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年初，当我打开九江地区馆藏文
物数据库时，数以万件（套）的馆藏文物名
录跃然在我的眼前 。看到这些似曾相识
的“宝贝”，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因为，它们陪伴着我走过了近四十个春
秋。

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文物”对于今
天的人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的遥不可
及的东西了。盛世收 藏，已经成为当下
人们厚实自我、丰富生活的一种精神追
求。它是物质生活丰富后的必然表现，印
证了 先哲管子所说的“衣食足，而后知荣
辱”的朴素道理。

感谢九江日报《长江周刊》专门开辟
“国宝档案”这个栏目，并邀请我做栏目主
持。通过这个栏目介绍九江现有国宝的
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讲述国
宝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和曲折经历，
让读者领略九江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九江，这个位于赣北之地，长江南岸
的重镇，因其占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无论
是历史渊源还是文物 遗存，在江西都称
得上是“先行者”与“富有户”。从九江十
余家国有博物馆所收藏的各类文物看，
类 别较为齐全。时间跨度上溯新石器时
代，下至近现代。所藏的文物，既有国家
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的一 、二、三级珍贵
文物，又有堪称“国宝”级的重点文物，文
物的数量之多，分量之重，在江西都算得
上 是“文物大市”。

一件文物，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这
些文物既有各个时代中国文物的普遍性
特征，又有地域文物的 个性表现，是中国
历史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市博物馆收藏的东晋“东林寺
乞米”灰陶罐，它既有同时代中国灰陶工
艺制作的共性，同 时又有九江名刹“东林
寺”对这件器物用途的指向性，附着在器
物上的“东林寺乞米”铭文告诉我们，这
件千年前的历史文物，曾经是东林寺僧人
用来“化缘”与“施舍”的专门器具，它讲述
了一段 1700年 前僧俗之间往来对话的
往事。又如，已经被历史尘封了的传统照
明用的植物油“瓷灯”与近代兴起的以 矿
物煤油为燃料的近代“马灯”，表象的背后
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更能够折射出
东西方之间，农 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转型
的历史进程。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件
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历史与人文旧
事 ，在无声地讲述着它们的曾经与过
去。那些远逝的历史需要我们去寻找，去
叩问，还其本来的“真身”。这也许就是

“文物”的魅力所在吧！
考古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九江就

有先民活动的遗迹：修水的“山背古文化
遗址”，不仅发现了赣 北远古时期人类活
动的居住实例，还出土了大批生产工具和
生活用具。为我们厘清和研究赣北地区
历史文化源流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
料；1988年发现的瑞昌铜岭铜矿遗址告
诉我们，长江流域是中国古老矿山和铜冶
遗址的集结地。铜草花下深藏的宝藏为
商周青铜文明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铜的根基，也让九江成为朝廷的造
币厂，有了财富符号的象征意义。

随着西汉初年江西行政区划的设定，
豫章郡及其下辖的十八个县，奠定了江西
地区早期的行政雏形 ，拉开了江西城池

史的序幕。两千多年来，九江从柴桑、浔
阳、德化一路走来，因其扼守军事要冲之
地 ，其间又有过“湓口”、“半洲”的城池称
谓。自然造化，恩宠于斯，名山，名湖，名
江，名城相汇于 此，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舟
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邑，是兵家必
争的军事重镇，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无 法
绕开的地方。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九江总能够
在这川流不息的长河中，不时地激起几朵
耀眼的浪花。一件件 看似冰冷却饱含温
度的文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九江千百年来
的历史演进、重大事件、人文风情，无声胜
有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艰难与辉煌；从绵延
不断的文物遗存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远古
居民的劳作身影和生 活炊烟；青砖灰瓦，
纺轮网坠，铜镜石砚，油灯瓷盏，展现给我
们的是一幅千年发展的生活长卷。物质
文化遗产是一部不加修饰却很真实的历史
教科书，是乡愁永恒的生动记忆。

S拾遗

2019年1月6日 星期日
投稿邮箱：jjrbbld@163.com 责任编辑：曹纬程

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有特色
的人物，他在庐山住的别墅也很有特色。

张学良 1934年夏季来庐山，下榻“雷
格里尔”别墅。这栋别墅位于普林路上
端，建于 1921 年，面积为 239.4 平方米。
它的最早主人是雷格里尔——一个入了
美国籍的英国人。这栋别墅在庐山的别
墅群中可谓独树一帜，极有特色。

最有特色的是别墅门厅上的球型屋
顶，庐山的别墅中再也找不到同样的屋
顶。当你沿着普林路的石阶缓缓而上，远
远的，就看见万松翠绿之中，盛开着一朵
鲜红娇艳的莲花，美得让人眼睛一亮，美
得让人心旌摇曳。当你走近时才发现，这
鲜红娇艳的“莲花”原来是一栋别墅的部
分屋顶。你不能不佩服建筑者别出心裁
的设计：充分利用别墅的较高位置，采用
球型门厅屋顶，以刺激人们从远处上望的
视觉而产生急于走近别墅的欲望。

雷格里尔别墅 1930年换了新主人，
新主人是中国人，给别墅起了个名字：莲
花山房。看来这位新主人极有艺术修养，
深知此别墅在设计上的独特妙处。1934
年，这栋别墅为国民政府收购，用于高级
接待用房。

1934年 7月 21日，张学良上庐山，下
榻此处。他一走近别墅，就不禁连声称
赞。

然而，别墅虽好，却无法消除张学良
心中的烦躁和焦虑。

1931 年，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
总司令的张学良在蒋介石接连下达“不抵
抗”的命令之下，丢失了东三省，心情极为
沉痛。他命令东北军在山海关驻扎，随时
待命，打回东北。但蒋介石面对张学良一
次次含泪恳求，拒不理睬，1934年1月又
强行要他去武汉兼任鄂豫皖“剿匪”司令，
调动东北军南下“剿匪”。

“东三省的父老乡亲在日夜盼着子弟
兵入关，自己却要调东北军南下打中国
人，这是他妈的什么事儿！”张学良气得动
不动就摔东西骂人，加上武汉夏季又特别
燥热，心里都快要着火了。随从建议他去
庐山避避暑，并暗示在庐山可以很方便地
找到蒋介石。张学良这才上了庐山。

庐山的风的确很凉，张学良的心却凉
不下来。他一次次走进蒋介石官邸“美
庐”，看到的却是一派极为忙乱的景象，蒋
介石正在忙于指挥第五次围剿红军，根本
不理睬他要打回东北的请求。张学良失
望之极，国共之间仗越打越大，投入的兵
力越来越多，双方的伤亡越来越惨重，消
耗的国力、财力也越来越巨大。外寇都欺

负到头上来了，还干着这种亲者痛而仇者
快的事！

张学良常常佇立在别墅前，久久地凝
望着远方：滚滚的长江像一条绸带在天边
抖动，江畔纵横着良田万顷，幕阜山脉逶
迤在迷蒙的云雾之中。多么壮美的河山
啊！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在庐山放声
歌唱时，祖国是多么强盛，雄踞于世界的
前列；而今，山河依旧，国家却衰弱倾颓至
此，屡遭外寇欺凌！哪一个炎黄子孙能无
动于衷，何况是一个军人，一个手中握有
重兵的军人，却不能驰骋疆场，驱逐外寇，
为国雪恨，其情也何堪，其心也何安啊！

7月下旬的一天，参加庐山军官训练
团的63军军长冯占海等几名东北军高级
军官前来莲花山庄拜会张学良，张学良在
别墅设便宴招待他们。餐桌上备有好酒，
但张学良说：今天谁都不能喝酒，你们每
人带两瓶回去保存。什么时候，咱们东北
人能杀回老家，赶走日寇，诸位再拿出酒
来痛饮，一扫我们心中的愤恨。张学良说
着，不由热泪飞迸，军官们也个个热泪横
流。老部下离去时，张学良一直站在别墅
前，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热泪再
次盈上了他的眼眶。

1946年7月的一天，莲花山房前久久
地佇立着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他就
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
面对着 12年前经常出入的熟悉的别墅，
宋子文心中不由百感交集。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宋子文、
宋美龄冒着巨大风险飞抵西安，恳请张学

良释放蒋介石。宋氏兄妹与张学良相交
多年，甚为融洽，亲如家人。宋氏兄妹以
自己的人格和多年与张学良挚交的情义
保证，只要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决不
会让张学良受到任何制裁和磨难。张学
良在周恩来的斡旋以及蒋介石答应抗日
下，同意释放蒋介石，并要亲自送蒋介石
回南京。周恩来、杨虎城苦劝张学良不可
去南京，张学良笑着说有宋氏兄妹的担
保，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谁知张学良一到
南京，就被蒋介石扣押并交给军事审判庭
审判。宋子文、宋美龄大惊，连忙找蒋介
石交涉，要他承诺在西安作出的决不会追
究张杨的责任、决不会限制张杨人身自由
的保证，但此时的蒋介石又怎么会再听宋
氏兄妹的呢？当宋子文心情沉重地去探
望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张学良时，面对

“盟弟”责怪、怨悔的目光，宋子文羞愧难
言，无地自容。

12年过去了，重返庐山的宋子文面
对熟悉的莲花山房别墅，怎能不想到还在
贵州大山区里艰难度日的少帅，愧疚再次
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而他偏偏又被安排
入住张学良曾住过的别墅,这叫他如何能
心安。报应，真是报应啊！这种愧疚伴随
了宋子文的后半生……

莲花山房至今还是那么端庄典雅，近
百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给它留下太多的
痕迹。也许，知道它与张学良有关联的人
越来越少，但美丽超群的莲花山庄应该不
会忘记：1934年，一个中国军人佇立在别
墅前，热泪盈眶地怅望远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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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名人与庐山的一栋别墅
■ 贺 伟

■ 汪建策

李渤，字澹之，洛阳人，自
幼博览群书。唐贞元元年
(785 年)，与兄李涉在庐山白
鹿洞、栖贤寺一带隐居读书。

李渤驯养了一只温驯可
爱，颇通人性白鹿。这只鹿常
随主人外出游玩，而且还能帮
主人传递信件和购物，常常跋
涉到20余里之外的南康府(今
江西省庐山市)为李渤买墨沽
酒，投书送简。李渤每次要购
物时，只要写张纸条，把银两
放在挂在鹿角上的竹筐里，白
鹿就会如数购回，因此被山民
们视为神鹿，称李渤为“白鹿
先生”或“白鹿山人”，将他隐
居的地方称之为“白鹿洞”。

隐居庐山时，李渤还优游
于山水林泉之中，遍访名胜古
迹。考察湖口石钟山时，在深
潭得双石以考“石钟山”一名
之由来，写下了《辨石钟山
记》。 唐长庆元年（821），李
渤任江州刺史，到任不久，发
现朝廷管理财政的官员张叔
平，不顾百姓疾苦，竟奏征贞
元 二 年（786 年）逃 户 欠 款
4401贯。他体察下情，为民请
命，立即上书陈奏“江州管田
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年已旱
死一千九百多顷”，还要征收
三十六前的拖欠，黎民百姓实
在负担不了。并在书中表示：
如不准奏，“臣既上不副（符
合）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
敢 轻 持 符 印 ，特 乞 放 臣 归
田”。在李渤的恳切请求下，
朝廷才下旨：“江州所奏，实为
诚恳，若不蠲容（免除），实难
存济（钟山顿），所诉逋欠（拖
欠）并放（免收）。”债务虽然
免了，但旱情并没有解除。当
时，江州城南有一湖，面积约
一千二百亩，东抵北风嘴，西
至滨兴洲，南接山川岭，北依
浔阳城。实际上这就是一块
湿地，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
满天星光，故时人称之为景星
湖，由于湿地宽阔，给南来北
往行人造成诸多不便。再加
上旱情依然，李渤决定在湖之
西侧筑起一道七百步（约二
里）的长堤，南连琥珀山，北接
庐山路，以沟通南北交通，方
便行旅之人。堤上还建桥安

闸，控制和调节水位，有利于
农田灌溉和水上航运。这一利
好工程，极大地惠及到江州百
姓，人们为感恩这位父母官，特
将景星湖改称为甘棠湖，称李
渤筑的堤为甘棠湖堤。

然而，许多九江人往往把
湖中间的小坝（即南门堤），说
成是李渤的甘棠湖堤。清同
治《德化县志·水利》甘棠湖堤
条 目 载 ：“ 李 渤 筑 ，即 今 新
坝”。而在南门堤条目下是这
样记载的，南门堤即胡公堤，
司李胡宗虞修筑。据此，笔者
认为，湖中央所筑的南门堤，
又叫小坝，是明末清初的司李
宗虞所筑；而今天的庐山路，
又叫新坝，是李渤所筑，叫甘
棠湖堤。

话说回来，李渤对年轻时
隐居读书的白鹿洞十分眷
恋。他任江州刺史后，对白鹿
洞旧居进行了修缮，广植花
木，增置亭榭，扩充规模。从
此，白鹿洞遂成为庐山的一处
名胜。也为庐山国学和白鹿
洞书院创建奠定了基础。

李渤是一个热心办教育
事业的官吏。他在江州任上，
除了恢复白鹿洞的旧居以外，
还创办了景星书院和李渤书
堂。宋代文豪苏轼曾在甘棠湖
畔赋诗赞扬李渤“读书匡庐中，
作郡庐山下，平湖浸山脚，云峰
对虚榭。红叶纷欲落。白鸟时
来下，犹思隐居胜，乱石惊湍
泻。”清顺治德安县知县马士宏
有《题李渤书堂》诗：“江州刺史
有书堂，迤幽群峰绕夕阳。蝌
蚪水田池漠漠，云烟鸟迹晚苍
苍。当时白鹿高贤去，无恙青
山古道长。父老何人知旧迹，
担囊又问使君乡。”

李渤在江州执政虽然不
到两年，但江州的百姓对他的
政绩却有是感念不忘，在江州
人民的心目中，李渤的人格是
多元的，他既是文化名人、诗
人、学者，又是封建王朝的名
臣，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官，
因而纪念他的设施很多，除了
前面提到的甘棠湖、甘棠湖堤
外，还有烟水亭中的五贤阁，
南门湖堤上的思贤桥，以及白
鹿洞书院的先贤祠等。

李渤与江州李渤与江州
■ 吴圣林

督府巷起自大中路，止于
柴桑支路；南北走向，全长135
米，路宽 7米，沥青路面，系居
民区。有传言说：三国时，东
吴都督周瑜大将军驻湓口，曾
在此建都督府，衙门前官道以

“督府”名之。
历史上，督府巷，旧称都

府巷，曾经一度改称柴桑路、
卫东路，谐音别称豆腐巷。都
府巷的位置与地名，自古就零
星记载于地方志内。如《康熙
九江府志》载：“都府巷，在丰
储坊都察院前。”《同治九江府
志》载：“濂溪书院坊，在都府
巷口”。《同治德化县》载：“自
（东）大街折而北……为都府
巷，俱路通望京门（九华门）。”
倘若我们将这些史料串联起
来考证，那么你就知道，早在
明代初期，从东大街（今大中
路东段）转进都府巷，首先便
见到丰储牌坊（今督府巷22号
门前），穿坊而过就到都察院
（今军分区大院）。

都察院系名明初设置的
官府衙署，丰储坊也建于明朝
初期。到嘉靖年间濂溪书院
也移建在牌坊东侧，并改名丰
储坊书院，而牌坊遗迹一直保
存至 1955 年前后才被拆毁。
至于督府巷的得名，并不能直
接表明与所谓“周瑜都督府”

有联系。如果是由明初“都察
院”衙署前的巷道而得名都府
巷，就十分符合地名称呼规
律，而且顺理成章。

现存九江明、清地方志
书中均无“督府巷”的记载，
只有 1932 年出版的《九江指
南》说：“市区街巷，或仍其
旧，或已换名称，如督府巷。”
就此推断，都府巷一度改称
督府巷、柴桑路，又在“破四
旧、立四新”运动中改称卫东
路。待到 1980年恢复旧地名
时，“督府巷”才正式作为门
牌置于各家各户。

“督府巷”名称的由来，也
可能与另一段历史事件相
关。辛亥革命九江光复，李烈
钧、罗惺予、林森、蒋群等立即
组建九江军政分府，因最高长
官为都督，故又称“都督府”，
其临时驻地正是明代的都察
院、清代的九江镇署故地，而
门前街巷旧称“都府巷”，破旧
立新之际改“督府巷”也在情
理之中。

其实，在九江方言俚语
中，“都府”“督府”“豆腐”字音
读来相同，而且颇为绕口。所
以坊间习惯谐音转意，常将老

“都府巷”与新“督府巷”读成
“豆腐巷”，据此也新编创作了
几则民间传说流传一时。

都府巷与督府巷
■ 张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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