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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翻史书，很为李梦阳感慨，他与星子有
一段缘，星子人不应该忘记他。

李梦阳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明
“前七子”首领，一代文坛领军人物。他正德六
年（1511 年）任江西提学副使（正四品），主管江
西学政，四月接旨，五月南下，六月到任。正德
九年 1514 年六月，李梦阳被免职，北上还家。
从 1511年到 1514年，他在江西整整呆了三年。

然而在这短短三年里，李梦阳做了不少事
情，对江西文化与教育贡献颇丰。他正德六年

（1511 年）夏天到江西，八月游庐山，访白鹿洞
书院；秋视学抚州府，关注盱江书院；冬天到广
信府，访鹅湖书院；正德七年（1512 年）他视察
临 江 府 、袁 州 府 ；五 月 视 学 丰 城 ；正 德 八 年

（1513 年）五月，他视学赣州府；六月到九江，第
二次游庐山……三年来，李梦阳足迹踏遍江西
各州、府，考察书院，弘扬文化，利用自己的职
权与名声尽可能地为江西文教事业做了大量
的实事、好事。

李梦阳钟情于庐山，留下了不少诗文和石
刻。正德七年（1512 年），原九江县与星子交界
的楚城乡鹿子坂山洪后大水冲出了一块石碑，
上刻“陶靖节先生故里”数字，李梦阳便借此恢
复陶渊明祠、建陶渊明墓并添置墓田；他多次到
白鹿洞书院，在书院讲学、建亭、凿井、作记、撰
铭、刻石，还为书院清理学田，编修《白鹿洞书院
新志》。这部志书是现存白鹿洞书院最早存世
的书院志。1513年十月，李梦阳寓居白鹿洞，停
留的时间特别长。

十二卷《庐山历代诗词全集》收录了近两
万首诗词，可诗题“南康”（军、府）的诗作并不
多。即使是曾在南康府（军）作一把手的周敦
颐、朱熹、廖文英等人，尽管他们为庐山写了不
少诗文，但对自己办公的郡城所在地星子城却
少入诗题。倒是明代李梦阳留有多首题南康
的诗作，他在庐山写下的百余首诗中，关于白
鹿洞、开先寺、南康城及周边景点的诗作不少，
有的也很长，如《白鹿洞别诸生》、《游栖贤桥
歌》。 他 还 有 八 首 诗 题“ 南 康”，特 别 引 人 注
意。这些诗是：《中秋南康》、《南康除夕》（二
首）、《南康元日》、《南康元夕》（二首）、《南康元
夕》、《元夕风起南康》。

李梦阳在南康府赏中秋，过除夕，迎新春，
度元宵。南康有幸，能留住这位名人在此过节，
但少有人知道诗人是出于无奈。个中缘由，说
来话长。

李梦阳（1473~1530年）祖籍河南扶沟，生于
庆阳府安化县（今甘肃庆阳），字献吉，号空同，
有《空同集》传世。他自幼家贫，10 岁随父从庆
阳还故里，于弘治六年(1493 年)乡试第一，中解
元，时年仅 20 岁；弘治七年(1494 年)李梦阳又中
进士。后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提
学副使，40 岁被罢官家居，仕途生涯戛然而止。
李梦阳才思敏捷，卓尔不群，性格耿直，正直敢
言。所以他为官不过十多年，却数次遭罢官，几
番下狱，险些丢了性命。弘治十四年（1501），而
立之年的户部主事李梦阳因正直执法遭诬陷第
一次下狱，不久获释；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
李梦阳上书孝宗皇帝，弹劾国舅寿宁侯张延龄，
揭发张延龄“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夺人田土，拆
人房屋，虏人子女，要截商货，占种盐课”等罪
行，又一次被下锦衣卫狱。寿宁侯张延龄本想
至李死罪，幸亏孝宗皇帝较清醒，没有太为难李
梦阳，反倒将张延龄训了一顿。李四月出狱，官
复原职，仅获“夺俸三月”的处罚。不久孝宗驾
崩，明武宗即位，宦官刘瑾等“八虎”当权，横行
无忌，引起朝中群臣不满，但多敢怒不敢言。唯
李梦阳胆气过人，毅然为户部尚书韩文写《代劾
宦官状疏》，揭发刘瑾等人的恶行。因此，正德
二年(1507 年)，他被放归老家。第二年五月，刘
瑾得知劾章为李梦阳代写，即将李梦阳从开封
抓回北京下狱，欲杀之而后快。这是李梦阳第
三次下锦衣卫狱，幸大臣康海等极力说情，他才
免了一死。正德五年(1510 年)，刘瑾被诛，李梦
阳才被平反，官复原职，升任江西提学副使。

三次坐牢的李梦阳出狱后依然耿介正直，
到江西后不久，就与上司产生了矛盾，与另几
位关系也没有处理好。本来提学副使归总督

管辖，总督陈金（正二品）曾要和他一起去揖见
巡按御史江万实，李梦阳却不愿去，还告诉学
生也不必拜谒上官，即使拜见，只作揖，不跪
拜。巡按御史官虽仅七品，但因为是钦差大
臣，巡按地方时职权和责任非常大，连正二品
的陈金也揖见他，李梦阳却偏偏不买账。所以
不但总督陈金视他为另类，御史江万实自然也
讨厌他，向上奏报李梦阳的诸多不足。参政吴
廷举（从三品）也与李梦阳有矛盾，上疏参弹劾
李梦阳，说他冒犯上官……李梦阳到饶州（今天
鄱阳县）时，遇淮王府（江西明代三大藩王府之
一）的军校与学生发生争执，李梦阳维护学生，
将那位军校鞭打了一顿。惹得淮王朱佑棨发
怒，奏报皇上。皇帝于是诏令总督陈金查办，陈
金则命布政使郑岳（从二品）负责。李梦阳不甘
示弱，进行反击，与郑岳又扛上了，查出郑岳儿
子郑沄曾受贿赂。最要命的是宁王朱宸濠这时
掺和进来，朱宸濠不喜欢郑岳，也来弹劾郑岳
……江西官场上层闹成这样，弄得巡抚任汉左右
为难，顾虑重重，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上奏朝廷，
朝廷于是下诏派大理卿燕忠前来调查审理。

1513 年秋八月，李梦阳到南康，上书弹劾
巡按御史江万实、总督陈金、布政使郑岳等人，
他没有想到一场劫难即将来到。十月，他身体
不适，赴白鹿洞书院养病。不久，诏令来，要他

“待罪南康”，等待朝廷所派大理寺卿燕忠前来
勘审有关他的事情。这时已近年关，于是他只
好留在南康星子城过年，等待朝廷命官的审
查，因而便有了前面说的《南康除夕》几首诗。

大理寺卿燕忠十二月到达江西，命将李梦阳
送往广信府（上饶）受审。第二年（1514年）正月
十五元宵，李梦阳一连写了四首南康元夕的诗。
第二天正月十六，李梦阳离开星子，乘船前往上
饶接受审查，湖风凛冽，春寒料峭。到了上饶不
久，他便被羁押，关押在广信府监狱中，大理寺卿
燕忠“勘审”后，这位钦差不愿宽恕李梦阳，他弹
劾李梦阳欺凌同僚，挟制上司……幸亏李梦阳的
名声和为人素来为人称道，他的下狱激起了民
怨，京城多人出面营救，地方万余“诸生”替他喊
冤。三月“勘审”结束，郑岳被免职，吴廷举罚俸
三个月，李梦阳则“冠带闲住”（穿官服闲居离职），
到南昌城北玉虚观等候处置。李梦阳三月下旬
到南昌，四月免职，离开南昌到九江，六月北上返
家，他 1511 年六月到赣，1514 年六月离赣，前后
正好三年，他刚过40岁。

嘉靖即位后，大臣们虽相继推荐李梦阳，但
他已看透官场险恶，“终不复仕”。李梦阳在老
家治园池，招宾客，饮酒著述，活得逍遥自在。
嘉靖八年（1529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 (1530年
1 月 28 日)，李梦阳卒，刚过五十七周岁。隆庆

（1567~1572 年）初年，谥景文，弟子则私谥“文
毅”。

李梦阳诗题南康的几首诗，除《中秋南康》
外，其余皆为他“ 待罪南康”所作。从这些诗
中，我们可以揣测这位文坛领袖当时的心情与
气度。

1513年秋李梦阳再到南康，恰逢中秋，和常
人一样，佳节难免挂念家人。所以他的《中秋南
康》有轻松与思乡之情：“同是中秋月，匡庐只自
看”“北望关山隔，南飞乌鹊寒”。“待罪南康”的命
令传来，他的诗作便多了一分悲愤：“南康烈风
无时休，将归船滞增烦忧”（《寄郑生歌》）。除夕
之夜，他叹息“畏途值除夕，会我得投闲……窃
计临家日，蔷薇满旧山”(《南康除夕》)。这夜偏
有“邻姬独哭”，引发诗人一腔愁绪：“……客舍
萧萧酒烛，归入杳杳关河。览镜颜容尚在，方言
儿女能歌。”

正月初一，本是百姓喜庆的日子，独在异乡
的李梦阳却深感孤独：“此日故乡酒，应怜千里
违。是处萋萋草，王孙归不归”？（《南康元日》）

正月十五是他在星子度过的最后一天，南康
小城尽管不可能火树银花，“花市灯如昼”，但毕
竟是元宵佳节，城乡一片喜庆。李梦阳内心却五
味杂陈，明天就将赴广信府受审，命运凶吉难
料。更让人扫兴的是，这一天偏偏刮起了大风，

“度市春灯乱，穿梅野树空”（《元夕风起南康》）。
这天他一连写了四首南康元夕的诗，以一泄心中
块垒：“四海逢今夕，孤城有独身”，有孤寂；“灯火
思今夜，风光满故园”，有乡思；“岳云黄袅袅，夜半
忽凄风”，有悲怆；“真防柳色侵梅色，莫道蝉冠胜
鹖冠。匣剑冲星愁易泄，倚筇还向斗牛看”，也不
乏傲骨与信心。

第四次下狱前的斗争中，李梦阳自有其狂
狷使气之处，但并无大错。他顶抗总督、拒揖御
史、鞭挞淮王府军校、“侵官”、“挟制上司”等，不
过是冲击了上司的权势、威风与尊严，显示了李
梦阳的人格与骨气，故此事当时当地曾是大快
人心之事。

1514 年正月十六，一代文坛领袖李梦阳走
了，离开了星子，再也没有回来。但他给江西，
尤其给星子留下了大量业绩（修白鹿洞书院
志，建陶渊明祠等，后来的陶渊明墓也应与此
有关，因为陶渊明诗中遗言死后“不封不树”，
意即不筑墓冢），更留下了他耿介正直的气质
与风骨。

当年，文天祥被俘北上，押解途中宿南康
城，窗外寒空冷月，他在南康府狱中写下了不
朽的《酹江月（南康军和苏韵）》：

庐山依旧，凄凉处、无限江南风物。空翠
睛岚浮汗漫，还障天东半壁。雁过孤峰，猿归
危嶂，风急波翻雪。乾坤未老，地灵尚有人杰。

堪嗟漂泊孤舟，河倾斗落，客梦催明发。
南浦闲云连草树，回首旌旗明灭。三十年来，
十年一过，空有星星发。夜深愁听，胡笳吹彻
寒月。

和文天祥一样，李梦阳“待罪南康”，也给
星子这片土地增添了一份厚重的历史。

■ 方明

阳居仙迹
——德安八景传说之七

明朝邑绅周振诗：“居山隐隐耸高峰，风过时
飘上界钟，古庙九仙遗蜕影，洪崖千载并行踪。苍
松树老长鸣鹤，清水池深隐卧龙。一自羡门留迹
后，至今丹灶白云封。”清朝邑令马士宏诗：“孤峰
斗拔越尘埃，返照时看紫气来。丹灶尚留千岁火，
白云深锁九仙台。采芝西去无灵药，玩世东方有
异才。空向秋风怀往事，野花漠漠乱猿哀。”清朝
关中马珀诗：“闻道居山寄九仙，飞升未识自何年，
独怜青鸟凭松住，不复仙人跨鹤旋。明月自来清
雅像，白云已去绝凡烟，汞砂欲问从无计，丹灶还
余万古传。”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江西省委执行
委员、中共德安县第一任书记杨超等人曾在阳居
寺召开过秘密会议。

传说何氏九兄弟在此山上炼丹，他们早出晚
归，采药、配制、炼丹非常辛苦，从何大到何九，他
们一晃在阳居山生活了十几年，最小的何九也有
十七八岁了。他们日夜寻找长生不老药方，钻研
炼丹秘笈，择稀土良宵，失败了再练，有时还会伤
及性命，何氏九兄弟就有三人先后被伤过。由于
他们的勤劳和执著，感动了王母娘娘，派出了九位
司盘姑娘下来接济何氏九兄弟，帮他们做饭洗衣，
缝补浆洗，照顾得细致入微。日久生情，何氏九兄
弟也就越来越需要九位姑娘的关照，九仙女也觉
得勤劳辛苦的九兄弟诚实可爱，渐渐对他们产生
了感情。天宫一日情，人间十年景，转眼九仙女在

人间也生活了十几年。
一日，九仙女在大姐的提议下分别同意嫁给何

氏九兄弟。他们在阳居山居住，男耕女织，各司其
职，共享人间之乐。日月如梭，光阴荏苒，九兄弟炼
丹小有成就。说来也巧，九兄弟中的何八夜观天
象，告知兄弟诸位明日天空必有奇观异象，想必是
天道酬勤，我们苦尽甘来，就要与九仙女共享天伦
之乐了。于是，他们兄弟九人每人服食一粒仙丹，
好等明日老天开眼，吸收他们做“员外郎”。第二天
一早，天刚刚亮，只见东边天空忽闪一道口子，九兄
弟随着九仙女一起升上了天宫。

谁知，天不遂人愿，九兄弟服食仙丹时只有何
九为了成全八兄弟，自己选择的最小，且各方药量
和炼制时间均未达到要求，因此何九在半天空就
坠落下来。只听一声巨响，何九堕落在阳居山最
高峰上。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何九心地善良，甘为
兄 弟 献 身 的 精 神 ，就 将 这 座 山 峰 取 名 为“ 堕 郎
峰”。明朝九江巡道陈洪濛游此景时留诗一首：

“春风拂雨到仙台，孤刹才堪辟草莱。幽谷雾笼丹
灶没，乱峰云锁碧霄回。花神总似童颜驻，药物还
疑老衲栽。不见九仙寻浪迹，何年感遇谢尘埃。”

在离德安县城东南 4 公里之外，有
条小山脉共有九座山峰（人称九仙岭，
也叫阳居山）。相传有何氏九兄弟在
山上炼丹，白日飞升，至今丹灶宛燃。
明正统八年，周振创修《德安县志》时
选为八景之一。

李梦阳《空同诗集》

亲历彭泽解放

彭泽县是我的故乡，也是江西省的北大门。
据史记记载：江南古邑彭泽汉高祖六年 (公元前
201 年)建县，地跨彭泽湖口全境、都昌县及安徽省
宿松望江东至之一部，以彭蠡泽而得名。宋朝诗
人王十朋曾有诗云“青山好处唯彭泽”，足以概括
彭泽山水奇姿清韵。我是一名退休税务干部，一
辈子从事税务工作，也是土生土长的彭泽县人。
我亲眼见证了这一片红土地从沦陷到解放的变
迁，我亲身经历了彭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且
正在走向强起来的岁月。更让我时常难以忘怀的
是我亲历的故乡彭泽那炮火纷飞改天换地的历史
转折时刻。

回望七十年前，那是一个战火连天、民不聊生
的年代。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国民党深感大势已
去，却又不甘失败与灭亡仍做垂死挣扎，慌忙将其
残余部队退至长江南岸布防，妄图凭借天险挖战
壕、筑暗堡，建立所谓“长江防线”。国民党 68 军
119 师师长刘汝明、张瑞亭率领一个师的部队，进
驻彭泽县城、马当、芙蓉、定山等沿江一带，他们每
到一处，肆意骚扰，群众苦不堪言。我家住在彭泽
县城，房子被强占，并被贴上字条“4825 电台”驻此
字样，勒令搬走，家具物品一律留下供他们使用，
我一家老小只得投亲借宿。这伙人借江防之机向
老百姓敲诈勒索、强买强要，无所不为。古人云：

“得民心者得天下。”像他们那样伤民心、失民意，
岂有不败之理？虽然他们在彭泽筑起了一道长达
10里的沿江防线，也挽回不了失败命运。

1949 年 4 月 21 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第四兵团陈赓部、十三兵团周希汉部、三十
七师周守义部、109 团顾永武部从安徽望江县内江
过河，首先攻占八宝州(今彭泽棉船)，控制江面，防
止敌人炮艇阻止我军过江。4 月 22 日解放军以猛
烈炮火击溃停靠在马当的三艘敌军炮艇，与此同

时我党的商群(解放后先后任彭泽县副县长、九江
市副专员)、蒯文全、付梦成、杨贺群、余初友等地下
工作者，大力配合解放军渡江。在泉山辰字号地
下党组周密部署下，组织 40 余名船工水手从小孤
山划向对岸，迎接解放军渡江。4 月 22 日下午马
当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一鼓作气解放
彭泽县城。驻守江防的国民党军队未放一枪一
弹，星夜逃窜。黎明前的黑暗终于冲破，一座小小
山城终于迎来了曙光，鲜艳的红旗插在了城门楼
上。

1949 年 5 月 1 日，中共彭泽县委、彭泽县人民
政府宣告成立，彭泽县是九江乃至江西全省解放
最早的一个县城。1949 年 10 月 1 日，县城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机关学校、商店居民 1000 余人在广
场 (老衙基)举行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中
国，也迎来了故乡彭泽的“新生”。彭泽税务局也
正式取代了“钱粮稽征处”，掀开了家乡税收工作
的崭新一页。

转眼，我已经退休二十几年，但退休不退本
色，我时刻关注着家乡和税务部门的变化。伴随
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日益发展，彭泽税务部门也
同其他行业一样伴随着共和国的步伐大踏步前
进，现代化税务部门正以务实的态度、优良的作
风、崭新的姿态向我们走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值得我们税务人欢欣鼓舞，而我所亲历的家乡
解放的历史时刻永远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