复仇》，那几页纸 勾 勒
的深夜寺庙的轮廓很深刻地印
在我的记忆里。 开头一句话我
最喜欢，“一罐茶，半支素烛，主
人的深情。”早年的汪曾祺像个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爸爸、
妈妈和奶奶都非常爱我、 疼我。
生活在这样安逸的环境中，我不
曾刻意想过要叛逆，我只想做个
乖孩子。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很
想叛逆一次。
记得刚上幼儿园时， 旁边有
个小博士培训学校和一个玩具
店。有一次幼儿园放学后，我到玩
具店玩， 被那些变来变去的变形
金刚迷住了。 正巧这时爸爸来接
我， 他一眼就看见了小博士培训
学校，跑进去看里面培训什么，出
来之后就一定让我到小博士去学
习书法、数学什么的，见我玩变形
金刚玩得起劲， 就对我说：
“
这变
形金刚玩得再好也没用。 如果认
真地在‘小博士’学习，将来一定
有出息。” 我懵懂地点了点头，真
的去小博士学习去了。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
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
助（一千万起），轻松解决您
的资金困难， 手续简单快
捷。 百余人的专业团队，为
阁下的项目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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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雪影啤酒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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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即手机号：13319548488
招商网址 http://www.hebpj.com

土建承包找合伙人
详情致电 18374875188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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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源、牧
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 万起
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金。
详询：028-66000068

额 资 金
深发投资 大
寻优质项目

咨
询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简单、利率低，放款快。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400-9055-888

★企业、个人均可，区域不限。
★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矿产、
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在建工程、
IT 项目、酒店、制造、贸易服务等。

■文/卢灵舢

一定发

么办？”我看了很久的书，我刚想
休息一下，他看见了，又叫起来：
“你怎么不学习啊！”我说：“我刚
学习了很久，现在想休息一会。”
他说：“你看你才看了多久的书！
就知道玩，以后怎么得了！”我小
声嘟囔着说：“就知道搞学习、搞
学习，有什么味啊！”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像变形金刚一样的人
对我说：“前面的路很坎坷，你要
认真对待。”停了停，他又说：“不
要做任人摆布的玩偶，要做自由
的小鸟。”
早晨起来，看着阳光照在树
枝上，空气十分新鲜，我张开双
臂，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想怎样
才能做自由的小鸟呢！ 是的，我
真想叛逆一次！
■文/陈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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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各大小企业提供资金帮助，轻
松为您解决资金困难。 全国直投
财富热线：028-83358035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1 万配资 10 万。 13397513388

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放款
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 心 1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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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文远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16611101，声明作废。

空调厨具桌椅
废电线电机等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 ， 自 营 生 意 多 年 收 入 稳 定 ，
诚觅体 健 重 情 男 为 夫 ， 其 它 不 限 ，
有孩视亲生 13410598849 本人亲谈

遗失声明
长沙好韵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 登 记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000
84712，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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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三叶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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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厂家普通扑克分析仪，感
诺承投资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小学三年级时，爸爸刚买了
辆新车，天天开着车叫我和他一
起去爬山。 因为那时作业少，我
还有时间可以爬山。一次，我问
他：“为什么要我天天去爬山？”
老爸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
我又问：“必须天天去吗？” 他不
耐烦地说：“是的！”从那以后，我
便老是要去爬山， 因为这样，我
也远离了一些朋友。
小学五年级时，我成绩一般，
爸爸却一心望子成龙， 给我报了
一个又一个培训班，我不想去，他
非逼着我去。 我每个星期要上三
个培训班， 培训班的内容我又不
怎么喜欢，实在让我烦恼！
而现在，老爸居然更加强硬
了。过年期间，他天天喊我搞学
习，我想玩一下，他就说：“你成
绩这么差，不好好学习，以后怎

世纪创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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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促销

显现自己，让主人公们顶着圣人
的帽子用哲理说教；他把文字交
付给营造的一种意境，用艺术的
手法去浸染它们。 读他的小说，
便总能感受到一种悠然、 散漫、
自由的味道， 那种意味与风格，
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正如那
一篇最有名的《受戒》。明海与英
子，那纯净的男孩女孩之间的感
情， 就着那闲闲散散的背景叙
述， 从芦花荡中撑着的小船中，
给我一种萦绕徘徊在心间的韵
味之美。这样的小说似乎没有什
么结构可言，通篇都好似在聊天
似的， 自然而然构筑了那个情
境。但也可见，汪曾祺在语言上
下了很大工夫，平实、简洁，极形
象、极韵味。英子撑船接明海回
家时两人的对话，那简单而又可
爱的示爱，带有乡村纯朴干净的
气息，全由汪曾祺那寥寥几笔的
语言描写生动刻画出来，堪称文
学创作中的典范。
只有他那散漫自由的性格，
才写得出这样拥有独特风味的
小说。读书随性，写作随缘，放笔
为文，也许就是他那种意境吸引
着我，让我去读、去品，那种似水
似茶似酒的醇香文字。

我也想叛逆一次

成长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画家，善于勾勒，善于把一幕幕
图画用相应的色调洒在纸上，那
意识流、 象征和诗化的综合手法
则是他留下画作的映像。 这种手
法给我一种熟悉感， 因我曾醉心
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意识
流世界，像汪曾祺一样，我曾模仿
它写了不少风格不成熟的作品。
之后，汪曾祺的小说沉寂了
许久。“文革”时期，他被江青钦
点为样板戏的创作者。 上世纪80
年代，一篇《受戒》引起轰动，成为
他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更
是他整个创作观与手法、风格的
转折点。 汪曾祺为人所称道，并
为世人所记住的小说特点，全在
这一时期，也是他作品最丰富的
时期。 我也更喜欢他这一时期的
小说。这样的小说风格，才更贴近
他的性格与心性本质。
这些“散文化”的短篇，很多
取自他的生活、 他童年的记忆、
他的故乡印象、 他对传统的迷
恋。他的小说总是：那些沉静美
丽的乡村背景， 那些从未听闻
的民俗民风， 那生活在传统中
的各式各样的人们……作者把
自己隐藏起来， 藏在那些如流
水般行进的情节之后， 那些韵
味余长的语言之后， 那些精练
短小的对话之后。他从不刻意地

应筒子，飞针麻将！ 批发各类
牌具！ 传授各种牌技 车站中
路 277 号门面 1877311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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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德胜医疗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湘 AND756 商业险保单，流水
号 141008580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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