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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台渔唱
——德安八景传说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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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蠡古泽喜迎迁客，浔阳江头好泊孤舟”。
武周长寿元年（692 年），已经六十三岁高龄的狄
仁杰遭奸臣陷害,贬至彭泽当县令。在封建社
会，官员遭受贬黜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
从一品大员断崖式降为七品县令，落差之大，一
般人很难接受。狄仁杰却不以己悲，从容淡定，
不仅欣然赴任，而且恪尽职守，心系百姓。当时
有人感慨地说：京城少了一位贤相，江州多了一
位好官！

狄仁杰，字怀英，生于公元 630 年，并州太原
（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出生于官宦世家。《旧唐
书·狄仁杰传》有载“后以明经举，授汴州（今河南
省开封市）判佐”。狄仁杰的童年时代基本上是
随父宦游各地，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不仅增长了
他的见识，更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造就了他处
变不惊的超强能力。

狄仁杰刚上任，彭泽就遇上史无前例的严重
旱灾。放眼处，河床与田畴龟裂，地冒青烟，庄稼颗
粒无收，野菜树皮都被百姓挖尽剥绝。狄仁杰目睹
饿殍遍野的悲惨之状，真是五内俱焚，他浑然忘却

自己是戴罪之身，提笔写下《乞免民租疏》上奏朝
廷，请求发放灾粮并减免租赋，救济彭泽百姓。

疏曰：彭泽九乡，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已
是秋月，百姓嚣嚣，群然告歉，询其所有，皆云：

“春夏以来，并无霖雨，求死无苏，营田失时，今已
无可改种。现在黄老草菜度日，旦暮之间，全无
粒米。”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
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
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殂
秋，多莩亡者。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里乡乡，
班班户绝。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谨以奏闻！

这道奏折只有一百五十多字，但字里行间饱
含狄仁杰对百姓的悯惜之情。女皇武则天深为
花甲老臣的忧国忧民之心而感动，特别诏令江州
刺史，开仓赈济，减免租赋。

缓解了彭泽百姓的生活疾苦，狄仁杰便开始
着手处理前任遗留下来的积案。对于犯人，他从
不 主 张 严 刑 峻 法，而 是 秉 持 德 法 并 重,改 造 为
先。他将拘捕在押的三百余名囚犯逐一审问，发
现很多囚犯都只是因小事而被羁押，他于是根据
囚犯不同的情况进行开导教育。时值春节将近，
久在牢狱的囚犯们，纷纷涌起思乡之情。狄仁杰
了解情况后，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囚犯们全
都释放回家过年，只是要求在约定的时间返监。
第二年正月，到了约定的时间，只有两名死囚迟
到：一为大风所阻，舟楫不通；一为母死治丧，稍
羁时日。这些囚徒们为感念他的恩德，从家乡每
人怀里兜着一捧土，堆放在监牢前，形成一个土
丘。这就是有名的“纵囚墩”。

狄仁杰在处理案情时有“三断”：判断，推断，
果断。其一，公正在心，法律至上。其二，追求客
观真实，还原事实本来面目。其三，重证据，重调
查研究，推理令人折服。一日,狄仁杰微服私访,
途经一座山林，见路旁有个孩童拿着一枚金戒指
在把玩。他觉得蹊跷，因为在当时，金戒指只有
有钱人才佩戴得起的。于是他和颜悦色地询问
孩子戒指从哪弄来的，孩子告诉他在树林边捡到

的。他立刻钻进树林寻找蛛丝马迹，竟然发现了
一具男尸,戒指正是死者之物。经过深究细查,一
桩杀人凶案大白于天下。原来，有个叫马奎的赌
徒，因为输了一屁股债，便起了不良之心，盯上了
一名外地的商人。一天，这个商人背着装银子的
褡裢，经过一片山林进去方便。马奎乘他方便
时，突然从背后将腰带套在商人的脖子上将其勒
死，然后将尸体拖到林子深处，用树枝枯草盖起
来。只是马奎没想到，商人在挣扎过程中，手上
的戒指掉在了地上。就是这枚戒指，让他的罪行
暴露。狄仁杰凭着细致的观察，睿智的判断，冷
静的分析，顺藤摸瓜，很快查明了真相，将马奎绳
之以法，让死者得以安息。

狄仁杰为官公正严明，态度严谨，生活中他
还是一个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的楷模。一
年，女皇武则天想造一座大佛，因库银不够，打算
摊派寺院和沙门。狄仁杰谏道：“工不役鬼，必在
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今边垂未宁，宜宽征
镇之傜，省不急之务，就令顾作，以济穷人，既失
农时，是为弃本，且无官助，理不得成。既费官
财，又竭人力，一方有难，何以救之？”武则天看
了，觉得言之有理，因此放弃了造佛的想法。

狄仁杰任彭泽县令四年期间，仁政宽刑，布
医助学，劝课农桑，百姓无不感其恩情。因此，在
他离开彭泽后，百姓自发于“纵囚墩”旁建立“狄
公祠”。在历史上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堂是绝无仅
有的，他在百姓心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唐朝
末年，诗人皮日休来祠堂拜谒，见香火鼎盛，感慨
万千，作《狄梁公祠碑》曰：“呜呼!天后革大命，垂
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让贞观之世，是遵何道哉？
非以敬任公乎。”三百多年后，以天下为己任的范
仲淹贬守饶州，经过彭泽，亦谒“狄梁国公祠”，作

《唐狄梁公碑》，发出“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
的感慨。

公元 700 年，狄仁杰病逝,享年 70 岁，朝廷追
赠他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后又追赠司空、梁国
公。百姓皆呼“有唐忠臣”。

“钓台渔唱”一景，在今德安县城以北 3 里地处，万家岭大捷
纪念园铁道大桥以东。此桥下有一方深潭，潭深不可测，很多隐
者和渔夫闲游垂钓于此。更有落魄者垂钓日月，以此度日忘忧，
打发穷困潦倒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失，钓台垂钓者也越来越
多，影响也就越来越大。形成了人文闲游的景观。明正统八年，
周振创修《德安县志》时选为八景之一。

南朝青瓷桥形钮权

爱民善断的“宰相县令”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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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柴桑区陶渊明纪念馆藏有一
件 南 朝（420~589 年）时 期 的 青 瓷 桥 形 纽
权，该器为瓷质，整体呈馒头形，溜肩，平
底，顶部设桥形悬空纽，肩部饰凹弦纹一
周，施青黄釉不及底，底露灰白胎，高 6.5
厘米，底径 10.5厘米,重 714克。

权，是中国古代度量衡中的衡器，是
称重量的器物，俗称“秤砣”。《墨子·经说
下》载：“衡加重于其一旁，必锤；权重相若
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相焉”。《汉书·律历
志上》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
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成书于三国时期，
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辞典《广雅·释》载：

“锤谓之权，亦指秤。”中国的度量衡制度
有着 4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原始社会
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开始进行最原
始的物物交换，为了交易的公平，逐渐产
生了度量衡器，传说最早的度量衡制度始
于公元前 25 世纪的“黄钟”律，据记载：“度
本于黄钟之长，量本于黄钟之仑，权衡本
于黄钟之重”。到了夏代（约公元前 21 世
纪-公元前 16 世纪），中国开始用权衡作为
称重器具，衡为杆，权为砣，“权衡”这个词
就是这般引申出来的。中国的度量衡制
度从出现到战国时期，长期处于各自为政
的混乱状态，直至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器和度量衡制度才第一次有了统
一的标准。秦以后，历朝历代为解决不同
地区之间度量衡差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
障碍，不断进行了度量衡改革，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之后，1959 年国务院下达《关
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至此，中国
的度量衡制度才趋于完备。

柴桑区陶渊明纪念馆馆藏的青瓷桥
形纽权是 1981 年 5 月，该馆工作人员在寻
阳城遗址进行文物调查时，采集而来的。
寻阳城遗址位于九江市开发区七里湖街
道赛湖村，面积约 3 平方公里。据史书记
载，寻阳城始建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
304 年），属江州。《晋书》载：“永兴元年分
庐 江 之 寻 阳、武 昌 之 柴 桑 二 县 合 置 寻 阳
郡”。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寻阳郡因
水患移入湓城，而寻阳城逐渐荒废。寻阳
城曾是县、郡、州治所，襟江带湖，扼荆扬
二州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兵家必
争之地，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重大政治军
事事件，1987 年寻阳城址被公布为江西省
文物保护单位。

就目前发现的不同时期的权器来说，
所见的以石、铜、铁质地的较多，青瓷质地
的极为少见，这件南朝时期青瓷桥形纽权
不 仅 是 青 瓷 质 地，而 且 与 寻 阳 城 息 息 相
关，见证着六朝时期九江的经济繁荣，是
研究古代度量衡器及九江历史的珍贵实
物资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明朝邑绅周振有诗：“一竿频钓雨烟中，名利
无关兴不穷，几曲波间云杳霭，微吟矶上月朦
胧。富春昔日夸严子，渭水当年羡吕公。莫道渔
人生计拙，携鱼换酒乐融融。”

清朝邑人丁日赞有诗：“只在烟深处，持竿钓
碧流。闲将严子意，谱入历陵秋。逸调传沙渚，
清风送荻洲，沧浪歌罢后，应赏此心幽。”

清朝邑人罗万鹏有诗：“未展丝纶用，持竿上
钓台。风波供冷眼，蓑笠混庸材。浪静鱼常乐，
机忘鸟不猜。有时清兴发，一曲水云隈。”清朝邑
人李越诗：“钓台独立草芊芊，钓罢寒潭懒去眠。
几曲清歌堪自赏，一轮明月挂前川。”

相传宋时蒲塘有位邑人的儿子叫严子，他生
性豪爽义气，为人直接单纯，多次赶考屡试不第，
人快而立也未娶亲，这可急坏了双亲。一年，望
子成龙的父母，在同村请了一个穷家秀才厚生为
儿子陪读，一来可以促进和监督儿子学习，二来
可以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日后时来运转也是值
得的。开始他俩早出晚归到私塾拜师求学还算
正常，每次小试也轧冠其槽。父母暗自高兴，心
想儿子毕竟一年大一年，也应该懂事了。这样不
知不觉已过了半年，俩人的学业均有进步。

一天，严子与厚生路过钓台深潭到私塾去

时，只见湖面一渔夫带着一位姑娘在撒网捕鱼，
渔夫边唱边撤网，姑娘边划船边收网。歌声在湖
面荡漾，声音时而高亢，时而嘹亮，不时在严子的
耳畔回响，并深深吸引他驻足回望，这使他无法
离开钓台。于是，严子立马与厚生说，“今后你每
天去私塾上课，我在这钓台钓鱼，晚上你回来把
学到的课程与我共同研习，但千万不能让我父母
知晓。”

说来也巧，几个月后，严子学业比以前要进
步，垂钓技术也日渐增长。有一天，严子运气不
错，到傍晚时分已收获满满，遂大声招呼渔夫靠
近：“师父，晚辈今日手气不错，钓到一篓好鱼，
想拿它来换些酒钱如何。”渔夫边看鱼边看严
子，只见严子面相端正，印堂平展宏亮，将来必
有出息。心想，“女儿渭水也老大不小了，若是
两人有缘，不是了却了我一场心愿？”这时严子
也偷偷地斜视了姑娘的芳颜，只见姑娘长着一
双会说话的浓眉大眼，虽然皮肤稍有点黑，但仍
有沉鱼落雁之美。渔夫大声对严子说：“后生，
我看你有一副好命，为何天天钓鱼不求进取，应
该好好读书求取功名利禄。你今天虽能钓鱼换
点酒钱，日后怎能娶亲养活家人。”“是，是，是，
师父说得对，只是近日心境不佳，偶尔来逍遥逍

遥。日后定当努力，考取功名来见前辈。”说完，
严子不约而同地与渭水相视。严子也分明觉得
姑娘对自己有点好感，同时又有一种坦然承诺
的眼光。

离开后，严子很少来钓台垂钓，偶尔路过钓
台来看看前辈和渭水姑娘，他要为那天铿锵的
承诺而努力，于是一心扑在学习上。从此，父母
也很少为儿子操心了。私塾先生告知其父时，
满口允诺，你儿子就等明年科考开试，金榜题名
吧。

天道酬勤，第二年科举开考，严子一举考得
探花之名，渔夫与女儿渭水前来祝贺。当严子父
母知道渔夫当初激励教育儿子勤奋向上时，感激
地对他们父女说：“谢谢！谢谢！要不是您老人
家心好，善良，以及您女儿对我儿子的一种鼓励
支持，他哪能考取功名。您们若不反对，我今天
就代表全家，向您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请求
您将女儿嫁给我儿子为妻。”渔夫连连说：“同意，
同意，这是缘分，也是女儿前世修来的福气，他们
也是一见钟情的。”这时，渭水也红着脸低下了
头，表示认可。

从此，在钓台渔唱附近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流
传着这个美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