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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云诗刻与玉帘泉
■ 曾亮亮

庐山多名泉，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秀峰瀑布、“天下第一
泉”的谷帘泉、“庐山第一奇观”的三叠泉。玉帘泉则为庐山泉
瀑之杰作，被历史学家吴宗慈誉为第一。泉瀑之胜令匡山更具
灵性和魅力，古今贤达多以诗词咏泉，亦有镌佳句以赞泉。咏
泉石刻数量以秀峰瀑布为首，玉帘泉石刻以十余通计居其次。
笔者于2016年5月22日在玉帘泉附近发现一处掩没于土的石
刻，并于翌年6月发掘，经清洗，一首五言绝句赫然显现：

蠡云繇涧上，瀑水自天来。
坐石观无尽，奇哉亦妙哉！

诗中繇通“由”字，首联一语双关，蠡云既是行正法师的
字号，又可释为鄱阳湖上空飘的云气，鄱阳湖古称彭蠡湖，对
仗亦整，与瀑水一词相对，独具意境。“蠡云繇涧上”意为彭蠡
湖的云气由山涧往高处升腾，或谓蠡云禅师沿涧壑溯溪流
而上，行至涧穷之处，与从天奔泻而下的玉帘瀑布不期而
遇。坐于磐石，仰观巨瀑，耳听轰鸣，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
去。蠡云诗虽寥寥二十字，却也琅琅上口，点出了玉帘泉的

“奇”与“妙”，也将诗人不畏艰险跋涉、钟情山水的心境与瀑
布银河天泻般的壮观勾勒出来。玉帘泉变化多端，犹如清
冰出万壑、漱玉流霞，又飘似瑞雪，缈如薄雾。邵长蘅亦在

《玉帘泉记》说：“泉腰一线，如玦、如断虹，青壁相半，已复散
为五色莹晕，光景奇绝。”至于“妙”，潘耒在《游庐山记》写道：

“悬瀑如散丝，随风悠扬，坠潭无声，最为轻妙。”总而观之，蠡
云诗实为佳作。让人惊奇的是，这首蠡云诗刻竟未曾著录
于《庐山志》《归宗寺志》《南康府志》等史志，属玉帘泉唯一的
诗刻新发现。

玉帘泉旁还镌有“龙门，明蠡道人题”石刻。古代佛教
徒亦称道人，蠡道人即蠡云和尚。蠡云正是明末清初中兴
归宗寺的行正禅师。行正(1594～1657)，字蠡云，江西德安
县人。生于书香之门，父习儒业，自幼聪慧，授以儒家经
典。十四岁时礼黄龙潭慧光老僧为师，后随师祖印宗禅师
住静庆云庵苦修。明熹宗初年，众人推举其担任归宗寺住
持。莅任勤于院内大小事务，修葺寺院，增建堂寮，辟建两
庑山门，恢复归宗名刹气象，住持归宗寺三十余年。顺治
十四年（1657）策杖到江淮，同年圆寂于维阳范公祠。其弟
子将蠡云禅师大部分舍利携返庐山，奉塔于归宗寺左山。

蠡云诗刻文辞简练，就石刻书法而言，行草相间，亦属
上乘佳作。与其传略所述他长于行草相吻合，蠡云大师将
自己名字嵌于诗中或故意为之，加上“龙门”石刻的旁证，这
首诗极有可能是蠡云禅师本人之作。诗刻虽未署确切年
份，不难推断镌诗时间为蠡云住持归宗寺期间，即约 1621年
至 1657年。穿越近四百年，诗刻又重现人间，实为幸事。

到了元代，可能玉帘泉依然没有人去。明代较早提到玉帘
泉的当属正德初年在江西任职的李梦阳，李梦阳曾道：“归宗寺
有马尾泉”，李梦阳把玉帘泉误称为马尾泉，可能当时就是这样
称呼它，桑乔所撰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的《庐山纪事》仍没
有提及玉帘泉，仅说“马尾水崖在观音岩南，俗呼流水崖，崖上
有龙潭水，自远山奔注之，喷涌散落为马尾水，水南下与鸾溪之
水合。”可见直到此时，玉帘泉仍然没有进入文人的视野。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题刻为明大学士赵志皋题、晚明东
林党首领之一邹元标书的“玉帘”二大字，从侧面反映在明万
历前，因为道路险阻，玉帘泉可能并无文人涉足。玉帘泉被发
现之后，立即吸引了许多雅士，虽然玉帘泉发现较晚，但从仅
次于秀峰瀑布的石刻数量来说，反映了古今游者对它的喜
爱。黄宗羲《匡庐游录》中道：“李梦阳曾说：‘归宗寺有马尾
泉，亦瀑布，拖紫霄而下’。李梦阳称马尾泉虽有误，但紫霄瀑
布之名久称于世，寺中僧人一直认为，玉帘泉最近才得以开
辟，其实并非如此，就连玉帘泉的名称还不如仍旧称之为紫霄
瀑布。”由此可知，之前玉帘泉称“紫霄瀑布”，而不称“玉帘”。

“紫霄瀑布”改称玉帘泉，应源于邹元标所书的“玉帘”二字。
邹元标不畏险阻而往观瀑，当属于游览玉帘泉最早的

一批游客，题“玉帘”者赵志皋于万历十九年(1591)秋，升任
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两任内阁首辅。而蠡云和尚在
明熹宗（1621～1627 在位）初年始任归宗住持。显然邹元
标比蠡云到达玉帘泉的时间还早。蠡云发现归宗寺后的
玉帘泉无路可登，人迹罕至。大师为之开辟磴道，架桥
梁。今天，这座小石桥依然横卧于涧溪之上，为人们观泉的
必经之道。蠡云面对着瀑布构建喷雪亭，导人游观，使玉帘
泉为庐山瀑布之冠。正是蠡云禅师的不懈努力，开路架桥，
构筑亭台，方便了游人观赏瀑布，使玉帘泉的声名远播。

此后文人墨客观瀑者纷至沓来，他们不吝溢美之词，黄永
年在《游玉帘泉记》中记述，他的好友陶吾庐感叹说：“昔东坡
以黄岩瀑、三峡涧为匡南二绝，惜未见此，今乃真三绝矣。”曹
龙树《玉帘泉诗序》说“论庐山泉境之胜，此为第一。”吴宗慈也
说“庐山之瀑有名者以数十，编者许此瀑为第一也。”蠡云禅师
对玉帘泉的喜爱化为一首诗，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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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诗话L

陈 资 始 名 天 钟 ，号 乾 元 ，字 资 始 ，生 于
1899 年。他自幼小随其父在南昌念书，后入
读南昌第一师范。1919年，考入了云南讲武学
堂韶关分校。据我两位舅舅陈显文及陈继宏
数十年的调查和寻访，以及陈奇涵上将（1955
年的开国上将）的回忆录，陈资始与陈奇涵在
韶关讲武堂为同班同学，关系甚密。云南陆军
讲武堂于 1919年在韶关建韶关分校，只办了两
期，较 具 知 名 度 的 毕 业 生 列 举 如 下:第 一 期
(1919 年毕业)347 人：谢崇绮、余韶、戴鼎甲、李
明瑞、林贤察。第二期(1920 年毕业)512 人：许
权中、陈奇涵、陈天钟，文之炜、盛世才、童陆
生、介占鳌、周体仁、盛逢尧、王居敬、熊绶云、
杨文琏、贾自温、邓志才、钟毅、赵锡光。在云
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二期毕业生名单中，第
176页第一列第 12人为湖口籍人士陈天钟，即
陈资始。

1922 年至 1923 年陈资始返回南昌，成为
江西省学联成员，江西省学生运动的领袖之
一，曾参加了由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徐先
兆等人在南昌创办的青年进步组织——改造
社，并于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中
共湖口县支部的参与人和创始人之一。

1926 年 10 月，国民北伐军收复江西。国
民中央政府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
任都督，杨庚笙（1869～1955，江西湖口人，同
盟会会员，江西省都督府高级顾问、省代理主
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政府参议员）为
民政厅厅长。陈资始留守南昌从事地方工作，
就任江西省国民政府民政厅秘书长，后兼任代
理厅长。清末民初的民政厅和现今的民政厅
的作用是不同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相
当为现在的省政府办公厅。那时，每个省有两
个最重要的部门，一个是军政另一个是民政，
军政的首领叫都督，民政的长官叫厅长。

陈资始精明干练，身兼数职，同年又在《南
昌民国日报》担任新闻外传，并与中共党员洪
宏义（又名罗漫）、邓鹤鸣（中共江西省委创建
人之一）及徐先兆（中共党员，八一南昌起义参
与者）在一起主管报社的宣传工作。1927 年 6
月 5日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国民党右
派朱培德为首的新军阀排挤中共党员，上述四
人均被迫离开了《南昌民国日报》。

1926 年 12 月北伐军攻克了武汉，国民党
左派中央委员谭延闿、宋庆龄、邓演达、徐谦、
经亨颐等主张国民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
武汉，以便提高党的权利，并且要军政分立。
而蒋介石则驻守南昌，准备在南京成立中央。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为武汉，很多进步思想及
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文章均刊登在武汉的《猛进
周报》上，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打压和封
杀。为了把人民正义的声音呐喊出来，1926年
12 月 20 日，在南昌以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名
义（左派）决定在南昌创办一份日报，秘密刊出
进步文章，以求贯彻中共中央之精神，故取名

《贯彻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办的第一份
日报。据胡讷生（江西南昌人，早期中共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了桂系李宗仁的广西国民
党革命同志会，后为国民将领。新中国成立后
任江西省政协委员）的回忆文章介绍，当时，北
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主持召开
会议，参与者有时任各军党代表，包括国民革
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第二军副党代表
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
主任朱克靖，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第三军
军官教育团参谋长陈奇涵，第十四军政治部秘
书胡讷生，国民政府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秘
书长方志敏,国民政府江西省民政厅秘书长兼
代理厅长陈资始以及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训练
部长舒味三等。会议决定由陈奇涵担任《贯彻
日报》经理，胡讷生任社长，陈资始任副社长、
副经理及新闻编辑，舒味三负责新闻采访及报
刊发行。他们均为义务服务者。另聘方海清、
胡士杰、赵相禄（中共地下党员，陈资始的下线
成员）等为排版印刷工人，陈维柏（中共地下党
员，陈资始的下线成员）担任外勤记者。为了
隐蔽，《贯彻日报》工作地点选在南昌市百花洲
上一个破旧的石公祠内，祠堂不大，除祭堂外，
只有两个厢房。他们把祭堂设为排字间，一个
厢房编辑室，一个厢房为印刷室。由于经费紧
缺，陈资始特地回湖口老家卖掉 60 亩良田、10
匹马、20 头牛，把所得款项全部投入报社。为
了赶时间，筹备不过数日，便于 1926年 12月 20
日发行了创刊号。该报立即得到广大民众、进
步学生及革命同志的欢迎。

当然，该报同时也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秘

密查禁和搜捕。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掌握了江
西革命话语权极度不满，指使国民党中央特派
员段锡朋在南昌秘密成立“AB团”特务组织，在
全省范围内公开打压杀戮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贯彻日报》发行不到十日，便被封杀停刊。
1927 年 3 月 6 日，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兼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杀，导致赣州
市连续三天罢工抗议，并引起了南昌和全省
人民的愤怒，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1927
年 4 月 2 日，中共江西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袁玉冰等领导了南昌群众起义（史称南昌“4·
2 暴动”），将成立不满三个月的“AB 团”秘密
特务组织彻底摧毁，《贯彻日报》又得以恢复
出版。《贯彻日报》大量刊登武汉国民政府的
文告、决议，并刊登了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
的新闻。印刷、散发和号外，震惊中外。由于
国民党右派的极端打压和封杀，至 1927 年 6
月 8日《贯彻日报》被取缔停刊。

（未完待续）

庐山的茶饮之史和茶文化始于道家，兴于
释家，盛于道释儒以茶缔缘和合共济。慧远

《庐山略记》和《庐山志》等古文献有彭祖、老
子、方辅、匡俗、董奉等早期道界人物在庐山这
方丹丘“采茶饮之生羽翼”羽化成仙的记述，庐
山早以“神仙之庐”而著称于世。

寇宗奭《本草衍义》载：早在东晋温峤任江
州刺史时，庐山所在地江州便向朝廷“上表贡
茶千斤，茗三百斤”，比陆羽《茶经》所载“茶之
为饮”“ 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早出 400 多
年，可见庐山茶事历史之悠久。

在 6 月 2 日“庐山国际名茶名泉博览会”上
首发的《庐山茶志》是庐山首部记述茶泉之事
的专业志书，是庐山市渥惠当今、流益后世的
一项文化工程。2017 年 3 月启动，2020 年初付
梓，历时三年，全书 18 个篇章，90 余万字，记述
涉史时间 4000 多年。该书以众多鲜为人知的
庐山涉茶史料和历代名家的审美评价，反映了
庐山“茶泉并冠天下悠”，是中华茶泉文化重要
发祥地之一。

首先庐山襟长江濒鄱湖，纬度、土质、水
文、气候尤其是常态云雾等天然特殊环境非常
适宜优质云雾茶生长。

其次是道、释、儒三家营茶不图贸易之利，只
求品质精良，经过他们长期精心培植、驯化、制作和
赋予精雅的品饮文化，天人合一地使庐山钻林茶

（宋后名云雾茶）的品质，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
和“秀”，而成为品冠茶界的极品、神品和仙品。

东晋慧远驻锡东林寺，仿效道家饮茶修
道，深悟品饮庐山茶功效同禅修，肇启了“禅
茶一味”影响佛界的经典。唐代名道长吕洞
宾在庐山品饮释家禅茶题诗赞曰：“玉蕊一枪
称绝品，僧家造化极功夫。”比陆羽长十三岁
的茶道之祖皎然住庐山，盛赞庐山道家“丹丘
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称道饮庐山
茶可羽化成仙。这是对庐山茶品茶道的最高
评价，比后来卢仝所作影响茶文化界的同类

《七碗茶》诗早一个世纪。卢仝的《七碗茶》诗
是 皎 然 赞 赏 庐 山 茶 诗 同 一 题 材 的 翻 版 。 宋
代，庆云院应诏向朝廷进贡庐山庆云、五乳精
茶，被北宋皇家和辽、夏国主视为圣品，以茶
和邻，促成了民族和睦，荣获仁宗钦赐“国泰
清净”御匾旌表。当地民谣云：“云雾东南七
尖峰，天地精华育佳茗。进贡皇家成圣品，一
两仙茶一两银。”

庐山有名号的秀瀑佳泉共 279 处。诗仙
李白《望庐山瀑布》千古绝唱问世后，庐山瀑布
珍泉名贯华夏。唐代名道长吴筠来庐山作《云
液泉赋》，盛赞康王谷之泉“甘乃玄玉之膏，滴
乃云华之液”，称之为仙界品饮的神品玉液。
之后，茶圣陆羽慕名来庐山遍尝诸泉煮佳茗，
当他考察天下三十二州郡茶事水品后，评判天

下宜茶水泉二十处，品定“庐山康王谷水帘水
第一”，“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从此，
招徕张又新、李涉、韦应物、白居易等历代名家
趋之若鹜入庐山品尝天下名泉煮名茶，留下数
百首赞叹匡庐珍泉佳茶之作。词圣苏东坡赞
道：“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绝鉴中人”，并题

《西江月》词叹曰：“谷帘自古珍泉……人间谁
敢更争妍！”黄庭坚亦作《西江月》词赞颂：“龙
焙头纲春早，谷帘第一香泉。”南宋才人王阮题
游庐山诗曰：“偶然得意挹珍流,二妙欣然共胜
游。”这“二妙”即指庐山不仅茶妙，更兼泉妙。
朱熹则称庐山名泉煮名茶是人间“绝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庐山云雾茶成为
专送中央的特供茶。毛泽东主席赞赏庐山云
雾茶“倒是这个宝贝可以令人神清气爽！”周恩
来总理称道：“这庐山是茶也好，水也优，天下
难以兼得！”朱德委员长则题诗赞美：“庐山云
雾茶，味浓性泼辣，若得长时饮，延年益寿法。”
当今中国农科院首席茶叶科学家鲁成银先生
说：“庐山茶泉双秀悠天下，云雾茶、第一泉，真
可谓是珠联璧合的绝佳组合！”

《庐山茶志》翔实记录了庐山悠然的环境，
悠久的历史，悠深悠厚的茶泉文化，如实记述了
查考所获庐山茶事、茶俗及茶文化历史和当今涉
茶资料。这部志书以丰富的史实证明庐山茶事
历史悠久，茶泉并冠天下。

庐山：茶泉并冠天下悠
■ 刘希波

■ 梅茗（加拿大）

梅茗，1964 年出生，原籍江西湖口。
1985 年本科及 1988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
江西师范大学, 1996 年理学博士毕业于
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曾在金泽大学担任讲
师，并为日本文部省 JSPS 研究员。后在奥
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及加拿大的 Alberta
大学和 McGill 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
2002 年 至 2005 年 在 加 拿 大 Concordia 大
学担任 LTA 助理教授及研究副教授。自
2005 年至现在，为加拿大 Champlain 学院
的终身教授及 McGill 大学兼职教授，博士
导师。中国东北师范大学“东师学者讲座
教授”及“吉林省长白山学者讲座教授”，
日本金泽大学合作教授，意大利 L’Aquila
大学访问教授。加拿大魁北克江西同乡
会创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是
4 家 SCI 国际数学杂志的编委，并承担加
拿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魁北克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及魁北克省大专院校国际局
的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名家有约Ｍ
我的老家位于美丽的鄱阳湖之滨，湖口县均桥镇南港村。外太公陈士谔为清末秀才，他生了两个儿子，老大

叫陈资始，老二叫陈天健。大外公陈资始是我外公陈天健同父异母的兄长，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共湖口县支部的
早期参与和创始人之一，参与创办了中共历史上首份报纸《贯彻日报》，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和组织者之一，曾任
国民政府江西省民政厅代厅长。外公陈天健比兄长陈资始小 16 岁。作为抗战老兵，陈天健参加了淞沪会战、九
江鸦雀山之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衡阳保卫战。1949 年随国民政府败退台湾，1976 年病逝于台北。

陈资始和陈天健兄弟有着不同的教育经历、理想抱负和迥异的人生轨迹，他们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侧面见证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国共两党的历史。

革命先驱陈资始 （上）


